
第二章  智慧財產權 

 
本章共有五節。首先於第一節說明智慧財產權的意義、種類及價值鍊等基本

概念。次於第二節分析筆者所歸納的九點智財權特性。再於第三節以專利權為例

說明智財權保護的相關議題與面項。並於第四節論述智財權的管理與運用，包括

智財權審核及智財策略之類型，且明確指出證券化已成為智財權運用的可選擇模

式之一。最後於第五節介紹智財權鑑價的三種基本方法與相關運用限制，並點出

不利智財權進行擔保交易的五項固有價值影響因素，作為本章的結尾。 

 

第一節  基本概念 

 
壹、意義與種類 

    廣義來說，智財權是指來自於工業、科學、文學與藝術領域創造活動之法律

權利。國家通常基於兩個理由來制訂法律保護智財權，其一為明文規定保護創作

或發明人對其創作或發明之經濟權利與人格權利，且同時保障社會公眾接觸該創

作或發明之權利。其二是作為政府之政策，提供誘因鼓勵創作、擴散與利用該成

果，及進行正常交易，以促進經濟與社會之發展。1而智財權相關法律提供保護

之方式多為讓權利人在有限的期間內，享有控制或利用其發明或創作之排他權

利。 

    根據成立世界智慧財產組織公約（The 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concluded in Stockholm on July 14, 
1967）第二條第八款（Article 2(viii)）之規定，智財權應該包括以下有關創作活

動之法律權利： 

1.文學、藝術與科學創作（literary,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works）。 

2.表演人之表演、錄音與廣播（performances of performing artists, phonograms, and 

broadcasts）。 

3.人類在各領域之努力發明（inventions in all fields of human endeavor）。 

4.科學發現（scientific discoveries）。 

5.工業設計（industrial designs）。 

6.商標、服務標章及商業名稱與稱號（trademarks, service marks, and commercial 

                                                 
1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Policy, Law and Use, WIPO Publication No. 

489 (E), 2001, at 1.1. 



names and designations）。 

7.不公平競爭之保護（protection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 

8.其他來自於工業、科學、文學與藝術領域之創造活動（all other rights resulting from 

intellectual activity in the industrial, scientific, literary or artistic fields）。 

且傳統上，常將智財權分為兩大類別：工業財產權（industrial property）與

著作權（copyright）。在以上所述的權利種類中，文學、藝術與科學創作即屬於

著作權之範籌，而表演人之表演、錄音與廣播則稱為臨接於著作權之臨接權

（related rights）。其他者（除了科學發現以外2）均屬於工業財產權之範疇，包括

一般常稱的專利權、商標權、工業設計（在我國以新式樣保護）及公平交易3。 

而在工業財產權中，發明是指特定技術問題的新解決方法，工業設計則是指

決定工業產品外觀之美術創作。而商標與服務標章則是用來識別產品與服務來源

之標示，相較於其他智財權，其保護重點不在於創作活動（因為即使有，也較不

顯著），而在於正確地將市場上流通的產品或服務訊息傳達給消費者，以避免此

類標示未經授權之使用而誤導消費者，且防止不公平競爭之功能也在於此。4 

此外，根據成立世界貿易組織協定（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TO）附件

1C之與貿易有關之智財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以下簡稱 TRIPs協定）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其限定智慧財產之

                                                 
2 科學發現不同於發明，根據科學發明國際登記之日內瓦公約（The Geneva Treaty on the 

International Recording of Scientific Discoveries (1978)）第一條規定，其乃指認知到至今尚未被認

知存在於物質世界之現象、特性與定律，且能夠加以驗證者（“the recognition of phenomena, 

properties or laws of the material universe not hitherto recognized and capable of verification”）。而發

明則是倚靠物質世界之特性與定律的特定技術問題解決方案，但那些特性與定律不需要是至今尚

未發現者。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1.6. 
3 此乃因為在保護工業財產權之巴黎公約第一條規定將防止不公平競爭列入工業財產權之保護

範圍。原文如下：『(1) The countries to which this Convention applies constitute a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2)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has as its object patents, 

utility models, industrial designs, trademarks, service marks, trade names, indications of source or 

appellations of origin, and the repression of unfair competition. (3) Industrial property shall be 

understood in the broadest sense and shall apply not only to industry and commerce proper, but 

likewise to agricultural and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to all manufactured or natural products, for 

example, wines, grain, tobacco leaf, fruit, cattle, minerals, mineral waters, beer, flowers, and flour. (4) 

Patents shall include the various kinds of industrial patents recognized by the laws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Union, such as patents of importation, patents of improvement, patents and certificates of addition, 

etc.』。 
4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1.5. 



種類係指本協定第二篇第一節至第七節所保護之各類智財權，即為著作權及著作

權相關權利（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商標（Trademarks）、地理標示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工業設計（Industrial Designs）、發明專利（Patents）、

積體電路佈局（Layout-Designs (Topographies) of Integrated Circuits）、未公開資訊

（Undisclosed Information）七種，5在此範圍外者將不受本協定之規範與保護。

此外，本協定第四十條規定也特別就智財權之授權契約所造成之反競爭行為設有

規範，要求會員國遵守。6 

而在我國現行法中，明文保護的智財權種類包括：專利權、商標權（地理標

示）7、著作權、營業秘密8、積體電路電路布局9及植物品種與種苗10，且在公平

                                                 
5 參見TRIPs協定 Article 1：『…2.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greement, the term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fers to all categori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at are the subject of Sections 1 through 7 of Part II.』。  
6 參見 TRIPs 協定 Article 40 前二項規定：『1. Members agree that some licensing practices or 

conditions pertaining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hich restrain competition, may have adverse 

effects on trade and may impede the transfer and dissemination of technology. 2. Nothing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prevent Members from specifying in their legislation licensing practices or conditions 

that may in particular cases constitute an ab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aving an adverse effect 

on competition in the relevant market. As provided above, a Member may adopt, consistently with the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prevent or control such practices, which 

may include for example exclusive grantback conditions, conditions preventing challenges to validity 

and coercive package licensing, in the light of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at Member. ….』。 
7 我國商標法於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十八款：『商標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註冊：…十八  相

同或近似於我國或與我國有相互承認保護商標之國家或地區之酒類地理標示，而指定使用於酒類

商品者。』與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凡以標章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之特性、品質、精密度、

產地或其他事項，欲專用其標章者，應申請註冊為證明標章。』中，加入對地理標示之保護，以

配合 TRIPs協定對地理標示之規範。 
8 參見營業秘密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

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而符合左列要件者：一  非一般涉及該類資訊之人所

知者。二  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三  所有人已採取合理之保密措施者。』。 
9 依『積體電路電路布局法』之規定積體電路電路布局須經登記方可享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之

複製、為商業目的輸入與散佈其電路布局之行為，而登記之要件規定於該法第十六條：『本法保

護之電路布局權，應具備左列各款要件：一  由於創作人之智慧努力而非抄襲之設計。二  在創

作時就積體電路產業及電路布局設計者而言非屬平凡、普通或習知者。  以組合平凡、普通或習

知之元件或連接線路所設計之電路布局，應僅就其整組合符合前項要件者保護之。』，即原創性

與非普通或習知設計。且依第十九條之規定，電路布局權期間為十年，以電路布局登記之申請日

或首次商業利用之日中較早發生者起算。 
10 植物種苗原為『植物種苗法』保護之標的，而該法已於 2004 年 4 月 21 日修正為『植物品種



交易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保護商品或服務之表徵11，並禁止其他不公平競爭之

行為。12 

 
貳、智慧財產權之價值鍊 

    從智財權的加值過程觀之，可以分為創造、保護、管理及運用等四個階段。

創造階段需要投入龐大的研發經費或設計費用，且具有一定程度的不確定性。保

護權利化的階段，也需投入許多法律規費（如專利證書費與申請規費）與維持成

本（如專利年費與商標註冊費）。13而在管理階段，為能使企業發揮智財權的價

                                                                                                                                            
與種苗法』，新修正法案內容包括植物品種權利保護及種苗管理二部分，全部法條共計 65條，本

修正案之重大變革計有擴大植物種類保護範圍、品種權亦適度擴及該品種之收穫物及直接加工

物、延長權利期限、採取臨時性保護原則、增訂新穎性寬限期、外國人之申請以互惠方式賦予優

先權、新增權利限制事項，包括農民留種、研究免責、權利耗盡等原則及改善審查、授權與年費

繳納制度等。參考張明郎、吳宜蓉，植物品種及種苖法簡介，農政與農情第一四三期，2004 年 5

月，資料來源：http://www.coa.gov.tw/8/208/213/4475/6477/6842/6842.html（2004/8/22瀏覽）。 

權利人對取得品種權之種苗有權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之利用行為，參見植物品種與種苗法第二

十四條規定：『品種權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對取得品種權之種苗為下列行為：一、生

產或繁殖。二、以繁殖為目的而調製。三、為銷售之要約。四、銷售或其他方式行銷。五、輸出、

入。六、為前五款之目的而持有。  品種權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利用該品種之種苗所

得之收穫物，為前項各款之行為。品種權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利用前項收穫物所得之

直接加工物，為第一項各款之行為。但以主管機關公告之植物物種為限。  前二項權利之行使，

以品種權人對第一項各款之行為，無合理行使權利之機會時為限。』，且基於同法第二十五條規

定，品種權之範圍，及於下列從屬品種：一、實質衍生自具品種權之品種，且該品種應非屬其他

品種之實質衍生品種。二、與具品種權之品種相較，不具明顯可區別性之品種。三、須重複使用

具品種權之品種始可生產之品種。 
11 公平交易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不得有左列行為︰一  

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

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為相同或類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

入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二  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

標章或其他表示他人營業、服務之表徵，為相同或類似之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

動混淆者。三  於同一商品或同類商品，使用相同或近似於未經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或販賣、

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商標之商品者。』。 
12 參考趙晉枚、蔡坤財、周慧芳、謝銘洋、張凱娜合著，智財權入門，元照，2004 年 2月，第

三版，第七頁。 
13 本研究將權利執行（即侵權訴訟或其他爭端解決處理）放於智財權之運用階段中，雖然進行

智財權訴訟耗費龐大，如在美國打專利侵權官司，一個專利權至少要花費兩百萬美元的訴訟費

用。參考 Michelle Armond, Introducing the Defense of Independent Invention to Motions for 



值及避免浪費，也需投入一定成本建置一套有效的管理機制、系統平台及流程。

由此可知，前三個階段對企業來說都是花錢活動，那為什麼各國政府與企業還那

麼重視智財權？道理在於善加運用智財權可以創造出很高的附加價值，唯有在此

階段善加運用，才可以把智財權所具有的高附加價值潛力淬取出來，歐美大型企

業早已把焦點放在此處，如德州儀器（TI）、IBM的高額權利金收入即為明證。14

但在我國仍只有少數企業注意此點，多數企業仍將觀念停留在創造與保護階段，

此點值得注意！ 

 
【圖 2-1】：智財權價值鍊 

 

 

                          

 

 

 

 

 

 

 

 

 

 

 

 

第二節  智慧財產權之特性 

 

                                                                                                                                            
Preliminary Injunctions in Patent Infringement Lawsuits, 91 Calif. L. Rev. 117, January, 2003, at 120.

但若能打贏官司，除能將侵權者逼退市場之外，還有機會獲得高額的損害賠償金（若為故意侵害

專利，還可請求三倍損害金額之懲罰性賠償，參考專利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規定），故於訴訟前

一定要經過成本效益與訴訟風險分析，切勿進行『賠錢』訴訟。 
14 自從積極進行專利授權活動後，TI已獲得超過四十億美元的收入，IBM則是每年都有十億美

元以上的授權收入。參考 Russell L. Parr,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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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智財權法15之規定，至少可以歸納出以下九點特性： 

一、 無體性與綜合性 

智財權所保護者為智力創作之本身，而非智力創作所附著之物，16例如專利

權保護發明技術，而非運用該技術所製造之產品；著作權保護創作之表達，而非

表達所附之書本。故從財產權的保障觀之，其屬於無體財產權，不若物權般，其

保護標的為動產或不動產等有形物。此外，因為智財權屬於人類智力創造活動之

產物，與創作人或發明人之人格表現息息相關，故智財權之保護權能中除有財產

權外，亦常包含人格權之保護，利如著作人之著作人格權（moral rights）與專利

發明人之姓名表示權等。 

 
二、共享性與非耗竭性（non-exhaustive） 

基於智財權的無體性，其保護標的具有共享性與非耗竭性，即該權利之享用

不限於一人，在本質上可以同時由多人利用，例如受著作權保護之一首歌曲，可

以在同時間，不同地點播放，由多數人同時欣賞，且不會有耗竭之現象。反之，

如汽車，同一時間只可由少數人使用（如四人共乘的小客車），並受其物理限制

不可能異地同時利用，且會隨著時間經過，產生折舊現象而發生耗竭。但也因具

有共享性與非耗竭性，智財權具有發揮高附加價值的潛力，但也有在同時異地被

多數人侵權而難以防止的問題。 

 
三、法定性 

    即智財權之取得、保護、執行（enforcement）與喪失均需嚴格依照法律規定

之要件。例如發明技術須符合可專利性之要件（下詳述）才可受專利法保護，創

作則須具有原創性才可享有著作權，標識須具備識別性才可註冊為商標而受商標

法保護。而在什麼情況下會構成侵權，也須完全依照法律規定，進而決定可否執

行。而何時權利須被撤銷而歸於消滅也是依照法律所明訂之條件，且通常是因為

智財權本身未確實符合保護要件而被主管機關核准，或未能符合權利維持要件，

例如商標使用，而被事後撤銷或廢止。 

 
四、排他性 

     智財權賦予權利人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或授權而利用其創作或發明之權

利，例如未經物品專利權人之同意而製造、使用、銷售或進口該物品者，權利人

                                                 
15 本研究所稱的智財權法，若未特別說明，乃專指專利法、商標法與著作權法之通稱，而不包

括其他。 
16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1.2. 



得以排除禁止之。17但權利人可以排除他人利用，不表示其可以合法積極利用其

專利權，此乃屬不同之二事，最明顯之例即為再發明（又稱改良發明）人未經原

專利權人之授權，即實施其再發明，仍會構成侵害原發明人之專利權。18例如增

強日光燈穩定度之改良發明人未經發明日光燈之專利權人授權，仍不可實施其改

良發明，但其仍可以排除他人或發明日光燈之專利權人實施其改良發明。故，智

財權屬於消極排他之專屬權利，而非保障積極使用之權利。 

 
五、屬地性 

    即智財權利之享有、保護與運用，均需依照當地國之法律規定來決定，並須

經過當地國之法定程序方能取得。例如在我國享有專利權者，並不當然取得美國

專利，而仍須依照美國法律之規定申請核准後才可以取得美國專利，反之亦然。

此點特性在須經國家審查的專利權與商標權特別顯著，在著作權較不顯著，但其

仍受屬地性之限制，即外國人著作是否受當地國之保護與保護程度，仍須依該國

之法律來決定。19     

 
六、國際性 

雖然智財權具有濃厚的屬地性色彩，但因國際貿易日益頻繁，使得附有智財

權之產品與服務也在各國流通，為期保護智財權利人，各國已就此簽訂許多國際

公約以資遵守，因此，國際公約可說是智慧財產權法領域之重要法源，而此得智

財權具有濃厚的國際性，且為國際間的重要議題。20 

                                                 
17 參考專利法第五十六條規定。 
18 專利法第七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再發明，指利用他人發明或新型之主要技術內容所完成之發

明。再發明專利權人未經原專利權人同意，不得實施其發明。』。 
19 參考我國著作權法第四條規定：『外國人之著作合於下列情形之一者，得依本法享有著作權。

但公約或協定另有約定，經立法院議決通過者，從其約定︰一  於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首次發

行，或於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外首次發行後三十日內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發行者。但以該外國人

之本國，對中華民國人之著作，在相同之情形下，亦予保護且經查證屬實者為限。二  依公約、

協定或其本國法令、慣例，中華民國人之著作得在該國享有著作權者。』。另請參考伯恩公約第

五條規定：『(2) The enjoyment and the exercise of these rights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any formality; 

such enjoyment and such exercise shall be independent of the existence of protection in the country of 

origin of the work. Consequently, apart from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nvention, the extent of protection, 

as well as the means of redress afforded to the author to protect his rights, shall be governed 

exclusively by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protection is claimed.』，亦為著作權屬地性之體現。 
20 基於國際政治之現實，我國目前尚無法加入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IPO）所管轄的國際公約，

但此等國際公約之規範內容對我國仍具重要性，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後，基於



簡言之，為降低各國法制規定之差異，以保護智財權利人之利益，智財權先

進國家均努力透過締結國際公約之方式，解決因為法制差異所造成保護不足的困

境。在程序規定上，透過國際公約之締結，建立讓國際申請程序簡化、便利之制

度，如巴黎公約中國際優先權與專利合作公約中的國際申請等。在實體規定上，

則透過國際公約之締結，確立智財權保護之基本原則與標準，以縮小並消弭各國

間的差異，使他國權利人也能受到應有的保護。 

目前與智財權相關的重要國際公約有下：21 

1.綜合性 

（1）建立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公約（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2.工業財產權領域 

（1）保護工業財產權之巴黎公約（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2）專利合作公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3） 布達佩斯公約（Budapest Treaty on th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the 

Deposit of Microorganisms for the Purposes of Patent Procedure） 

（4）歐洲專利公約（Convention on the Grant of European Patents） 

（5）歐洲共同體商標法（Regulation on the Community Trade Mark） 

（6）有關商標國際註冊之馬德里商標國註冊協定（Madrid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of Masks） 

（7）積體電路智慧財產權公約（Treaty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Respect of 

Integrated Circuits） 

（8）專利法公約（Patent Law Treaty） 

（9）商標法公約（Trademark Law Treaty） 

（10）有關工業設計國際存證之海牙公約（The Hague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Deposit of Industrial Designs） 

                                                                                                                                            
TRIPs協定之規定，我國亦受巴黎公約、伯恩公約、積體電路智慧財產權公約等公約之實體規範。

此外，其他公約之規範內容，貿易伙伴（例如美國）也會要求我國遵守，使我國於修訂智財法法

時，均會參考國際公約之內容，以求將保護力度提升到國際水準，例如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

權公約（WCT）中的『科技保護措施』與『權利管理電子資訊』均已納入我國著作權法。 
21 詳細說明可以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chapter 5.  



（11）有關國際專利分類之Strasbourg公約（The Strasbourg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12）有關商標註冊商品與服務分類之尼斯公約（The Nice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Registration of Marks） 

（13）建立商標形狀成分國際分類之維也納公約（The Vienna Agreement 

Establishing an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Figurative Elements of Marks） 

（14）建立工業設計國際分類之Locarno公約（The Locarno Agreement Establishing 

an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for Industrial Designs） 

 
3.著作權領域 

（1）保護文學與藝術著作之伯恩公約（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2）國際著作權公約（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22 

（3）保護表演者、錄音物製作者與廣播組織之羅馬公約（Rom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formers, Producers of Phonograms and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 

（4）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公約（WIPO Copyright Treaty ） 

（5）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表演與錄音物公約（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 

 
4.植物新品種領域 

（1）植物新品種國際保護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23 
                                                 
22 該公約於一九五二年在日內瓦簽署，其為WIPO架構外，由聯合國經濟暨社會理事會

（UNESCO）所監督執行之國際架構，制訂目的是為了將美洲國家納入此保護架構。其採取國民

待遇原則與最低限度保護原則，並規定只要著作在第一次發行時印有『©』之標記，並註明著作

權人姓名與發行年月日，即可受到各會員國之保護。參考計畫主持人劉江彬，智慧財產政策研究，

產業技術政策研究計畫結案報告，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委託，2003 年 12月 12日，第 213

頁。 
23 此公約於一九六一年在法國簽署，經過三次修正，最新一次為一九九一年版本。根據該公約

所成立植物新品種國際保護同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UPOV），為一具有法人格之跨政府組織，至 2003 年 11月 15日已有五十三個國家加入，

以歐洲國家為主，且包括美國、日本與中國大陸在內。該公約規定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所須具備

之要件（規定在本公約第五條：新穎性、可區別性、一致性與穩定性。具體標準則分別規定在第



 
七、一次性 

雖然智財權具有非耗竭性，可做無限次數之利用，但為了衡平智財權利人所

能取得之財產利益，對於他人合法取得附有其智財權之產品，因其多已獲得某種

程度之經濟利益或是經其同意之結果，故不得再對該產品所附之智財權有所主

張，即該合法取得者可以利用該物品，並加以轉售或流通，此即所謂的一次性銷

售原則（first sale doctrine），又稱為權利耗盡原則（exhaustion）。例如我國專利

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六款、24著作權法第五十九條之一25及商標權法第三十條

第二項26等規定，即為智財權一次性之體現。 

 
八、時效性 

    為鼓勵創作與發明，法律賦予權利人專屬排他之權能，但為調和社會大眾接

觸該成果之利益，法律對智財權之保障均給予有限的保護期間，以期在期限過

後，使該智力成果進入公眾領域（public domain），任何人均可以自由地使用而

不受創作人的干擾。例如發明專利權為申請日起算二十年，著作人為自然人之著

作財產權為其終身加五十年，商標權則為註冊日起算十年，但以利用為條件，可

以無限次數地延展。27 

 
九、正義性 

                                                                                                                                            
六條（Novelty ）、第七條（Distinctness ）、第八條（Uniformity ）與第九條（Stability ）），取得品

種保護者，可以享有『育種者權（the Breeder's Right）』（第十四條），並於第十五、十六條規定

育種者權之限制，且其保護期間不得短於二十年。參考計畫主持人劉江彬，智慧財產政策研究，

同前註，第 216頁。 

而我國於 2004 年 4月新修正的植物品種與種苗法即是參考該公約之內容而做增修。 
24 專利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六款規定：『發明專利權之效力，不及於下列各款情事：…六、專

利權人所製造或經其同意製造之專利物品販賣後，使用或再販賣該物品者。上述製造、販賣不以

國內為限。』。 
25 著作權法第五十九條之一規定：『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取得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所有權

之人，得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之。』。 
26 商標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附有註冊商標之商品，由商標權人或經其同意之人於市場上交

易流通，或經有關機關依法拍賣或處置者，商標權人不得就該商品主張商標權。但為防止商品變

質、受損或有其他正當事由者，不在此限。』。 
27 在理論上，商標權有可能永續存在，故與專利權與著作權相較，其時效性較不顯著。但因其

以繼續使用為權利維持之要件（參考商標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與第三項規定），故在實際

上，其權利存續仍有時效性。 



    此乃指智力創作之成果必須不違背國家之公共秩序與善良風俗，否則將不給

予保護，例如我國專利法第二十四條與商標法第二十三條規定，28均以違反公共

秩序與善良風俗為不許專利與商標保護之事由，即使誤經核准與註冊，亦會被撤

銷。 

但筆者認為由於公序良俗為不確定之法律概念，再加上其會隨著時間及國家

經濟與社會條件之變化而改變其內涵，故以此為不准專利或商標保護之事由，將

會對發明人造成不確定，且恐流於主管機關（包括審查機關與法院）之形式或恣

意，故應考慮刪除該等規定，或於法律中明文列舉哪些事由構成公序良俗之違

反，29以期明確。 

 

第三節  智慧財產權之保護---以專利權為例 

 
基於智財權的法定性，有關其保護要件與權利內容必須依照專利法、商標法

與著作權法等之規定。因此，要瞭解智財權的保護議題，必須探究智財權法的規

範內容。由於本研究的重點並非智財權的保護議題，故本節只討論發明專利權的

相關議題，以瞭解智財權保護議題所可能涉及的面項，至於著作權與商標權者則

於需要時，另於其他部分作說明，而不在此作系統性介紹。 

 
壹、專利權之概念 

專利制度乃是由國家賦予發明人在有限期間內排除他人商業利用其發明，以

鼓勵創新，但發明人須公開其發明作為交換，以使社會大眾可以接觸該項發明之

資訊。因此，發明之公開（disclosure）是每個專利核准程序中之重要因素。30而

專利是指由國家所頒發的法律文件，其描述一項發明，並藉此創造由專利權人排

除他人未經其同意或授權而利用該發明之獨占權利。31 

而所謂發明是指一個特定技術問題之解決方案，其可以是一種物品，也可以

是方法，且專利權之保護具有時效性，依 TRIPs協定與我國專利法之規定為從申

                                                 
28 專利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下列各款，不予發明專利：…三  妨害公共秩序、善

良風俗或衛生者。』及商標法第一項第十款規定：『商標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註冊：…一○  妨

害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 
29 就智財權保護之領域而言，若真要解決公序良俗此一難解問題，由代表全國民意之立法機關

來處理，可能會優於行政機關或司法機關。 
30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5. 
31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1. 



請日起算二十年。此外，在一些國家也會保護實用新型（utility models），32因其

技術進步性不若發明那麼高，故常稱為小發明，也因此，其保護期間比發明短，

相關維持費用也較便宜，但其權能與發明專利相似。33且在我國專利法中，專利

乃指以下三種：發明專利、新型專利與新式樣專利，將一般俗稱的工業設計

（industrial design）也納入其中，34故在我國立法例中，乃透過一套法律規範此

三種類型，此點與中國大陸相同，35但與德國、日本等歐陸法系國家將三者分散

立法不同。36而在美國專利法中，其不區分發明與新型，均透過實用專利（utility 

patent）來保護，且還包含設計專利（design patent）與植物專利(plant patent)。37 

雖然一般人稱專利權具有獨占性，但如前所述，這並非指專權利人有權去製

造、使用或銷售其發明，而是其有權利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使用或銷售

該發明之權利。38賦予專利權人對侵權行為人採取法律行動之權利，是其最重要

的權能，因為其乃藉此從其發明獲得實質利益，作為其智力成果之報償。39而這

必須由專利權人自行為之（如提起侵權訴訟），因為國家只授予其專利權，但不

自動為其執行。 

 
貳、專利權之要件 

   一項發明必須符合幾個要件才可以獲得專利權，一般所瞭解者包括專利三要

件，分別是產業利用性（industrial applicability）、新穎性（novelty）與進步性

（inventive steps or non-obviousness）。但除此之外，最先應要判斷該發明是否屬

於可專利之標的（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以下簡稱專利適格），若不是，根本

就不須判斷是否具備專利三要件，再者，為達到專利制度之公開目的，符合法定

標準之發明揭露也是其要件之一。40若從邏輯順序觀之，專利要件之審查流程依

序為專利適格、產業利用性、新穎性、進步性與充分揭露，且缺一不可。以下依

                                                 
32 在我國專利法則稱為新型。 
33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2. 
34 我國專利法所保護的新式樣專利，其保護標的與權利內容與 TRIPs協定中的工業設計相似。 
35 中國大陸則分別稱為發明、實用新型與外觀設計，也一併規定於專利法中。 
36 參考蔡明誠，發明專利法研究，國立台灣大學法學叢書 103，2000 年 3月，第三版，第 15頁。 
37 參考陳達仁、黃慕萱，專利資訊與專利檢索，文華圖書，2003 年 2月，再版，第 70-75頁。 
38 話雖如是說，但這是就其法律性質的解釋。實際上，若所取得的專利權是屬於基礎專利或是

新開創領域之專利，經常使權利人在該領域能獨占使用該項專利技術，進而積極製造與銷售產

品，並排除他人進入該市場，還能在該領域繼續維持研發之自由度，這是擁有強勢專利組合的歐

美大廠所享受的獨占事實，其不但強力排他，還積極自行商業化專利權所保護之技術。 
39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3. 
40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6. 



序說明之。 

 
【圖 2-2】：專利權保護要件 

 

 

 

              

 

 

 

 
一、專利適格 

    可以獲得專利之標的乃由各國法律所規定，但其通常不用正面列舉說明何者

具備專利適格，41而以何者不具專利適格之反面列舉來排除。而一般原則是，只

要為技術領域之發明均有可能獲得專利之保護。42 

    而一般說來，以下標的通常不具可專利性：43 

1.已存在於自然界的物質之發現。 

2.科學理論與數學方法。 

3.植物或動物新品種，與生產此種新品種之主要生物方法（essentially biological 

processes），但微生物學方法則不在此限。 

4.計畫、規則與方法，例如商業方法、單純表現心裡活動或玩遊戲之規則。 

5.治療人類與動物之診斷或外科手術方法，但不包括這些方法所使用之物品。 

                                                 
41  有趣的是，美國專利法則將其專利適格明文列舉出來，參見 35 U.S.C. 101 Inventions 

patentable：『Whoever invents or discovers any new and useful process, machine, manufacture, or 

composition of matter, or any new and useful improvement thereof, may obtain a patent therefor,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is title.』，包括：任何新且有用的方法、新機器、製

造物品或物質組合，及任何新或有用的改良。當然其實質內容須由法院來解釋，並透過判決來說

明何者不具專利適格，例如科學原理與數學方法在美國不可獲得專利。 

此外，美國法院還在 1931 年創設『印刷物例外原則』，即印刷物（printed material）無論其如

何新穎實用，均不受專利保護，因為其已構成一種表達或排列，是著作權保護之對象，無庸再受

專利之保護，但此原則已不適用於電腦軟體，且電腦軟體在美國已具有專利適格。參考孫遠釗，

電腦軟體與『業物方法』的智慧財產保護---美國最近法例引介與評析，法學叢刊第四十四卷第四

期（第一七六期），1999 年 10月，第 6頁。 
42 參見專利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發明，指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 
43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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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TRIPS協定第二十七條也允許會員國可以用保護公序良俗之理由，例

如保護人類、動物或植物之生命與健康及避免危害環境，將某些標的排除於可專

利性之外。44 

而我國專利法第二十四條則明文規定對以下標的不賦予發明專利： 

1.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但微生物學之生產方法，不在此

限。 

2.人體或動物疾病之診斷、治療或外科手術方法。 

3.妨害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衛生者。 

但這並不表示，在我國可用數學方法或單純的商業方法45獲得專利，因為其會因

第二十一條規定而排除專利適格。 

 
二、產業利用性 

    一個能獲得專利的發明不能只是純理論，而必須是能實際運用之技術。若屬

運用於物品之發明，其必須能用於製造該物；若屬方法發明，其必須能在實際上

運用該方法。而所謂產業乃指該技術活動能達到一定之規模（on a certain scale），

利用性是指該發明有可能被實際運用於生產或製造中，46此外，產業應做廣義解

                                                 
44 參見 TRIPs協定 Article 27：『Members may exclude from patentability inventions, the prevention 

within their territory of the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of which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rdre public or 

morality, including to protect human, animal or plant life or health or to avoid serious prejudice to the 

environment, provided that such exclusion is not made merely because the exploitation is prohibited by 

their law.』。 
45 在美國法下，若為透過電腦軟體所操作或表述之商業方法可以獲得專利保護，因為電腦軟體

具有專利適格。參考孫遠釗，電腦軟體與『業物方法』的智慧財產保護---美國最近法例引介與評

析，同註 60，第 1頁。而在我國法下，參考專利審查基準彙編第八章『特定技術領域之審查基

準』第二節『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九十三年七月一日起施行之新版改列為第九章『電腦軟體相

關發明』，但尚未有新修正的內容）之內容：『…四、發明類型之審查（一）非屬電腦軟體相關發

明之類型  由於電腦軟體應用之技術領域相當廣泛，許多行業有關物或方法之發明均可能利用電

腦軟體相關技術以達成。因此在審查此類專利申請是否非屬發明之類型時，不應以所應用之行業

別來驟斷，而應以其所利用之技術本質加以審查，例如利用電腦軟體相關技術施行於從事商業的

方法或醫療方法，因其並非申請從事商業的方法或醫療方法本身，故不應因其應用於從事商業的

方法或醫療方法而加以核駁，而應針對其所利用之電腦軟體相關技術本身來加以判斷。亦即應回

歸於專利法第十九條之規定。…』，應可做相同解釋。參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http://www.tipo.gov.tw/patent/patent_law/explain/patent_law_3_1_8.asp#b（2004/8/24瀏覽）。 
46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11-12. 



釋，不僅包括工業，農業與自由業均應涵蓋其中。47而此要件規定於專利法第二

十二條第一項前段中：『凡可供產業上利用之發明，…』。 

 
三、新穎性 

    若一項發明未被先前技術（prior art）所預見（anticipate）或涵蓋，其就具

有新穎性，但必須強調的是，並無法證明新穎性存在，只有其不存在（即不具新

穎性）才可以被證明。48而所謂的先前技術包括在該專利申請日或優先權日之前

就已存在的所有知識，不論其是以發行刊物（publication）49、口述（oral disclosure）

或是公開使用（public use）的方式揭露，均屬之。 

    雖然新穎性為各國所列專利要件之一，但其範圍並不完全一樣，有採絕對新

穎性，也有採相對新穎性者。前者包括在任何地點已公開之一切先前技術，而後

者依公開方式與地點又可分為兩種情況，其一為世界各地之發行刊物及侷限在該

國國內之公開使用，例如美國專利法採此標準。50其二為侷限於該國國內之發行

刊物與公開使用。51而我國專利法第二十二條則採取絕對新穎性之標準，即世界

上所有之發行刊物、公開使用或公眾已知者均構成先前技術之內容，52但若為因

                                                 
47 參考蔡明誠，同註 55，第 77頁。 
48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13. 
49 發行刊物之範圍包括已核准專利、已公開的專利申請（參見我國專利法第二十三條前段規定：

『申請專利之發明，與申請在先而在其申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發明或新型專利申請案所附說明書

或圖式載明之內容相同者，不得取得發明專利。』）、印刷物、期刊、圖片、影片或記錄等有形之

資訊載體，且在今日，網路上的公開發行也應被考慮。 
50 參見美國專利法 35 U.S.C. 102 Conditions for patentability; novelty and loss of right to patent：『A 

person shall be entitled to a patent unless — (a) the invention was known or used by others in this 

country, or patented or described in a printed publication in this or a foreign country, before the 

invention thereof by the applicant for patent, or (b) the invention was patented or described in a printed 

publication in this or a foreign country or in public use or on sale in this country, more than one year 

prior to the date of the application for pat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51 參考趙晉枚等五人合著，同註 31，第 21頁。 
52 參見最高行政法院 93 年判字第 886 號判決：『五、…次按行為時專利法第一百零七條第一項

第一款所稱之「刊物」，係指國內、國外之雜誌、新聞紙、書籍、商品說明書（型錄）、傳單、海

報等印刷品，具有公開性之文書或圖畫，可供不特定之多眾閱覽之謂；所稱「公開使用」，就新

式樣而言，應係指其物品之形狀、花紋、色彩表現於外，可以為不特定之多數人所共見或共知之

情形。又「謂已公開使用者，指由於公開使用致創作之造形及技術內容成為公知狀態，或處於不

特定人得以使用該創作之狀態者而言。審查所謂公開時，得參考下列條件：公眾經由參觀工廠或

展示，致可察知物品之形狀、花紋、色彩或其結合者，即屬公開。所謂販賣，僅須其物品已成為

不特定人得為交易標的之階段（程度）即可，並不以事實上已有交易行為為必要，因此公開標價



研究、實驗，或陳列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者，或非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漏

之公開，在六個月的優惠期內申請專利，仍符合法律上之新穎性。53 

    如何判斷欠缺新穎性？即當申請專利範圍（claims）之特徵全部被一份公開

文件的內容所涵蓋時，就會被認定喪失新穎性。且要強調的是，在考慮有無新穎

性時，不可以將不同先前技術之項目組合在一起，而必須單獨用該個別

（individual）文件來判斷。54簡言之，若申請專利範圍未被任何一份文件所完全

包含，就具有新穎性。 

 
四、進步性 

    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為是否該發明對於在該技術領域中具有普通知識者（a 

person having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來說，屬於明顯且平淡無奇，而能輕易完成

者，若是，則該專利申請不具進步性。而所謂普通知識者乃在排除該領域技術中

的最佳專家，而將判斷標準限制於具有平均技術水準者即可，否則，能獲得專利

者將極其有限，唯有天才型發明家才能受到保護，將難以發揮鼓勵創新之立法目

的。此要件規定於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中：『發明雖無第一項所列情事，但

為其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易完成時，仍不

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利。』。 

    此外，新穎性與進步性是兩個不同的標準。即當申請專利之發明與先前技術

有所差異（difference）時，就具有新穎性，且只有當符合新穎性後才需進一步判

                                                                                                                                            
應視同公開。公開使用應以不特定人得知其使用之狀態為必要，如已置於不特定人得知之狀態而

為使用，即不問事實上是否已知其使用之狀態，即屬公開使用」亦為被上訴人所訂定之行為時「新

式樣審查基準」所規定。本件參加人委託下游協力廠商生產時，均有要求簽訂「切結書」，協力

廠商對於生產之商業機密、模具、商業行為及廠商資料等，均有保密之義務，於生產交貨之過程，

均禁止對外公開。又系爭專利產品，均悉數外銷，並未在臺灣公開或上市銷售，故義昌塑膠工業

社於生產組立系爭專利產品，尚難謂公開使用。至於八十五年八月十六日雖有大量出貨三萬個，

惟係外銷美國，因在工廠內即已裝箱及直接裝櫃完成，並無公開使用之事實，由於該三萬個產品

於抵達美國紐約港，已是八十五年九月底，該公司於同年十月間始公開銷售，故系爭產品公開使

用之時間，已於系爭專利申請日之後等情，亦經原審依職權認定在案，核與上開規定均無不合。』。

該見解雖就新式樣專利所表示，仍甚具參考價值。 
53 參見專利法第二十二條前兩項規定：『凡可供產業上利用之發明，無下列情事之一者，得依本

法申請取得發明專利：一  申請前已見於刊物或已公開使用者。二  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發明有下列情事之一，致有前項各款情事，並於其事實發生之日起六個月內申請者，不受前項各

款規定之限制：一  因研究、實驗者。二  因陳列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者。三  非出於申

請人本意而洩漏者。』。 
54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23. 



斷有無進步性，即該差異是否達到發明步驟之程度？而其特徵在於該差異屬於創

意之成果，且相較於先前技術，具有顯著的技術上進步或優異性。55因此，其判

斷方式與新穎性之個別單獨比較不同，其須將所有的先前技術視為一個整體，與

該具備新穎性之差異作比較，即須就該差異之總和與先前技術做比較，以判斷是

否具進步性，而非將其每個新成分做個別判斷，除非每個新成分間並無任何技術

上之連結關係。56換言之，其可以將先前技術之不同特徵加以組合，以判斷該差

異對該技術領域具有普通知識者而言是否屬於明顯，若該普通知識者能夠提出同

樣的技術問題，且能以該申請專利之技術解決，並能預測其結果時，該發明就欠

缺進步性。57 

 
五、發明之揭露 

最後，專利申請必須符合法律所規定之揭露標準，即清楚地將其發明揭露於

說明書中，才能取得專利權。原則上，發明揭露要達到讓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

識者，能依其揭露內容實現該發明之程度方屬充分。而其方式是至少在說明書中

提出一個實施例（mode），例如具體化該發明之實施例子，並輔以必要圖示。58且

在一些國家，例如美國，在其專利法中要求申請人必須在說明書中描述其所知的

最佳實施例（best mode），59否則，會構成專利無效。我國之揭露要件則規定於

專利法第二十六條第二項規定：『發明說明應明確且充分揭露，使該發明所屬技

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實施例之揭露則

規定於專利法施行細則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中。60     

                                                 
55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27. 
56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29. 

關於進步性之判斷，可興趣者可以參考林國塘，均等論在專利審查時適用之研究，世新大學法

學院碩士論文，2003 年 7月，第 4～100頁，其中有詳盡之說明與美國立法例之比較法分析。 
57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31. 
58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34. 
59 參考美國專利法 35 U.S.C. 112 Specification：『The specification shall contain a written description 

of the invention, and of the manner and process of making and using it, in such full, clear, concise, and 

exact terms as to enable any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to which it pertains, or with which it is most 

nearly connected, to make and use the same, and shall set forth the best mode contemplated by the 

inventor of carrying out his invention.』。 
60 專利法施行細則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發明或新型說明，應敘明下列事項：一、發明或新型

所屬之技術領域。二、先前技術：就申請人所知之先前技術加以記載，並得檢送該先前技術之相

關資料。三、發明或新型內容：發明或新型所欲解決之問題、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及對照先前技

術之功效。四、實施方式：就一個以上發明或新型之實施方式加以記載，必要時得以實施例說明；



 
參、權利之取得與歸屬 

一、先申請主義 

欲取得專利權者，必須向該國的專利局（在我國則為智慧財產局，以下均稱

為智慧局）提出專利申請，並經其審查符合各項專利要件後，方可獲准核發專利。

且因專利法以一發明一專利為原則，61禁止同一發明取得多數專利權，而當發生

同一專利有多數人申請時，該如何判斷誰有權獲准專利，即成為一個問題。62世

界多數國家均採行先申請主義（first to file），即以申請專利日或優先權日之先

後，來判斷誰能取得專利。但美國則採取先發明主義（first to invent），即最先發

明者可以取得專利，而不論其申請之先後，此點值得注意。而我國專利法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則採取先申請主義之立法，63由最先申請者或優先權日最早者取

得專利權。 

 
二、職務上發明 

依專利法之規定，具有專利申請權者，方可以申請專利，若非專利申請權人

申請專利，即使獲准，仍構成專利撤銷之事由。64原則上以發明人、創作人或其

受讓人、繼承人為專利申請權人，但依同法第七條規定，65在存有僱傭契約之情

                                                                                                                                            
有圖式者，應參照圖式加以說明。五、圖式簡單說明：其有圖式者，應以簡明之文字依圖式之圖

號順序說明圖式及其主要元件符號。』。 
61 專利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申請發明專利，應就每一發明提出申請。  二個以上發明，屬於一

個廣義發明概念者，得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 
62 參考蔡明誠，同註 55，第 92頁。 
63 專利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同一發明有二以上之專利申請案時，僅得就其最先申請者准予發明

專利。但後申請者所主張之優先權日早於先申請者之申請日者，不在此限。  前項申請日、優先

權日為同日者，應通知申請人協議定之，協議不成時，均不予發明專利；其申請人為同一人時，

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擇一申請，屆期未擇一申請者，均不予發明專利。  各申請人為協議時，專利

專責機關應指定相當期間通知申請人申報協議結果，屆期未申報者，視為協議不成。  同一發明

或創作分別申請發明專利及新型專利者，準用前三項規定。』。 
64 參閱專利法第六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專利專責機關應依舉發或依

職權撤銷其發明專利權，並限期追繳證書，無法追回者，應公告註銷：…三  發明專利權人為非

發明專利申請權人者。』。 
65 專利法第七條規定：『受僱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其專利申請權及專利權

屬於僱用人，僱用人應支付受僱人適當之報酬。但契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前項所稱職務

上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指受僱人於僱傭關係中之工作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  一方

出資聘請他人從事研究開發者，其專利申請權及專利權之歸屬依雙方契約約定；契約未約定者，



況下，受僱人在其職務範圍內所產生之發明，除契約另有訂定外，其專利申請權

與專利權歸屬於僱用人，以保障僱主之權益，66但僱主須給付受僱人適當之報酬。 

且依同法第八條規定，67若為受僱人之非職務上發明，因其屬於受僱人職務

外自行努力之成果，與僱主無關，故專利申請權與專利權仍歸屬於受僱人，但為

保障僱主之權益，以確認該發明是否真為非職務上發明，受僱人須將此事通知僱

用人，使其有表示意見之機會，若僱主於受通知後六個月內不為反對之表示，日

後即不得再爭執該發明為職務上之發明。再者，若受僱人之非職務上發明係利用

僱用人資源或經驗者，為平衡僱主之利益，僱用人得於支付合理報酬後，於該事

業實施其發明。68 

最後，若為出資聘請他人從事研究開發者，其專利申請權及專利權之歸屬依

雙方契約約定，若契約未約定，則歸屬於發明人，但出資人得實施其發明。 

 
肆、專利申請之審查 

以下簡要說明專利審查之流程，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形式審查

（examination as to form）、檢索（search）與實質審查（examination as to 

substance）。在每一個階段，主要活動就是專利審查官與申請人間之溝通，多以

書面為之，以對可否取得專利此事進行確認，若有專利代理人（patent agent）時，

就由其作為雙方的橋樑，將智慧局之意見傳達給申請人，並以其專業協助申請人

取得專利。69 

 
一、形式審查 

在進入形式審查前，要先確定專利申請之各項文件是否已經齊備，如此才能

在智慧局中確定一個申請日，這是最基本的第一步，因為若不能確定申請日，該

                                                                                                                                            
屬於發明人或創作人。但出資人得實施其發明、新型或新式樣。  依第一項、前項之規定，專利

申請權及專利權歸屬於僱用人或出資人者，發明人或創作人享有姓名表示權。』。 
66 理由是，受僱人之職務上發明，符合僱傭契約之目的與範圍，亦屬僱用人支付薪資報酬之對

價，故將該發明之專利申請權與專利權歸屬於僱用人方屬合理。 
67 專利法第八條規定：『受僱人於非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其專利申請權及專利

權屬於受僱人。但其發明、新型或新式樣係利用僱用人資源或經驗者，僱用人得於支付合理報酬

後，於該事業實施其發明、新型或新式樣。  受僱人完成非職務上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應即

以書面通知僱用人，如有必要並應告知創作之過程。  僱用人於前項書面通知到達後六個月內，

未向受僱人為反對之表示者，不得主張該發明、新型或新式樣為職務上發明、新型或新式樣。』。 
68 此即類似英美法上所稱之僱用人實施權（shop right），但差別在於僱用人不需支付任何報酬或

權利金即可利用。參考趙晉枚等五人合著，同註 31，第 41頁。 
69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58. 



專利申請會被認為還未提出，而無法進行下一步。而確定申請日在專利申請中是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其有三大功能： 

1.確定至巴黎公約或 TRIPs協定會員國申請專利之優先權日。70 

2.在實質審查中，作為判定有無新穎性與進步性之時點。 

3.日後若獲准專利，作為計算保護期間之起算點。 

依我國專利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申請發明專利，以申請書、說明書及必要

圖式齊備之日為申請日，故在未齊備上述文件以前，將無法取得申請日。71 

                                                 
70 若非上述公約之會員國，通常必須透過互惠之雙邊方式來承認優先權。根據巴黎公約第四條

之規定，就專利申請之優先權期間為第一次申請起算十二個月內，取得優先權日後就可以用最先

申請國家之申請日來取代日後申請他國專利之申請日，且是以優先權日來判斷該申請是否符合新

穎性與進步性之標準。優先權日給予欲尋求多國保護之發明人很大的好處，藉此其不必一次在各

國提出申請，反而有十二個月的時間，做好充分的準備與調查，再決定要在哪些國家申請專利，

以避免無益之專利申請。 

關於我國之優先權規定可以參見專利法第二十七條：『申請人就相同發明在世界貿易組織會員

或與中華民國相互承認優先權之外國第一次依法申請專利，並於第一次申請專利之日起十二個月

內，向中華民國申請專利者，得主張優先權。  依前項規定，申請人於一申請案中主張二項以上

優先權時，其優先權期間之起算日為最早之優先權日之次日。  外國申請人為非世界貿易組織會

員之國民且其所屬國家與我國無相互承認優先權者，若於世界貿易組織會員或互惠國領域內，設

有住所或營業所者，亦得依第一項規定主張優先權。  主張優先權者，其專利要件之審查，以優

先權日為準。』。 

此外，我國還規定就國內先申請之發明再提出專利之申請者，可以主張國內優先權，期間亦為十

二個月。即申請人可以就同一發明補充改良後，再提出專利申請時，仍具有優先地位，享受以優

先權日審查專利要件之好處，並藉此擴大專利保護之範圍。參見專利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申請

人基於其在中華民國先申請之發明或新型專利案再提出專利之申請者，得就先申請案申請時說明

書或圖式所載之發明或創作，主張優先權。但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主張之：一  自先申請案

申請日起已逾十二個月者。二  先申請案中所記載之發明或創作已經依第二十七條或本條規定主

張優先權者。三  先申請案係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分割案或依第一百零二條之改請案。四  

先申請案已經審定或處分者。  前項先申請案自其申請日起滿十五個月，視為撤回。  先申請案

申請日起十五個月後，不得撤回優先權主張。  依第一項主張優先權之後申請案，於先申請案申

請日起十五個月內撤回者，視為同時撤回優先權之主張。  申請人於一申請案中主張二項以上優

先權時，其優先權期間之起算日為最早之優先權日之次日。  主張優先權者，其專利要件之審查，

以優先權日為準。  依第一項主張優先權者，應於申請專利同時提出聲明，並於申請書中載明先

申請案之申請日及申請案號數，申請人未於申請時提出聲明，或未載明先申請案之申請日及申請

案號數者，喪失優先權。依本條主張之優先權日，不得早於中華民國九十年十月二十六日。』。 
71 此外，若以外文提出專利申請，專利法第二十五條第四項另有規定：『前項說明書及必要圖式

以外文本提出，且於專利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補正中文本者，以外文本提出之日為申請日；未於



   在取得申請日後，智慧局會先進行形式審查（我國稱為程序審查），以確認申

請是否符合專利法與施行細則所規定的形式要件，通常會有以下幾個重點，包

括：專利代理人之陳述（若有專利代理人者）、請求的內容、關於發明人之聲明

及說明書、申請專利範圍、圖示與摘要等之記載是否符合規定等等。72若發現有

不符合相關之形式要件，智慧局通常會給申請人在一段期間內改正缺失之機會，

若其仍不改正，才會駁回其專利申請。 

     
二、檢索 

    根據每個國家專利審查程序之不同，檢索可能比實質審查早進行或同時進

行、甚至是獨立進行，但不論如何，檢索之目的都在於找出與專利申請相關技術

領域裡的先前技術。在進行檢索時，智慧局會檢閱其擁有的文件資料庫，以確認

是否有任何記載與專利申請內容相同或相似發明的文件存在，所檢索文件範圍包

括該特定技術領域中已存在之專利文件與技術期刊中之文章或其他非專利文件

（non-patent documents），而這些文件的總和通常被稱為檢索檔案（the search 

file）。73智慧局可能只會檢索其檢索檔案，也可能在網際網路與其他的商業資料

庫做額外檢索，但其檢索範圍不會延伸到除了發行刊物以外之公開揭露，特別是

經由公開使用的揭露，如果有此類型之揭露，通常是在實質審查程序中經由外部

第三人提供給審查官後，其才會斟酌。74 

    首先，審查官會先檢索與該專利申請直接相關的技術領域（directly relevant 

technical fields），若其認為有需要，還會延伸到其他類似領域（analogous fields），

但這會繫於審查官於具體個案中的判斷。因此，我們必須瞭解雖然完整

（completeness）是檢索的理想目標，但因為任何技術分類與資訊檢索系統均有

其侷限性，加上人力物力之成本考量，通常無法達到此理想境界。75 

 

                                                                                                                                            
指定期間內補正者，申請案不予受理。但在處分前補正者，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 
72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63. 
73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67. 
74 所以，若智慧局核准一項其檢索檔案中所無但公開使用許久的『綁魚技術』，似乎也沒什麼好

大驚小怪，因為若沒有人在審查程序中將該事實告訴審查官，對不知道此事的審查官而言，就無

法證明該技術不具新穎性而否定其專利申請，只能透過事後的舉發程序來撤銷該專利。社會大眾

可能會覺得智慧局『真是亂來』或『毫無常識』，但若能瞭解其審查實務，也許就不會那麼『震

驚』了。 
75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69.  



三、實質審查76 

於 2002 年 10月 26日後，我國對發明專利之申請採取早期公開制，即原則

上於提出申請十八個月後就公開專利申請之內容，77以期使社會大眾能早日知道

該發明之內容，避免重複研發之浪費，並可以該發明為基礎作進一步的創新研發

                                                 
76 要特別說明者，我國於 2004 年 7月 1日施行之專利法將技術層次較低之新型專利，改採形式

審查而不作實體要件之審查，以達到儘速賦予權利之目的。參見專利法第九十七條規定：『申請

專利之新型，經形式審查認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應為不予專利之處分：一  新型非屬物品形

狀、構造或裝置者。二  違反前條規定者。三  違反第一百零八條準用第二十六條第一項、第四

項規定之揭露形式者。四  違反第一百零八條準用第三十二條規定者。五  說明書及圖式未揭露

必要事項或其揭露明顯不清楚者。為前項處分前，應先通知申請人限期陳述意見或補充、修正說

明書或圖式。』。但在我國現行法中，更不具技術層次的新式樣專利仍須經實體審查，然而，基

於附有新式樣設計的產品生命週期日益短暫，加上實體審查耗時甚久，且參考國際公約與歐盟設

計規則之立法例，有學者建議將新式樣亦改為形式審查，且應將新式樣自專利法抽出而單獨制訂

新式樣保護法。詳細說明可參考劉孔中、高安淇，從國際規範及歐盟設計規則論新式樣制度之革

新，政大智慧財產評論，第一卷第一期，2003 年 10月，第 1-23頁。 

由於新型專利改採形式審查，未對其新穎性及進步性進行審查，導致其權利內容有相當之不確

定性，故本法參考外國立法例，引進『新型專利技術報告制度』，即任何人於新型專利公告後均

可向智慧局申請新型專利技術報告，以瞭解該新型是否符合實質要件。再者，為防止新型專利權

人利用此制而濫用行使權利，而危害第三人之技術利用及研發活動，本法遂規定新型專利權人於

行使權利前，應提示由專利專責機關所作成之新型專利技術報告。參見專利法第一０三條第一項

規定：『申請專利之新型經公告後，任何人得就第九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項、第

九十五條或第一百零八條準用第三十一條規定之情事，向專利專責機關申請新型專利技術報

告。』。專利法第一０四條規定：『新型專利權人行使新型專利權時，應提示新型專利技術報告進

行警告。』。 
77 專利法第三十六條規定：『專利專責機關接到發明專利申請文件後，經審查認為無不合規定程

式，且無應不予公開之情事者，自申請日起十八個月後，應將該申請案公開之。專利專責機關得

因申請人之申請，提早公開其申請案。發明專利申請案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予公開：一  自申

請日起十五個月內撤回者。二  涉及國防機密或其他國家安全之機密者。三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

良風俗者。第一項、前項期間，如有主張優先權者，其起算日為優先權日之次日；主張二項以上

優先權時，其起算日為最早之優先權日之次日。』。且為配套早期公開制對申請人所造成之影響，

本法提供申請人對申請案公開後，專利審定公告前，就其發明作商業利用者，請求適當補償金之

權利。參見專利法第四十條規定：『發明專利申請人對於申請案公開後，曾經以書面通知發明專

利申請內容，而於通知後公告前就該發明仍繼續為商業上實施之人，得於發明專利申請案公告

後，請求適當之補償金。  對於明知發明專利申請案已經公開，於公告前就該發明仍繼續為商業

上實施之人，亦得為前項之請求。  前二項規定之請求權，不影響其他權利之行使。  第一項、

第二項之補償金請求權，自公告之日起，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活動。此外，也將實質審查改為請求審查制，78而非自動依職權審查，讓申請人

於取得申請日後可以再考慮是否要進一步取得專利，也可藉此減少智慧局之負

擔。     

而實質審查乃在探究專利申請是否符合上述所說的五項要件，即當專利申請

之標的不具專利適格，或其不符合產業利用性、新穎性、進步性等專利三要件之

一，或是其發明揭露未達到使該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能瞭解其

內容，並可據以實施之程度，均不可以獲得專利。79但如同形式審查，申請人也

有機會就審查官於實質審查中所提出的反對理由在一定期間內作補充或修正，但

並不是任何修正都會被允許，若該修正會造成超出該申請原來揭露範圍之結果，

即國內所稱的『實質變更』，將不被允許。80 

且要強調者，因為現代專利法之目的在於鼓勵並保護發明，已非中世紀國家

之恩惠，因此，智慧局只有在實質審查結果清楚顯示應該不給予專利時，才會拒

絕准予專利。81原則上，其採取『有疑唯利申請人』之立場，因為有關專利有效

                                                 
78 專利法第三十六條規定：『自發明專利申請日起三年內，任何人均得向專利專責機關申請實體

審查。  依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分割，或依第一百零二條規定改請為發明專利，逾前項期

間者，得於申請分割或改請之日起三十日內，向專利專責機關申請實體審查。  依前二項規定所

為審查之申請，不得撤回。  未於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期間內申請實體審查者，該發明專利申

請案，視為撤回。』。 
79 參見專利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發明專利申請案違反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四條、第二十六條、

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或第四十九條第四項規定者，應為不予專利

之審定。』。因此在我國，除了本研究所述的五要件外，違反生物材料寄存規定、先申請主義、

發明單一性及補充、修正造成實質變更者，亦為專利撤銷之事由。此外，若申請人不服不予專利

之審定，可以依法申請再審查，請求智慧局再為一次審查。參見專利法第四十六條之規定：『發

明專利申請人對於不予專利之審定有不服者，得於審定書送達之日起六十日內備具理由書，申請

再審查。  但因申請程序不合法或申請人不適格而不受理或駁回者，得逕依法提起行政救濟。經

再審查認為有不予專利之情事時，在審定前應先通知申請人，限期申復。』。 
80 參見專利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專利專責機關於審查發明專利時，得依職權通知申請人限期補

充、修正說明書或圖式。  申請人得於發明專利申請日起十五個月內，申請補充、修正說明書或

圖式；其於十五個月後申請補充、修正說明書或圖式者，仍依原申請案公開。  申請人於發明專

利申請日起十五個月後，僅得於下列各款之期日或期間內補充、修正說明書或圖式：一  申請實

體審查之同時。二  申請人以外之人申請實體審查者，於申請案進行實體審查通知送達後三個月

內。三  專利專責機關於審定前通知申復之期間內。四  申請再審查之同時，或得補提再審查理

由書之期間內。  依前三項所為之補充、修正，不得超出申請時原說明書或圖式所揭露之範圍。  

第二項、第三項期間，如主張優先權者，其起算日為優先權日之次日。』。 
81 參見專利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申請專利之發明經審查認無不予專利之情事者，應予專利，並

應將申請專利範圍及圖式公告之。』。 



性之問題通常是由法院（我國是行政法院，美國則是聯邦法院）來作最後決定。

82 

 
四、核准公告與評定程序 

    若無任何不准予專利之事由，智慧局將會核准專利，並將此事公告週知，依

我國專利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申請人必須於審定書送達三個月內完納專利證書費

與第一年年費後，始予公告，若不按時納費將因無法公告而無法取得專利權。因

此，申請人將於公告日獲得發明專利權，並獲頒專利證書，此為證明其擁有該專

利權之法律文件，且智慧局會於專利公報中公告專利核准之事項，以對社會大眾

公告此事。 

    專利權人於獲得專利後，並非高枕無憂，還需接受公眾審查其專利之有效

性。此在我國稱為舉發程序，除了以非由全體專利申請權共有人提出專利申請者

或發明專利權人為非發明專利申請權人者為由外，83任何人都可以該專利不符合

專利要件為由，向智慧局舉發以撤銷該專利，若為智慧局自行發現此事，其也可

以依職權發動舉發程序，以撤銷該專利。84且依專利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專利權若經撤銷確定，其效力視為自始不存在。 

 
伍、專利權之效力 

一、權利內容 

    如前所述，專利權人具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商業利用其發明之權能，違

反者將構成侵權，權利人可以向法院請求損害賠償，並請求禁止其繼續為侵權行

為。在我國，權利人之排他權能會因是物品專利或方法專利而略有不同，根據專

利法第五十六條之規定，原則上，物品專利權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

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之權。而方法專利權

                                                 
82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74. 
83 參見專利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專利申請權為共有者，應由全體共有人提出申請。』。 
84 參見專利法第六十七條規定：『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專利專責機關應依舉發或依職權撤銷其發

明專利權，並限期追繳證書，無法追回者，應公告註銷：一  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

至第二十四條、第二十六條、第三十一條或第四十九條第四項規定者。二  專利權人所屬國家對

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利不予受理者。三  發明專利權人為非發明專利申請權人者。  以違反第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或有前項第三款情事，提起舉發者，限於利害關係人；其他情事，任何人得附具

證據，向專利專責機關提起舉發。  舉發人補提理由及證據，應自舉發之日起一個月內為之。但

在舉發審定前提出者，仍應審酌之。舉發案經審查不成立者，任何人不得以同一事實及同一證據，

再為舉發。』。 



人則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使用該方法，並擴及使用、為販賣之要約、販賣

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方法直接製成物品之權。此乃因為方法專利乃於製造物品

之過程中利用，侵害發生之地點多在侵權人管轄之生產場所，權利人難以察覺，

除非該方法可以在產品上留下讓人可以判斷其為利用該方法所製造之特徵

（imprint），否則幾乎無法從該物品本身發現是否有利用該方法，此外，若該專

利所保護之標的是製造過程中所使用之機器設備（machine）通常也會有此問題。
85故為強化對方法專利之保護，乃規定其排他權能及於該方法直接製成物品。86而

此所謂之『直接』乃指『沒有進一步的轉變或修正』（without further transformation 

or modification）87。且依同法第五十一條第三項規定，發明專利權之期限為自申

請日起算二十年。88 

 
二、權利限制 

（一）效力不及 

    專利權人雖有上述權能，但基於衡平其他各種權益之考量，專利法特於第五

十七條與第五十八條列舉以下專利權所不及之情況，即行為人未經其同意而實施

其專利，仍不會構成專利侵權，分別是： 

1.為研究、教學或試驗實施其發明，而無營利行為者。可藉此鼓勵他人利用該公

開資訊，作進一步之創新，符合專利法制之目的。 

2.若其申請前已在國內使用，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可於其原有事業內繼續利

用。以保障先使用者之權利（prior user right）。但在申請前六個月內，於專利申

請人處得知其製造方法，並經專利申請人聲明保留其專利權者，不在此限。 

3.申請前已存在國內之物品。以保護既存之狀態，維持法律之安定性。 

4.僅由國境經過之交通工具或其裝置。以免影響國際交通運輸。 

5.非專利申請權人所得專利權，因專利權人舉發而撤銷時，其被授權人在舉發前

                                                 
85 參考 H. Jackson Knight, Intellectual Property "101" - What Executives and Investors Need to Know 

about Patent Rights & Strategy,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19. 
86 且為進一步解決製造方法專利在侵權訴訟中舉證之困難，在符合一定要件下，專利法透過舉

證責任倒置之方式，改由被控侵權人舉證其非利用該方法專利製造該物，參見專利法第八十七條

規定：『製造方法專利所製成之物品在該製造方法申請專利前為國內外未見者，他人製造相同之

物品，推定為以該專利方法所製造。前項推定得提出反證推翻之。被告證明其製造該相同物品之

方法與專利方法不同者，為已提出反證。被告舉證所揭示製造及營業秘密之合法權益，應予充分

保障。』。 
87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101. 
88 我國之新型專利保護期限為十年（第一０一條第三項），新式樣專利則為十二年（第一一三條

第三項），均自申請日起算。 



以善意在國內使用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以期保護善意第三人，但只限於在其

原有事業內繼續利用。 

6.專利權人所製造或經其同意製造之專利物品販賣後，使用或再販賣該物品者，

且該製造、販賣不以國內為限。此為權利耗盡原則之體現。 

7.若為混合二種以上醫藥品而製造之醫藥品或方法，其專利權效力不及於醫師之

處方或依處方調劑之醫藥品。以免妨礙醫療行為之正當實施，保障國民之健康生

活。 

 
（二）法定授權 

    此外，若有前述專利法第七條第三項之『出資人實施權』及第八條第一項之

『僱用人實施權』時，屬於法定授權之情況，即行為人不須經專利權人之同意仍

可以實施其專利，可視為對專利權效力之限制。89但需注意者，僱用人之實施權，

尚須支付專利權人合理報酬，此與出資人實施權者不同。 

 
（三）特許實施 

再者，若有強制授權（compulsory licenses）情況之發生，即本法所稱的特

許實施，亦屬對專利權之限制。在提供強制授權機制的國家中，其發動原因通常

可以分為兩大類：一為基於權利濫用，二為基於公益目的。90在第一種類型下，

又有兩種情況，一為專利權人無正當理由不實施其專利權（failure to work），91二

為其實施有阻礙競爭之效果。依我國專利法第七十六條規定，92前者相當於他人

                                                 
89 參考趙晉枚等五人合著，同註 31，第 46-47頁。 
90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134. 
91 參見巴黎公約第五條 A（4）規定：『A compulsory license may not be applied for on the ground of 

failure to work or insufficient working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a period of four years from the date of 

filing of the patent application or thre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the grant of the patent, whichever period 

expires last; it shall be refused if the patentee justifies his inaction by legitimate reasons. Such a 

compulsory license shall be non-exclusive and shall not be transferable, even in the form of the grant of 

a sub-license, except with that part of the enterprise or goodwill which exploits such license.』。 
92 專利法第七十六條規定：『為因應國家緊急情況或增進公益之非營利使用或申請人曾以合理之

商業條件在相當期間內仍不能協議授權時，專利專責機關得依申請，特許該申請人實施專利權；

其實施應以供應國內市場需要為主。但就半導體技術專利申請特許實施者，以增進公益之非營利

使用為限。  專利權人有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情事，經法院判決或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

分確定者，雖無前項之情形，專利專責機關亦得依申請，特許該申請人實施專利權。  專利專責

機關接到特許實施申請書後，應將申請書副本送達專利權人，限期三個月內答辯；屆期不答辯者，

得逕行處理。  特許實施權，不妨礙他人就同一發明專利權再取得實施權。  特許實施權人應給



曾以合理之商業條件在相當期間內仍不能協議授權時，93後者相當於專利權人有

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行為，經法院判決或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確定者。 

而在第二種類型，也有兩種情況，一為有利私人之公益目的，二為有利政府

之公益目的。前者為當具有相當經濟意義的重要技術改良者（an important 

technical advance of considerable economic significance）之再發明人無法順利取得

交互授權時，可以請求特許實施，以利用其發明，此規定於專利法第七十八條，
94後者為政府基於國防、國家經濟或公共衛生等增進公益或為因應緊急危難之目

的時，即可以透過強制授權而實施該專利，此規定於第七十六條。綜觀我國特許

實施之規定，實乃參照 TRIPs協定第三十一條（Article 31）對強制授權之規範內

容，兩相對照，可謂幾乎一致。95 

                                                                                                                                            
與專利權人適當之補償金，有爭執時，由專利專責機關核定之。  特許實施權，應與特許實施有

關之營業一併轉讓、信託、繼承、授權或設定質權。  特許實施之原因消滅時，專利專責機關得

依申請廢止其特許實施。』。 
93 據智慧局於 2004 年 7月 28日之新聞稿所示，智慧局就國碩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依 2001 年

專利法第七十八條（現為第七十六條規定）第一項「曾以合理之商業條件在相當期間內仍不能協

議授權」規定，申請特許實施飛利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所擁有五件有關 CD-R光碟片專利權案，

日前已作成准許特許實施之審定，實施期間自核准實施之日起至各該五項專利權期間屆滿為止，

但其實施應以供應我國國內市場需要為主。該局認為，CD-R光碟片出廠價自八十六年截至九十

二年上半年止，已由每片 5美元降至每片 0.19美元。飛利浦公司在市場價格變動幅度很大的情

況下，對於權利金之計算方式，仍維持以固定金額計算權利金，顯不合理，此點經美國國際貿易

委員會及我國公平交易委員會為相同之認定。基此，國碩公司請求與飛利浦公司進一步協商以出

廠價格之百分比作為權利金計算基礎，雙方自九十年三月至九十一年四月間進行協談磋商，已逾

一年，且至今仍無法達成協議，已可認為符合舊法第七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故本局審定准許國

碩公司特許實施飛利浦公司在我國獲准之五件專利權，且國碩公司應與飛利浦公司協議並給付飛

利浦公司適當之補償金。資料來源：智慧財產局網站，

http://www.tipo.gov.tw/service/news/ShowNewsContent.asp?postnum=5061&from=news（2004/8/26瀏覽）。 
94 專利法第七十八條規定：『再發明，指利用他人發明或新型之主要技術內容所完成之發明。  再

發明專利權人未經原專利權人同意，不得實施其發明。  製造方法專利權人依其製造方法製成之

物品為他人專利者，未經該他人同意，不得實施其發明。  前二項再發明專利權人與原發明專利

權人，或製造方法專利權人與物品專利權人，得協議交互授權實施。  前項協議不成時，再發明

專利權人與原發明專利權人或製造方法專利權人與物品專利權人得依第七十六條規定申請特許

實施。但再發明或製造方法發明所表現之技術，須較原發明或物品發明具相當經濟意義之重要技

術改良者，再發明或製造方法專利權人始得申請特許實施。  再發明專利權人或製造方法專利權

人取得之特許實施權，應與其專利權一併轉讓、信託、繼承、授權或設定質權。』。 
95 參見 TRIPs協定第三十一條規定：『Where the law of a Member allows for other use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a patent without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right holder, including use by the government or 



                                                                                                                                            
third parties authoriz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shall be respected:(a) 

authorization of such use shall be considered on its individual merits; (b) such use may only be 

permitted if, prior to such use, the proposed user has made efforts to obtain authorization from the right 

holder on reasonable commercial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that such efforts have not been successful 

within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This requirement may be waived by a Member in the case of a 

national emergency or other circumstances of extreme urgency or in cases of public non-commercial 

use.  In situations of national emergency or other circumstances of extreme urgency, the right holder 

shall, nevertheless, be notified as soon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In the case of public 

non-commercial use, where the government or contractor, without making a patent search, knows or 

has demonstrable grounds to know that a valid patent is or will be used by or for the government, the 

right holder shall be informed promptly; (c) the scope and duration of such use shall be limited to the 

purpose for which it was authorized, and in the case of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shall only be for 

public non-commercial use or to remedy a practice determined after judicial or administrative process 

to be anti-competitive; (d) such use shall be non-exclusive; (e) such use shall be non-assignable, except 

with that part of the enterprise or goodwill which enjoys such use; (f) any such use shall be authorized 

predominantly for the supply of the domestic market of the Member authorizing such use; (g) 

authorization for such use shall be liable, subject to adequate protection of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persons so authorized, to be terminated if and when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led to it cease to exist 

and are unlikely to recur.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shall have the authority to review, upon motivated 

request,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these circumstances; (h) the right holder shall be paid adequate 

remuneration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each cas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e 

authorization; (i) the legal validity of any decision relating to the authorization of such use shall be 

subject to judicial review or other independent review by a distinct higher authority in that Member; (j) 

any decision relating to the remuneration provided in respect of such use shall be subject to judicial 

review or other independent review by a distinct higher authority in that Member; (k) Members are not 

obliged to apply the conditions set forth in subparagraphs (b) and (f) where such use is permitted to 

remedy a practice determined after judicial or administrative process to be anti-competitive. The need 

to correct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may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remuneration in such cases. Competent authorities shall have the authority to refuse termination of 

authorization if and when the conditions which led to such authorization are likely to recur; (l) where 

such use is authorized to permit the exploitation of a patent ("the second patent") which cannot be 

exploited without infringing another patent ("the first patent"),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conditions shall 

apply: (i) the invention claimed in the second patent shall involve an important technical advance of 

considerable economic significance in relation to the invention claimed in the first patent; (ii) the 

owner of the first patent shall be entitled to a cross-licence on reasonable terms to use the invention 

claimed in the second patent; and (iii) the use authorized in respect of the first patent shall be 

non-assignable except with the assignment of the second patent.』。 



然而，因為強制授權涉及未經專利權人同意，即將其有價值的財產權授予他

人實施，對其權益影響甚大，故須建立程序保障之機制，以確保決定過程完全符

合強制授權之相關要件，且須於原因消滅時，即廢止該強制授權。且該授權不可

為專屬授權，以期讓專利權人有機會自行利用或授權他人利用，特許實施權人還

須給予專利權人適當的補償金，以降低所造成經濟影響。96此外，該強制授權不

可以單獨移轉他人，而必須與該特許實施有關之營業或再發明專利權一併轉讓

之。 

 
【圖 2-3】：強制授權之類型 

 

 

 

 

 

 

 

 

 

 

 

 

 
陸、侵害處理與救濟 

一、侵權之態樣 

    專利侵害97在學說上可以分為直接侵權（direct infringement）與間接侵權

（indirect infringement），且參考美國專利法第二七一條規定，間接侵權又可以分

為兩種類型，其一為引誘侵權（induce infringement），其二為輔助侵權（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但在我國專利法下，僅於第八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發明專利權

受侵害時，專利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

請求防止之。』，並未如美國法般明文區分侵權類型，因此有學者認為我國專利

侵權之類型是否會採美國法之分類，仍須由學理與法院判決來進一步探討，但其

                                                 
96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158. 
97 由於我國專利法已於 2003 年 3 月 31 日起將專利侵權除罪化，本研究所指專利侵權均指民事

侵權，而不涉刑事犯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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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認我國專利侵權之類型宜包括美國法之三種類型，98筆者基於提供專利權人充

分保護，使其能回收研發支出，以增加創新誘因之立場，亦表贊同。 

 
（一）直接侵權 

    直接侵權乃指行為人未經專利權人之同意或授權，而擅自製造、使用、為販

賣之要約、販賣、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為申請專利範圍所包含之物品或方法者。
99因此，於判斷有無直接侵權時，有兩個重要步驟，其一為解釋申請專利範圍之

文義，其二為判斷被控侵權物或方法是否會落入（read on）該文義範圍中。100由

於此為專利侵權訴訟中之關鍵議題，將於後另為詳細說明。若同時觀察我國專利

法第五十六條與第八十四條此兩條規定，單從體系解釋之論點，似可推論我國法

下所稱之專利侵權乃指直接侵權，而無間接侵權之類型。 

 
（二）誘引侵權 

    誘引侵權乃指自己本身雖無直接侵權行為，但卻積極誘引（actively induces）

他人從事直接侵權行為，101且因誘引侵權具有從屬性，故須以直接侵權存在為前

提，若其誘引行為未導致他人直接侵權者，就不需負擔誘引侵權之責。此外，行

為人主觀必須明知或可得而知（即有故意或過失）其行為會造成積極誘引他人直

接侵權之結果。102 

 
（三）輔助侵權 

    根據美國專利法第二七一條第（c）項規定，103輔助侵權乃指行為人為販賣

                                                 
98 參考蔡明誠，同註 55，第 227頁。 
99 參見美國專利法 35 U.S.C Sec.271- infringement of patent（以下簡稱第二七一條）：『(a)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is title, whoever without authority makes, uses, offers to sell, or sells any 

patented invention,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y patented invention 

during the term of the patent therefor, infringes the patent.』。 
100 參考蔡明誠，同註 55，第 225-226頁。 
101 參見美國專利法第二七一條第（b）項：『(b) Whoever actively induces infringement of a patent 

shall be liable as an infringer.』。 
102 參考蔡明誠，同註 55，第 226頁。 
103 參見美國專利法第二七一條第（c）項：『Whoever offers to sell or sell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onent of a patented machine, manufacture, combination, or 

composition, or a material or apparatus for use in practicing a patented process, constituting a material 

part of the invention, knowing the same to be especially made or especially adapted for use in an 

infringement of such patent, and not a staple article or commodity of commerce suitable for substantial 



要約、販賣或進口受專利保護物品之零組件或為實施方法專利之工具或設備，且

明知該等標的會被用於侵害專利，且非為有其他實質上非侵權用途者（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之主要商業物品時，即須負擔輔助侵權之責。且如同誘引侵

權，其責任之成立亦須以直接侵權存在為前提。104  

 
二、侵權之判斷 

    構成直接侵權必須同時符合以下四個要件，分別是： 

1.行為人未經專利權人同意而做出應經其同意之行為，例如使用該物品專利。 

2.該行為發生於專利核准之後，因此時才產生專利權。 

3.侵權行為發生在專權利人擁有專利權之國家，此乃因屬地主義之必然。 

4.完全落入申請專利範圍之內容，此為專利侵權訴訟中之關鍵點。105以下特別說

明此要件。 

 
（一）申請專利範圍之解釋 

    判斷侵權與否，第一步要先解釋申請專利範圍之文義，這須由法院來認定，
106以確定其範圍，而各國法院會根據其國內法與相關規定來作解釋。大體上，解

釋之原則有中心限定主意107、周邊限定主意108及折衷主意。為避免中心限定主意

使申請專利範圍過於不確定，而周邊限定主意過於限定專利申請範圍以致讓他人

                                                                                                                                            
non-infringing use, shall be liable as a contributory infringer.』。 
104 參考蔡明誠，同註 55，第 227頁。 
105 參考WIPO,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 book, at 2.98. 
106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認為解釋申請專利範圍屬於法律問題（a matter 

of law），故為法院權限，而非由陪審團來決定。因此，在美國之專利侵權訴訟程序中，會有一個

獨立進行確定申請專利範圍之先行程序，稱為Markman Hearing，由當事人雙方在該程序中提出

對每個系爭專利申請範圍之建議解釋，法官會聽審雙方的辯論，並檢視該專利和其申請檔案後，

作出決定。除了在很少的案件外，專家證人的證言和其他外部證據並不被准許進入此程序中。一

旦法院作出對申請專利範圍之解釋後，雙方通常即可據此判斷是否構成文義侵權了。 
107 此主義乃指專利保護範圍並非侷限於申請專利範圍之記載，只是以其為中心而承認在其外側

尚有一定範圍之技術延伸。故在解釋其專利權範圍時，有均等論之適用。其優點為創作發明之要

旨容易理解，而其缺點為權利範圍有擴張解釋之虞。參考智慧財產局網站，專利侵害鑑定基準，

第八章專利侵害理論之運用，第二節專利侵害理論介紹。 
108 此主義乃指申請專利範圍係申請人所欲主張之專利保護範圍，故不承認擴張解釋，凡是不包

含於申請專利範圍內之技術內容，便為專利權效力所不及。其優點為權利範圍容易界定理解，而

其缺點係申請人為防止保護範圍有所缺漏，而記載過多申請專利範圍之項數，以致過於繁雜。同

前註。 



易於規避設計而對權利人保護不周之缺憾，目前各國解釋申請專利範圍多以折衷

主義為主流，109即原則上專利保護範圍要根據申請專利範圍之內容來確定，但可

以透過說明書與圖示來解釋解釋申請專利範圍，我國專利法第五十六條第三項即

採折衷主義之立法，規定內容如下：『發明專利權範圍，以說明書所載之申請專

利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利範圍時，並得審酌發明說明及圖式。』。110 

 
（二）美國法院見解 

美國實務對於侵害判斷之步驟，主要依循 1976 年 Autogrio Co. Of America v. 

United States（384 F.2d 391）一案所形成的先例法則，其表示侵害判斷是由兩個

步驟所構成，第一為參照說明書、圖示及申請過程資料等相關專利文件來確定申

請專利範圍之文義。第二為判斷被控侵權物或方法是否會落入（read on）該文義

範圍中。111 

因此在確認申請專利範圍之後，首先要判斷被控侵權物的構成元件是否全部

落入申請專利範圍所包含之所有要件（limitations），若是，則構成文義侵權（literal 

infringement），此即為『全要件原則』（all elements rule）之適用。112但構成文義

侵權並不意味確定構成侵權，還要透過『逆均等原則』來作限制，即當被控侵權

物是以實質上不同方法而表現出與該發明專利同一或類似功能時，仍不構成侵

權，以避免專利權人透過文義不當擴張其保護範圍。此外，即使不構成逆均等，

被告還可以主張申請過程禁反言（詳後述）來限制申請專利範圍，113而不構成侵

                                                 
109 參考趙晉枚等五人合著，同註 31，第 55頁。 
110 美國於 1870 年修正專利法時，將其申請專利範圍由中心限定主義改為周邊限定主意，理論上

即不得適用均等論，但其發現若嚴格拘泥於申請專利範圍之字面解釋，將很容易被他人透過迴避

設計（design around）就閃躲侵權之責，而造成對專利權人保護不周之結果。為此，美國法院認

為在周邊限定主義之下仍然可以適用均等論。參考林國塘，同註 75，第 104-105頁。 
111 參考林國塘，同註 75，第 110頁。因此，要強調的是，在作侵權判斷時，比較對象是專利權

之申請專利範圍與被控侵權物，而非拿合法實施專利之產品與被控侵權物作比對，此點不可不慎。 
112 舉例來說，若申請專利範圍包含 A+B+C三個要件，而被控侵權物亦有 A+B+C三個元件，甚

至是 A+B+C+D四個元件時，因其已包括所有要件 A+B+C，故屬落入申請專利範圍。反之，若

被控侵權物只有 A+B二元件，或是有 A+B+D三元件時，即未構成文義侵權。 
113 對於不構成逆均等後，被告可否再主張禁反言原則，有正反兩種不同見解。肯定見解認為雖

然逆均等與禁反言均為限制申請專利範圍之原則，但兩者限縮之理由不同，因逆均等之功能在於

限縮申請專利範圍的字面解釋，而禁反言乃針對專利權人自我排除者發生作用，因此仍存在適用

逆均等論後之禁反言原則，此見解為大多數實務界人士所接受。否定見解則認為適用逆均等時已

限縮申請專利範圍，故不可能再透過禁反言來限縮。參考林國塘，同註 75，第 120 頁。本研究

採取肯定見解。 



權。 

 

 

 

 

 

 

 
然而，若未構成文義侵權，也不表示不構成侵權，此時還要用『均等論』

（doctrine of equivalents）來判斷是否未落入申請專利範圍之元件，與申請專利

範圍之要件屬於可替代的均等元件，即透過逐一要件（element-by-element）比對

之基礎，114去分析其與申請專利範圍中所示功能、手段、結果之差異是否屬於微

不足道（insubstantial differences），115或具有習知的可替換性。 

換言之，在美國實務下，均等論的具體原則有二，其一為『三部法』（triple 

identity test），116即當被控侵權物中未構成文義侵權之元件與申請專利範圍之相

對應要件係以『實質上相同之技術手段或方法，達到實質相同之機能，並獲致相

同之結果者』，二者即為均等物，此時被控侵權物則因均等論成立而被推定侵害。
117然而，當適用三部法仍難以獲致結論時，還會進一步使用『習知代替法』（known 

interchangeability substitutes of an element）來作判斷，其認定標準為『元件 A與

元件 B之間的代替性為該行業者所熟知時，兩者為均等物』。即當申請專利範圍

之要件與不在其內之另一元件可以相互置換，而為該行業者所熟知時，則兩者為

均等物。118 

然而，為了避免均等論的適用範圍過於寬廣，給於專利權人不當的保護，其

須受到申請過程禁反言理論（prosecution history estoppel）119與先前技術等兩項

                                                 
114 舉例來說，若申請專利範圍包含 A+B+C三個要件，而被控侵權物則有 A+B+C’三個元件，此

時就要透過均等論，來判斷 C與 C’是否為等同物，若是，則構成均等侵權。 
115 參考趙晉枚等五人合著，同註 31，第 56頁。 
116 所謂三部乃指功能（function）、技術手段（way）與結果（result），英文簡稱可為 FWR。此

為美國最高法院於 1950年Graver Tank ＆ Manufacturing Co. v. Linde Air Products Co.在一案中所

提出的具體判斷原則。參考馮震宇，智慧財產權發展趨勢與重要問題研究，元照，2003 年 10月，

第 83頁。 
117 參考林國塘，同註 75，第 110頁。 
118 參考林國塘，同註 75，第 112頁。 
119 又可以稱為申請檔案禁反言（file wrapper estoppel）。而所謂申請檔案乃由在美國專利商標局

申請程序中的所有記錄組成，其中包括申請人及其代理人為請求審查官准許專利權所為之一切明

Claim之要件 被控物元件 全要件原則 逆均等論 禁反言原則 

A A Yes 適用 適用 

B B Yes 適用 適用 

C C Yes 適用 適用 



限制。所謂申請過程禁反言乃指專利權人不得將已在專利申請程序中因答辯或修

正時所放棄之物，透過均等論而重新獲得，以藉此原則來限制申請專利範圍之解

釋。而第二項限制乃指均等論之範圍不可以擴張到已屬先前技術之領域，因為此

部分早已被社會大眾所公知，不容專利權人於事後獨占。 

 
Claim之要件 被控物元件 全要件原則 均等論 禁反言原則 

A A Yes 不適用 不適用 

B B Yes 不適用 不適用 

C C’ No 適用 適用 

 
【圖 2-4】：美國專利侵害判斷流程 

 

 

 

 

 

 

 

 

 

 

 

 

 

 

 

 
且值得一提的是，在著名的 Festo Corporation v. Shoketsu Kinzoku Kogyo 

Kabushiki Co., Ltd該案中，美國最高法院雖推翻聯邦巡迴上訴法院（CAFC）限

制均等論適用之全院（en banc）判決，120而重申均等論的存續必要與價值，並認

                                                                                                                                            
示陳述，此陳述包含申請專利範圍之修正及使審查官確信申請專利之發明符合實用性、新穎性與

進步性等法定要件所為之辯論。參考蔡明誠，同註 55，第 190-191頁。 
120 CAFC 在該案中認為，申請過程禁反言原則對於與專利要件有實質關連之修改或補充部分會

構成完全阻卻（complete bar），即專利權人就該部分無法再透過均等論來重新取回已經放棄的申

Yes Yes 
No No

構成 
侵權 

申請專利範圍 被控侵權標的 

全要件原則 

均等論 逆均等論 

申請過程

禁反言 
申請過程

禁反言 

未侵權 未侵權 

未侵權 未侵權 

No Yes

No No YesYes



為申請過程禁反言在涉及到與專利性有實質關連的權利要求修改或補證實當然

適用，但即使修改或補正並非針對專利要件所為，法院仍得審視此一原則有無適

用。且申請過程禁反言不得當然構成完全阻卻，而應視具體個案來分別認定。121 

但 CAFC另於 Sage Products v. Devon Industries一案中創設『專利草擬者禁

反言原則』（patent drafter estoppel），即專利草擬者自己在申請過程中增加對其申

請專利範圍之限制，特別是結構方面的限制，且其亦能在申請過程中合理預見

（reasonably foreseen）該限制時，法院就會禁止專利權人在事後透過均等論而將

申請專利範圍擴大到原有範圍之外。122並於 2002 年 3月 28日的 Johnson & 

Johnson Associates Inc. v. R.E. Service Co. Inc.該案確定此原則之有效性。123由此可

知，均等論在美國已有逐漸受限之趨勢。 

 
（三）我國法院 

    關於專利侵害之判斷，由於我國智慧局所編撰之『專利侵害鑑定基準』乃參

考上述美國法院所發展的相關原則所制定，當實際發生專利侵權訴訟時，原被告

雙方都會送請專利侵害鑑定機關作鑑定，有時法院也會囑託該等機關為之，而該

等機關原則上乃參考專利侵害鑑定基準來做成鑑定報告，因此，在我國法院實務

上也已採取類似美國的侵權判斷基準，即以解釋申請專利範圍開始，進而適用全

要件原則，若不構成文義侵權，還須適用均等論，若構成均等，還要再判斷有無

禁反言或先前技術之限制，若無，才成立專利侵權。124 

                                                                                                                                            
請專利範圍。參考孫遠釗，美國智慧財產權法最新發展與評析（2000～2003），政大智慧財產評

論，第一期第一卷，2003 年 10月，第 177頁。 
121 參考孫遠釗，美國智慧財產權法最新發展與評析（2000～2003），同前註，第 180頁。 
122 參考馮震宇，同註 135，第 85頁。 
123 參考馮震宇，同註 135，第 89頁。 
124 可參考臺灣臺北地方法院九十二年度智字第五七號之民事判決內容：『…五、得心證之理由：…

（一）按依據專利鑑定侵害判斷審查基準，應先明確申請專利範圍之內容後，解析申請專利範圍

之構成（如係由何獨立項、附屬項等組成），並解析待鑑定樣品之構成（即原告所主張被告之侵

權產品），再依據「全要件原則」（All Element Rule）審查。亦即在專利侵害訴訟中，須先分析專

利權之申請專利範圍其所有構成要件與被告對象之所有構成要件，兩者在逐一加以比對；若被告

對象具有申請專利範圍的每一構成要件，且其技術內容相同，侵害方會成立，否則如缺一構成要

件時，原則上自應認為沒有構成專利權之侵害。…（三）復按，依據專利審查基準，即便依據全

要件原則並未構成專利侵權時，尚應依據「均等論原則」（Doctrine of Equivalents）為判斷。又

所謂均等論乃藉由實質上相同的方法，並獲得實質上相同的結果，因而達成實質上相同的功能，

此即所謂「功能—方法—結果」三部分析法，以防止侵權行為人以不重要的細微變更，企圖脫免

侵權責任。因此，均等論的決定，必須考慮先前技術的界限與發明創作所揭露之技術的本質與中



 
三、救濟方式 

（一）侵害停止請求權及損害賠償請求權 

    發現他人侵權後，主要可以向法院請求以下兩種救濟方式，包括侵害停止請

求權（即相當於美國的永久性禁制令）及損害賠償請求權，此均規定於專利法第

八十四條中。前者主要在於禁止侵權人繼續為侵權行為或於將來為侵權行為，故

若有侵害之虞，專利權人亦可請求防止之。而後者在於彌補侵權行為對專利權人

所造成的過去損害，而其計算方式，規定於專利法八十五條中，125主要以填補專

利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利益，但若無法證明其損害，則可以請求因侵權行為所造

成利益減損之差額。再者，還可選擇以侵害人因侵權行為所得之利益為賠償金

額。但須注意的是，根據專利法第七十九條規定，126專利權人負有標示其專利證

書號數之義務，若有違反，將不得請求損害賠償，除非侵權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其

有專利權。 

    值得注意者，在美國專利法第二八四條規定，127其計算損害賠償還有合理授

                                                                                                                                            
心，以達到保障發明創作之目的。…然「均等論原則」既對於原告之專利範圍超越文義解釋而所

做之擴張解釋，故自應受若干限制，包括習知技術及專利權人如已表示放棄或限縮之權利即不得

再主張回復（即所謂禁反言原則）。前開臺灣經濟發展研究院之鑑定報告中既已提出被告所生產

之轉換器乃為習知技術領域中容易產生之置換。故被告辯稱：利用一插置空間插設記憶卡定位之

概念，且利用一插置空間插設記憶卡定位之概念已揭露於新型專利第四五六六○五、四二二四二

七、三八七六二二號之專利公報，至於不同容置槽利用空間交互重疊共用空間之技術亦揭露於發

明專利第四七六一七○、四八七八八一號之專利公報中，被告之連接器僅將習知技術加以變化使

用，且其利用不同於系爭專利之方法達到與習知概念相同之結果，自應認均等不成立，而視為實

質不相同等語，應係可採。…』。 
125 專利法第八十五條規定：『依前條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列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一  依民

法第二百十六條之規定。但不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發明專利權人得就其實施專利權

通常所可獲得之利益，減除受害後實施同一專利權所得之利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二  依侵

害人因侵害行為所得之利益。於侵害人不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物品全部收

入為所得利益。  除前項規定外，發明專利權人之業務上信譽，因侵害而致減損時，得另請求賠

償相當金額。  依前二項規定，侵害行為如屬故意，法院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

但不得超過損害額之三倍。』。 
126 專利法第七十九條規定：『發明專利權人應在專利物品或其包裝上標示專利證書號數，並得要

求被授權人或特許實施權人為之；其未附加標示者，不得請求損害賠償。但侵權人明知或有事實

足證其可得而知為專利物品者，不在此限。』。 
127 美國專利法 35 U.S.C. Sec.284：『Upon finding for the claimant the court shall award the claimant 

damages adequate to compensate for the infringement but in no event less that a reasonable royalty for 

the use made of the invention by the infringer, together with interest and costs as fixed by the court.』。 



權金（reasonable royalty）之標準，128並以此作為損害賠償之下限，此乃因為要

證明所失利益（lost profit）實屬不易，故以此標準作為賠償之底線，以保障專利

權人。此點值得我國參考。 

 
（二）暫時性救濟措施 

    再者，於提起侵權訴訟前或是訴訟中，為避免遭受到進一步不可彌補之損

害，專利權人還可以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八條之規定，129請求法院為定暫時

狀態之假處分，此機制相當於美國法下著名之暫時性禁制令（preliminary 

injunction），130以先行禁止被告繼續為侵權行為，也可以藉此維持現狀，避免日

後之勝訴判決不能達到完整之救濟目的。 

 
（三）銷燬侵權物與刊登判決書 

    最後，專利權人還可以請求銷燬侵權物品或從事侵害行為之原料或器具或為

其他必要之處置（專利法第八十四條第三項）。並對侵權物品，或由侵權行為所

生之物，請求施行假扣押，以期於判決賠償後，作為賠償金之全部或一部。131並

於勝訴判決確定後，聲請法院裁定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登報，並由侵權人負擔費

                                                 
128 理論上，合理授權金是指有意願授權人與有意願被授權人在侵權行為發生時所達成合意的授

權金，且應該考慮的因素在 Georgia-Pacific Corp. v. United States Plywood Corp., 318 F. Supp. 1116

［S.D.N.Y. 1970］案中被提出。但法院在 Panduit Corp. v. Stahlin Bros. Fibre Works, Inc .,575 F. 2d 

1152 (6th Cir. 1978 ) 該案中表示，因為這是在已發生侵權行為之狀況，故合理權利金標準應比在

雙方和平協商下所決定之標準高，否則，會有強制授權的不良效果。因為若有無侵權都是付一樣

的授權金，那就不會有人先找專利權人談授權，而會先用再說，況且，專利權人還可能不會發現

侵權。當然，在實務上，合理授權金是由法院所決定的任何金額。 
129 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八條規定：『於爭執之法律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類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狀態之處分。  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

能確定該爭執之法律關係者為限。  第一項處分，得命先為一定之給付。法院為第一項及前項裁

定前，應使兩造當事人有陳述之機會。但法院認為不適當者，不在此限。』。 
130 其核發要件有四：勝訴可能性（likelihood of success）、無法彌補之損害（irreparable injury）、

利益衡平（balance of hardships）與公共利益（public interest）。關於美國暫時性禁制令之介紹與

我國定暫時狀態假處分於專利侵權案件中運用之缺失，可以參考馮浩庭，從美國暫時性禁制令看

我國定暫時狀態之假處分---以專利侵權爭議為例，政大智慧財產評論，第二卷第一期，2004 年 4

月，第 117-140頁，有更詳盡之說明。 
131 參見專利法第八十六條規定：『用作侵害他人發明專利權行為之物，或由其行為所生之物，得

以被侵害人之請求施行假扣押，於判決賠償後，作為賠償金之全部或一部。  當事人為前條起訴

及聲請本條假扣押時，法院應依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准予訴訟救助。』。 



用。132 

 

第四節  智慧財產權之管理與運用 

 
壹、智財管理之目標 

智慧財產133如同其他企業資產一樣，需要善加管理與運用才能發揮其價值。

而管理之目標在於將智慧財產之價值發揮到最大，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四個面向：

確認、保護、發展與運用，且各有其重點目標。其中，確認之目標在於把企業所

擁有的全部智財都確認出來，包括對執行企業策略很重要的核心智財與其他非核

心智財。而保護之目標在於根據每項智慧財產之特性與重要性，為其選擇最適當

的保護方式與程度，並適時修正與維持所需的保護。而發展之目標在於確認出執

行企業策略的其他關鍵智慧財產，並決定要在內部發展還是從外部取得。而運用

之目標在於透過最有效率的利用方式從智慧財產中獲得最大收益。134 

智財管理中包含幾個不同的成分，首先要評估智慧財產對企業營運的角色，

因為每個企業的營運策略重點不同，其智財管理的重點也有所不同，例如企業以

成本優勢為策略核心時，智慧財產之重要性可能就比不上先進的製造設備或通路

資源。因此，企業必須根據其需要，將投資智慧財產之重要性及效益與投資其他

資產做比較，以決定投資決策。此外，還就要對所擁有的智財進行審核（audit），

並據此發展企業的智財策略。最後，還要評估主要競爭對手所擁有的智慧財產與

該智財在其營運策略之重要性，進而確認己方所考量智財策略之正確性。135 

 
貳、執行智財審核 

一、目標 

    審核是用來確認、監控、評估智慧財產之重要性與價值，並加以分類，其成

果應該包含一份所有智慧財產之項目列表與其現有狀態，及協助達成企業整體策

                                                 
132 參見專利法第八十九條規定：『被侵害人得於勝訴判決確定後，聲請法院裁定將判決書全部或

一部登報，其費用由敗訴人負擔。』。 
133 此處稱智慧財產，除涵蓋智財權外，亦包含一切適格受智財權法保護，但尚未經過權利化程

序而取得智財權者在內，因為就智財管理而言，此即有管理之必要，而非權利化後才有管理需求。 
134 參考 Robert C. Megantz, Technology Management: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Effective 

Licensing Programs,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2, at 37.  
135 參考 Robert C. Megantz, at 38. 



略目標之智財策略建議。136理想上，審核工作應由外部的智財審核專家來完成，

以期用外部專業的角度客觀評估智慧財產，當然企業內部仍然可以進行初步的審

核工作，並配置適當的人力協助外部專家。 

而審核者（auditors）應該具備技術、法律與行銷方面的專業知識，以瞭解

智財所涉及的相關技術，認識該技術之專有部分與適當的保護方式，137並評估其

商業潛力與對企業整體策略之影響。而且，此審核程序必須定期為之，並根據外

部市場變化與企業需求來重複調整其策略與執行。138 

 
二、審核現狀 

    智財審核應該就不同的智財種類與其相關程序做出詳細的項目列表，內容至

少包括如下： 

1.各項國內與國外已核准專利（issued patents）與專利申請（patent applications）

之到期日、繳納專利年費時間表、種類。 

2.詳列各國註冊之商標，其在各國的相關使用要件（usage requirements）與使用

記錄。若為美國商標，還要保留未註冊商標之首先使用日與相關證據。139  

3.有登記（registration）與未登記之著作權，包括電腦軟體、產品使用說明書、

技術手冊在內之一切創作，若為有登記之著作權，要註明其登記日與證明文件。 

4.已登記與未登記之半導體積體電路電路佈局創作，若為有登記者，要註明其登

記日與證明文件。 

5.專有的營業秘密，特別是現正使用於產品中者與曾經授權他人利用者。 

6.非專有的營業秘密（show-how），包括員工技巧、行銷工具與通路網絡等等。 

    且上述專利權、商標權、著作權、積體電路電路佈局、營業秘密等之相關訴

訟歷史與已知的侵權事實都應該加以註記列明。140此外，除了智慧財產本身，審

核者也應該注意以下事項，並加以註明於審核清單中，以瞭解智慧財產之運用與

保護狀況。 

1.智慧財產正利用於組織中哪個事業單位或哪項商品與服務中？如果沒有利

用，為什麼？ 

                                                 
136 參考 Robert C. Megantz, at 38. 
137 若以專利權為例，先前技術（prior art）與他人取得專利的部分，企業就無法再透過專利來獲

得專有，只能對其新發明或改良的部分請求保護。 
138 參考 Robert C. Megantz, at 38-39. 
139 因為在美國法下，普通法的商標權（common law rights to a trademark）之保護與取得不以註

冊為要件，而採先使用保護主義，故其首先使用日應該要仔細保留相關證明。 
140 參考 Robert C. Megantz, at 39. 



2.現有與正在進行的授權契約，授權他人利用與取得授權之各別契約條件與交易

歷史紀錄。 

3.企業保護智慧財產之政策，包括： 

（1） 新進員工簽訂僱用契約中有關智慧財產（包括權利歸屬、保密與競業禁止

等）議題的條件與現有不符合保護政策之僱用契約。 

（2） 向外部人士揭露企業內部智慧財產之程序與原則。 

（3） 資訊系統與電腦管理程序。 

（4） 發明揭露與審查程序。 

（5） 選擇保護方式之程序與政策。141 

在經過詳細的智財審核程序後，通常可以發現企業在智財管理方面之缺失與

不足。例如，專利權、商標權或著作權沒有被適當地維持，而有喪失權利之虞；

且（或）有些重要的智慧財產未取得適當的法律保護；被授權人未完全遵守授權

契約之條款或現有的授權契約可能會影響未來企業的發展；企業內部保護智慧財

產之程序有瑕疵或未徹底執行；公司現有的產品或服務可能已侵害他人之智慧財

產權或他人侵害我方的智財權等等。這些缺失若能在發現後迅速改正，不但可以

更有效率地保護與利用智慧財產，還可以避免未來的智財爭議與麻煩。142 

 
三、價值評估 

除了就現有狀態作審核外，還要就智慧財產組合（portfolio）做價值評估，

而這會涉及兩個不同的價值評估工作：分別是財務價值（financial value）與營運

商業價值（business and commercial value），以下簡單說明之。 

 
（一）財務價值 

首先就財務價值而言，目前並沒有一致接受的客觀衡量方法，且該等方法都

具有很高的主觀成分，也不容易被大眾所瞭解。再加上智慧財產交易市場尚未成

熟，143因此，難以藉由市場提供可靠的價格機能與評價標準，此外，智慧財產交

易當事人多對其交易內容保密，因此，難以取得市場上的參考資料。雖然如此，

但仍有可能對所擁有的智財組合做出概略性的價值評估。 

首先，要先將智財組合分類為核心智財（core IP）與非核心智財，以不同的

方法分別進行評估。就運用於企業現有或計畫發展產品的核心智財部分，由於其

                                                 
141 參考 Robert C. Megantz, at 40. 
142 參考 Robert C. Megantz, at 39. 
143 但現已有一些智財交易機制，例如Yet2.com 的網路技術交易平台。 



多非對外授權的標的，較難透過以市場為基礎的準則進行鑑價，144其多以對產品

或企業所貢獻的商業價值來評估，例如將每個專利權之貨幣價值量化為事業總額

淨現值（business’s total net present value）的比例。而就非核心智財部分，由於

彼等未被使用於現有或計畫發展之產品中，所以其多為智財授權的對象。因此，

可以透過被授權人利用該智財之產品或服務銷售額（gross sales）的固定百分比

（依產業別而有不同，約 3～5﹪）或是淨利潤（net profits）的 25﹪等經驗法則

（rule of thumb）來計算每期授權金，並除以折現率後算出價值。145 

再者，也可以不就單項智財來評估，而就智財組合之整體來鑑價。例如將公

司總市值（total market capitalization）扣除帳面價值（book value）而得出其無形

資產之價值。146此外，也可以將無形資產所產生之超額報酬147除以折現率（要求

報酬率），以求出其價值。148在有了這些粗估的財務價值後，就可以進一步思考

開發其價值的手段，以達成所規劃的財務或投資目標。149 

 
（二）商業價值 

    此部分的重點並非在量化智慧財產之價值，而在於評估其商業利用的能力。

若參考 kevin G. Rivette和 David Kline在 Rembrandts in the Attic（翻譯為『閣樓上

的林布蘭』）一書所舉的 Dow Chemical（道氏化學）智財審核為例，150其概念為

將個別的智慧財產分配給利用、計畫利用或可能利用該智財的事業單位，並根據

各事業單位的成長率（該書分為大於（該國）GDP四倍、介於 2～4倍之間與低

於 GDP2倍）與該智財之利用狀態（目前使用、計畫使用與無計畫使用）將智慧

財產在上述象限中做分類，如此一來，就可以判斷出哪些智財對企業具有最大且

最直接的商業價值，哪些適合進行對外授權以增加收益，且哪些應該被廢棄以節

                                                 
144 就計算智財之財務價值而言，在本研究中，不對鑑價與評估兩詞彙之意義做區分，而將兩者

做替代性使用。 
145 參考 kevin G. Rivette and David Kline, Discovering New Valu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0, at 62 
146 但此方法有兩個重大限制，首先，其假設帳面資產之價值不會超過帳面價值。再者，因為股

票市場經常變動，所以企業總市值也會因而變化，導致所計算出的無形資產價值也隨著波動，而

此波動與無形資產價值的實質變化並不相關。 
147 即將公司年報酬率減除正常報酬率（即有形資產與金融資產兩者的正常報酬率）後，剩餘者

即為無形資產所貢獻的超額報酬率。 
148 此方法為紐約大學財務教授 Baruch Lev所發展的 Knowledge Capital scorecard。.  
149 參考 kevin G. Rivette and David Kline, at 62.  
150 參考林柳君譯，kevin G. Rivette和 David Kline著，閣樓上的林布蘭，經典傳訊，2000 年，第

93頁。 



省成本。151 

 
【圖 2-5】：智慧財產商業價值矩陣 ∗ 

 

 

 

 

 

 

 

 

 

 
四、協助決策 

此外，因為智財審核讓企業確實瞭解其本身之智慧財產狀況，可以幫助企業

在面臨下述狀況時，做出正確的決策。 

1.取得智慧財產：在瞭解自已的智慧財產水準後，企業可以藉此發現自己所擁有

智財之價值與不足，進而決定需要取得何種新資產，並如何最佳管理自己的資產。 

2.企業併購：知道自己擁有什麼智財及其對企業之價值後，可以協助企業進行併

購活動之決策，如選擇與自己有互補性智慧財產之目標企業，以彌補不足並增加

綜效（synergy）。若為被購併對象，也可以藉此向他方展現企業價值，進而提高

談判力量與併購金額。 

3.授權策略：在瞭解智慧財產對企業之重要性後，可以將其分類為核心智財與非

核心智財，將現在或未來不準備自用的智財授權給他人，以增加現金流量與收

益，進而提高企業價值，且不會妨礙企業的策略性活動。 

4.訴訟策略：瞭解智財之重要性與價值後，可以判斷若係爭智財權被侵害時，對

侵權人提起訴訟是否有實益，或考慮用其他紛爭解決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處理。 

5.融資活動：將具有擔保價值或能產生穩定現金流量的智慧財產，透過融資擔保

（collateral）或證券化之方式，替企業獲得所需之營運資金， 

6.降低成本：在確認出對企業不具任何價值智慧財產後，可以透過放棄的方式節

省維持費用之支出，並可以在發現有侵害他人權利之虞時，及早安排應變措施，

                                                 
151 參考 kevin G. Rivette and David Kline, at 63. 

∗ 參考林柳君譯，閣樓上的林布蘭，同註 169，第 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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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訴訟成本之支出。152 

    由此可以，智財審核不但是智財管理之第一步，也是企業做出正確決策之基

礎。因為只有在確實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後，才知道離目標多遠，進而正確地朝

目標前進。 

 
參、智財策略之擬定 

    在確認與分類現有的智慧財產後，接著要發展一個將現有智慧財產價值發揮

出來的智財策略，並將其整合到企業整體策略中，支持整體營運目標之達成。而

基本的智財策略應該包含以下四個部分，分別是智財取得策略、智財運用策略、

智財監控策略與智財執行策略。153 

 
一、智財取得策略 

    由於一項產品或服務可以同時獲得許多智慧財產權之保護，例如一隻手表可

以用專利權來保護其防震技術，用新式樣來保護其外觀設計，用商標權來保護其

產品名稱等等。因此，企業必須為其產品考量最好的保護完整配套（the best 

protection package），並確保能盡快取得相關的法律權利。然而，企業也必須考慮

到建置智財組合所費不貲，尤其是專利組合，因此在進行每項專利申請前都應該

要進行成本效益分析，並在預算限制與潛在市場機會的條件下，發展適當的智財

取得策略。且成功企業在智財取得上均有明確的政策，即根據各別的目標，仔細

地選擇與專注取得（selection and focusing），而非漫無目的地累積智財權。154 

    以專利取得策略為例，必須為可專利的發明（patentable invention）設定明

確的企業內部揭露與審查標準，並設定在何種條件下應將發明申請專利，甚至是

申請國外專利保護的準則。且用新的準則來審核現有的專利組合，以決定要維持

現狀、擴大保護或是廢棄之。155 

 
二、智財運用策略 

     運用智慧財產之方式很多，包括自行商業化智財保護之產品與服務；授權

                                                 
152 參考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Divis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Business, at 8-9.http://www.wipo.int/sme/en/ip_business/index.htm

（2004/8/18瀏覽）。 
153 參考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Business, at 42. 
154 參考 Yoshinori Komiya,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Business: Japan’s strategies for exploitation of IP, 

Tech Monitor, Sep-Oct 2003, at 17. 
155 參考 Robert C. Megantz, at 40. 



給他人利用；與他人進行交互授權、成立策略聯盟，甚至合資共組事業；直接賣

斷給他人；或透過擔保或證券化之方式作為融資工具等等。因此，企業應該在具

體個案中考慮如何最適利用其智慧財產以獲得最好的收益，不論是在國內或是國

外。以下會作更詳盡的說明。 

 
三、智財監控策略 

    為能掌握新技術與科技發展之趨勢、競爭對手的專利部署與研發動態及新的

市場機會，並確認潛在的授權對象、可能的侵權者及避免侵害他人智慧財產，企

業應該擬定有效的監控策略，定期監控相關的智慧財產資訊來源，例如各國的專

利商標資料庫、加值資料庫、專利公報、產業訊息及相關產業技術文獻等等，以

掌握發展動態，順勢調整自己的智財策略。 

 
四、智財保護策略 

    當他人侵害智慧權時，若不善加處理會造成可觀的市場損失，也會影響智財

權之價值，但要透過法律手段保護相關的智財權，也要付出可觀的執行成本，例

如在美國進行專利侵權訴訟的法律費用十分驚人，據估計每件專利至少要花費兩

百萬美元的訴訟成本。因此，企業要擬定明確的保護策略，事前規劃好處理程序

及配置適當的資源，以因應可能的侵權爭議。 

    此外，若以專利權為例，從概念上層次來區分，從低階到高階還可以分為發

明層級策略、產品線層級策略及企業層級策略。其中發明層級策略是為保護一項

新發明技術所構思的策略。產品線層級策略則是為保護一系列有關的發明或一個

技術領域所構思之策略。企業層級策略則是為整合智財策略與企業整體目標所構

思之策略，其他更具體的智財策略必須於其所提供之整體架構內執行。156 

     
肆、人員管理與權利維持 

    除了擬定、修正與執行智慧財產策略對智慧財產進行管理外，在人員管理方

面，還要確保在僱用契約中已包含適當的智財保護條款，避免員工外洩營業秘

密，並與外包廠商簽訂保密協定（non-disclosure agreement）與授權契約以保護

所提供的營業秘密。並確保與外部承包商所簽訂的契約內已提供必要的智慧財產

保護，且當有智慧財產成果時，要移轉給己方。所有的智財政策必須有效地傳達

給員工，並對相關人員及新進職員提供必要的訓練。157 

    且為了確保智慧財產保護之有效與完整，必須與法律顧問與被授權人密切互

                                                 
156 詳細說明可以參考 H. Jackson Knight,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14-16. 
157 參考 Robert C. Megantz, at 44. 



動，確實踐行維持權利的程序與要件，例如及時繳納專利年費、定時延展商標註

冊、提供商標使用證明及避免他人侵權與相關處理等等。且當企業擁有龐大的智

財組合（特別是專利權與商標權），就需要設立專責組織與人員，並給予所需的

預算，方能有效管理所需的權利維持業務。158 

 
伍、智財運用策略 

    運用是發揮智慧財產權價值的唯一手段，積極利用善加保護的智財也是企業

價值創造的來源。且因法律賦予智慧財產權利人排他利用之法律強制力，並以該

國之司法執行系統為後盾，所以任何智財權之運用方式都帶有恩威並濟（carrot 

and stick）的色彩，這在侵權者以接受授權作為侵權訴訟收場之情況下尤見一般。
159以下依序從消極防禦到積極運用，簡單直接到複雜細緻，說明智財權運用之層

次與方式。 

 
一、防禦型 

（一）單純防禦 

    此運用策略之最重要目標在於保護企業之利潤與市場，藉由強力的智財組合

將競爭對手阻隔於市場之外，成為有利之進入障礙。此工作主要是透過法務部門

申請一切可能的智財權（主要是專利），並善加維持，等到競爭對手跨進企業所

處的市場後，透過侵權訴訟之威脅將其逼退市場，授權收入並非此運用之目標，

最多只是訴訟和解下的副產品。160 

上述之防禦主要用於由權利人自行商品化其專利組合，但就其不利用之專利

而言，還有兩個防禦功能，第一是透過取得專利而公開揭露該發明，使得他人無

法再就該發明取得專利權。二為取得與其主要產品有替代或競爭關係之專利，以

避免他人在市場上推出競爭產品。此時，權利人還有機會將該專利技術授權給其

他市場利用，藉此增加權利金收入。161例如，專利權人產銷汽車用之無鉛汽油馬

達，且擁有柴油馬達技術之專利，如此可以避免他人產銷柴油馬達與其競爭，且

有機會將其柴油馬達技術授權給生產除草機的廠商利用。 

再者，在此策略下所佈建的龐大智財權組合也可以使公司免於訴訟威脅，當

競爭者對我方提起侵權訴訟時，常可以運用組合中的幾項智財權（對方可能構成

                                                 
158 參考 Robert C. Megantz, at 45. 
159 當然，權利人也可以透過請求法院下達永久禁制令或執行侵害排除請求權，禁止侵權人繼續

使用而不給予授權。 
160 參考 Russell L. Parr,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281-282.   
161 參考 H. Jackson Knight,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20. 



侵權者），以提起反訴（counter suit）的威脅與壓力來迫使對方打消訴訟或進行

交互授權。162 

嚴格說來，此並非運用智財權的手段，而只是單純地申請保護並監控競爭對

手有無侵權之消極防禦，但這是智財管理的第一步，且所費不貲。 

 
（二）防禦加成本控管 

如前所述，佈建智財產組合成本龐大，維持費用會因資產組合增長而快速增

加，為使單純防禦更有效率，就要加入成本控制的思考。可將維持智財組合之成

本分配給從中獲益的事業單位，因為當這些成本費用算進各事業單位的損益表

後，就會引起事業主管的注意，進而對其需要分擔成本的智財權效益作評估，如

此一來，就可以發現不符合經濟效益的智財權，並將其廢棄以節省開銷，只留下

有用的智財權組合。例如，企業常會因其專利部門為求在世界各地都能獲得獨占

保護而申請專利，但卻發現其事業單位的目標市場有限（如只在美國、日本），

並未在某些已申請專利的市場有營運活動（例如歐洲），而導致該地申請專利之

浪費。163當然，由於發明專利權的保護年限有二十年，而企業的營運策略可能在

兩、三年內改變，現在未經營之市場，不代表以後不會進入，對於以全球營運為

目標之企業，若其願意負擔『保險費』，在全球主要市場申請專利將有助於其未

來業務的擴展。164 

 
二、創造收益型 

（一）授權他人使用或直接銷售智財權 

    在授權層次之運用是希望從智財權本身創造出收益，而非透過銷售產品或服

務來實現。在此層次中防禦仍是目標活動之一，但更增添了以智財權為利潤中心

（profit center）的觀念，使其成為產生收入的來源，此目標可以透過將專利權、

商標權或著作權等授權他人使用以收取權利金，或直接將該智財權銷售給他人來

完成。165 

授權與銷售之對象可以是產業內的競爭對手，也可以是其他產業的需求廠

商。且通常將智財權授權給競爭對手是最簡單第一步，因為其通常都會需要該項

技術。也許有人認為將智財權授權給競爭對手使用感到不可思議，但除非我方有

能力獨占整個市場，否則一定會有一部份的市場被競爭對手所佔據，既然如此，

                                                 
162 參考 Russell L. Parr,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282.   
163 參考 Russell L. Parr,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282-283.  
164 參考 H. Jackson Knight,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21. 
165 參考 Russell L. Parr,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283. 



何不透過授權從其銷售額中分一杯羹呢？166167 

    IBM每年可從其專利授權中獲得十億美元之授權金，Texas Instruments（TI）

也從其授權活動中賺取約八億美元之收入，如此可以看出智財權授權創造新收益

之潛力。且對透過授權賺取高報酬的這些企業來說，這不只是副業，其會配置專

責全職人員來處理授權業務，並由其他部門協助（例如法務、行銷、研發及行銷

等部門），將其當作事業來運作。168 

    透過這個層次的智財權運用，企業可以同時從自用智財權與授權他人利用中

獲得收益，增加新的營收管道。 

  
（二）以授權為主業之商業模式 

    由於授權也可以作為一種事業，有些企業就把授權當成主要業務活動，即其

專門從事研發創新及取得智財權保護，並將其授權給他人使用，而不再參與最終

產品或服務的製造與銷售。最為知名的例子就是晶片連接技術（chip-connection 

technology）開發商 Rambus Inc.，其專精於動態隨機記憶體（DRAM）與邏輯元

件的連接裝置技術，使晶片能大幅提昇資料傳輸速度，以趕上新一代處理器

（processor）之效能，其透過授權將技術提供 IC製造公司使用，並藉此收取授

權金而不從事產品生產與銷售。169 

 
（三）公益捐贈 

    稅捐節省也是一項創造收益的間接來源，畢竟省一元就是賺一元，若能繳納

愈少的營利事業所得稅，對企業來說，稅後所得就能提高，並能保有更多的現金

流量。首先，要執行這項運用策略必須先確認該智財權對公司沒有任何經濟價

值，但這並不表示該智財權完全沒有價值，若是完全沒有價值的智財權應該被廢

棄，而不是捐贈，因為除非受贈人是毫無識別能力的傻瓜，否則他不會接受一項

對他無益而又需要繳納維持費用的智財權。 

    例如一項剛發明出來且具有發展潛力的新技術，如果企業目前或未來沒有使

用之計畫，且還要更進一步研發才能使技術成熟到可以商業化的程度，企業就可

以考慮捐贈給非營利機構，以獲得稅捐上的好處。例如 Procter & Gamble將其

                                                 
166 參考 Russell L. Parr,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283. 
167 甚至可以透過授權安排，將競爭對手限制於一定條件下，使其受我方掌控。且從訴訟之角度

觀之，若日後對方違約，打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官司似乎比打侵權訴訟更為容易，且還可以預

先約定違約金，降低日後損害舉證之困難。 
168 參考 Russell L. Parr,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283. 
169 參考 Russell L. Parr,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284. 



PHAST技術（prototype hard and soft tooling）之專利權捐贈給在快速原型化（rapid 

prototyping）領域具有世界領先地位的Milwaukee School of Engineering

（MSOE），以獲得所得稅上扣減（deduction）的好處，170P＆G之所以選擇MSOE

是因為其最有能力將該技術的潛力發揮出來。171 

    且為使專利捐贈對 P＆G、研究機構與消費者能獲得最大的利益，其設定四

個重要的捐贈原則： 

1.捐贈技術必須有真實且被證明的潛在價值。 

2.藉由獨立專家之協助來選擇受贈機構，此舉在於確保受贈機構有能力繼續開發

該項技術，並將其商業化，以期發揮技術之最大價值。 

3.每項捐贈都會由熟悉該項技術的 P＆G研發人員將一切相關資訊公開給受贈機

構，以使其能馬上接手繼續發展。 

4.提供進一步支援，以確保開發成功。例如 P＆G會舉辦正式的捐贈儀式，以提

昇 P＆G、受贈機構與其研究計畫在學術、科技與商業社群之知名度，其也會提

供受贈人有限的資金補助，以支應初期的專利維持費與研發成本。172 

    P＆G的公益捐贈專利計畫不但為其獲得稅捐上的好處，也增加其知名度，

還可以協助其與受贈機構建立新的重要關係，有利於日後的進一步合作。且依我

國所得稅法第三十六條之規定，173企業捐贈智財權給公益機構，似也可以將其列

為費用作為營利事業所得之減項，進而獲得一定的稅捐優惠。 

 

                                                 
170 參見美國內地稅法（Internal Revenue Code, IRS）26 USCS §170 (2004) Charitable, etc., 

contributions and gifts. ：『(a) Allowance of deduction. (1) General rule. There shall be allowed as a 

deduction any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as defined in subsection (c)) payment of which is made within 

the taxable year. A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shall be allowable as a deduction only if verified under 

regulations prescribed by the Secretary….』。 
171 參考 Russell L. Parr,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286-287. 
172 參考 Jeffrey D. Weedman, New Economy Innovations an "Old Economy" Giant: How Procter & 

Gamble is Maximizing the Hidden Value of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Redefine Competitive 

Advantage,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244. 
173 參考所得稅法第三十六條規定：『營利事業之捐贈，得依左列規定，列為當年度費用或損失：

一  為協助國防建設、慰勞軍隊、對各級政府之捐贈，以及經財政部專案核准之捐贈，不受金額

限制。二  除前款規定之捐贈外，凡對合於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機關、團體之捐贈，以不超過

所得額百分之十為限。』；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本法稱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係以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令，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立案成立者

為限。』；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營利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年度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

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 



三、融資型 

（一）擔保融資 

    智財權除了可以作為經營資產外，也可以向其他有形資產一般，作為財務工

具，成為融資貸款之擔保品。以不動產抵押權或動產質權作為融資擔保在現代社

會中幾已成為常識，但投資人與金融機構也開始逐漸重視擁有品質優良的智財權

組合與善於智財管理的企業，看重其創造收益之能力，而願意提供資金，並以其

智財權為擔保，雖然債權人在設定智財權擔保利益上仍面臨許多新的困難與議

題，174此問題即使在歐美等先進國家也不例外，175但以智財權進行融資擔保已成

為明確的未來趨勢，值得權利人透過良好的智財管理機制，創造與確認出適合擔

保的智財權，以期善加運用此種新的融資工具，為企業引進新的營運資金。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國政府之支持下，透過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之機制，

已於 2004 年協助浩瀚國際公司單純以其『水龍頭給水開關』專利權為擔保，成

功向銀行取得融資之首例。176 

                                                 
174 根據學者劉江彬研究，在我國進行智財權融資擔保雖有法源依據（民法權利質權與銀行法第

十二條），但仍因智財權鑑價機制不健全、智財權交易市場不健全（此嚴重影響智財權之流動性

與換價清償之機能）及銀行本身保守的經營特性（貸款要求明確的十足擔保），使得我國在智財

權之融資擔保活動仍有不小的障礙。參考劉江彬、顏瑞全、金天煜、施傑峰，智慧財產權融資擔

保可行性探討，收錄於《兩岸智慧財產權保護與運用》，劉江彬、陳美章主編，元照，2002 年 7

月，第 178頁。 

此外，亦有論者認為要將智財權實際運用於融資擔保上，除須建立與完善鑑價機制及專業化的

鑑價機構外，尚須使金融機構、執行法院及拍賣市場對智財權的相關業務產生熟悉度後，才有可

能將智財權的經濟效益發揮至如同動產及不動產一樣。參考周延鵬，智慧資本投資保障的完整

性，政大智慧財產評論，第一卷第一期，2003年 10 月，第 39 頁。 

而智財權融資擔保所面臨的上述難題，在同為擔保交易的智財權證券化中亦會產生同樣的發展

阻力。 

175 參考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Business, at 16. 
176 浩瀚國際有限公司係由中華徵信所針對該項專利出具價值評估報告，並協助浩瀚公司完成相

關設質及融資作業，成功地以其「水龍頭給水開關專利權」向台北銀行完成核貸。其水龍頭給水

開關專利應用在旗下 One Touch水龍頭系列，此項發明除獲得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瑞士特別

獎外，更獲得 2004 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金牌及韓國國家特別獎。One Touch 水龍頭系列最

大功能在於環保及省水，其只需在一般水龍頭出水前裝上，就可利用觸碰裝置操控流水時間，打

破一般舊式產品關不緊的窘境，達到省水效果，且其與紅外線感應式產品相同，不會有病菌殘留

的問題，卻可控制出水時間以達到環保省水的功效。目前該項專利產品由向尚興業總代理，將在

今年 10 月份起開始在國內外各通路，包括全省家樂福、B&Q、COSTCO 等正式上架鋪貨，並

可在台北市貿展覽館、台北市立動物園、台北市政府、臺大醫院、高速公路休息站等場所看到

One Touch產品。參考劉芳妙，智財權融資首例 浩瀚獲貸款，經濟日報，2004 年 8月 6日，C6



 
（二）證券化 

    此外，智財權證券化也成為一項值得權利人注意的新趨勢，即組合與包裝能

產生穩定且可預估現金流量（如授權金收入）之智財權作為證券化資產，藉此發

行證券向投資人募集資金。例如美國的 Pullman Group（創辦人為 David Pullman）

即透過包裝知名歌手之音樂、歌曲或其他娛樂權利金收入，進行證券化之融資業

務，於 2000 年其所進行的交易金額已經超過十億美金，177其中最為著名的首例

就是以知名歌手 David Bowie所擁有音樂著作權為證券化資產的 Bowie Bonds，

該項交易為其募集了五千五百萬美金。 

    雖然目前因為市場有限，智財權支持證券（IP-backed securities）之發行數量

很小，但隨著智財權能產生愈多的現金流量，其證券化的機會與潛力也就愈大。
178且有論者認為智財權證券化必須要發展至更容易量化其風險因素後，179才有可

能快速發展，其相關議題將是本論文之研究重點。 

 
四、策略活動型---合資或策略聯盟 

    此層次的運用已涉及企業的策略性決策，必須將智財權與企業的整體策略目

標作整合，透過智財權之投入與其他企業進行合作關係，或為成立合資企業，由

雙方共享報酬、風險與控制權，或由雙方成立策略聯盟，互補性運用他方之優勢，

如技術、智財權、製造能力與配銷通路等等，此時，權利人將能獲得股利（合資

企業之股權報酬）180及其他營運上的收益。由於在今日廠房與設備之取得已非困

難，加上產品與技術日趨複雜，難由一家企業獨力完成，所以智財權之取得常常

成為合資與策略聯盟的驅動因素，這在生技與製藥產業十分常見，在複雜的消費

性電子產品也不例外。181例如 Sony和三星電子出資各半在南韓忠清南道牙山市

湯井成立的 S-LCD公司，以期合作生產使用第七代與第八代大型玻璃基板液晶

面板（LCD），182就是以智財權與技術驅動的合資明例。 

                                                                                                                                            
版，傳統綜合。 
177 參考 Russell L. Parr,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288. 
178 參考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Business, at 17. 
179 參考 kevin G. Rivette and David Kline, at 61. 
180 此時多為技術作價入股之情況，這在我國已有法源依據，參考公司法第一五六條第五項之規

定：『股東之出資除現金外，得以對公司所有之貨幣債權，或公司所需之技術、商譽抵充之，惟

抵充之數額需經董事會通過，不受第二百七十二條之限制。』。 
181 參考 Russell L. Parr,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288-289. 
182 參考吳國卿編譯，三星獲利 三級跳將與 Sony合建八代面板廠 2007 年生產，經濟日報，2004



    但由於合作雙方有不同的目標且有不同程度的控制權，要能善加管理合資企

業或經營聯盟關係並不容易，需要雙方高層密切合作，且有相當程度的互信方能

成功，這也大幅提高此種智財權運用模式之複雜度與難度。 

 
【圖 2-6】：智財運用策略之可能模式 

 

 

 

 

 

 

 

 

 

 

 

 
陸、運用策略之選擇 

    雖然智財權運用手段相當多樣化，但企業仍需要從多種可能中做出最適決

策。若為技術性之智財權（例如發明專利），可以運用以下矩陣，即根據企業本

身的技術水準（technology position）與擁有互補性資產（complementary assets）
183之強弱，來選擇較適當的運用策略。 

簡言之，若兩者都很強，企業應該自行商業化該項技術，製造與銷售利用該

技術的產品。若兩者都很弱，就應該將該智財權直接銷售、公益捐贈（如果有可

能）或廢棄以解省成本。若技術水準強，但欠缺所需的互補性資產，則可以考慮

是要取得互補性資產後自行商業化，或是將該技術授權（licensing-out）給擁有

該互補性資產的第三人，以收取權利金，甚是可以進行融資活動或是做公益捐贈

以獲得稅捐好處。若技術水準不強，但擁有強勢的互補性資產，則可以考慮與能

提供所需智財權的第三者成立合資企業或策略聯盟或是直接向其取得授權

                                                                                                                                            
年 7月 17日，A5版，每日話題。 
183 互補性資產乃指協助發明技術成功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所需的資產，例如製造產能、

行銷與通路資源及資本等等。一項優勢技術若沒有互補性資產之配合，將無法成功運用在產品或

服務上，讓消費者感受其價值而達到市場成功，此時，該技術只有科學上之價值，而沒有商業價

值。 

智慧財產權運用策略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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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ing-in）以商業化該項技術。184 

 
【表 2-1】：科技管理策略選擇矩陣 ∗ 

 
 
 
 
 
 
 
 
 
 
 
 
 
 
 

 

 
柒、智財權持有公司 

近年來創設智財持有公司（IP holding company），185也成為管理與評估智財

資產績效的熱門方法。藉由成立該公司，企業集團可以將整個組織所擁有的全部

智慧財產移轉給該獨立的子公司，由其負責分類與管理整個組織的智慧財產資產

組合（IP portfolio），並使其運用與整個企業的目標與策略一致，且該公司通常會

將該資產組合依照相對應的事業單位（business units）與產品或服務線（products 

or services lines）來進行分類。186 

而該公司可以透過正常交易（arm’s length transaction）的方式將智慧財產授

                                                 
184 參考 Robert C. Megantz, at 3-4. 

∗ 參考 Robert C. Megantz, at 4. 
185 由於該公司多為他人之子公司，並持有母公司所移轉的智慧財產，而非持有其他事業單位或

子公司的股票，故本文將其翻譯為智財持有公司，而非智財控股公司。 
186 參考 Walter Bratic, Brent Bersin and Paul Benson, Measur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rtfolio 

Performance,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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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給內部事業單位或外部第三人，此外，其可能會肩負投資與監控為事業單位或

為開發新產品所進行的研發活動之業務，或協助與外部第三人進行合資、策略聯

盟或交互授權等之技術分享活動。波音、全錄及福特汽車均有成立智財持有公

司。187 

在此運作模式下，可以為智財管理提供三項好處： 

一、企業集團智慧財產相關的授權收益與成本可以透過此方式確認與計算出來。 

二、將研發成本分配到現有的產品與服務線上，以描繪出組織內各事業單位所支

出研發費用之真實面貌。 

三、由智財持有公司專責管理智慧財產業務，各事業單位可以專心於產品線之管

理與銷售，而達成專業分工的好處。 

總言之，我們可說智財持有公司的價值就接近於組織智慧財產之價值，且其

作為一個獨立的利潤中心，智財管理成功與否將可以更容易被確認與測量，進而

管理之。188此外，亦可藉由此種模式獲得稅捐上的好處。189 
 

第五節  智慧財產權之鑑價 

 
壹、鑑價困難之原因 

    若沒有適當鑑價的方法（valuation methods），將無法有效管理與移轉智財

權。然而，智財權的鑑價方法仍處於發展階段，並沒有一個公認的最佳方案，似

乎也不會有，因為即使在有形資產的鑑價中，通常都會結合成本法、市場法與收

益法來計算廠房或設備的價值，同樣地，智財權鑑價通常也需要同時運用多種方

                                                 
187 參考Walter Bratic et al.,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264. 
188 參考Walter Bratic et al.,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265. 
189 有時基於稅捐考量，企業可能選擇不擁有其從交易中所獲得智慧財產資產的所有權，而將其

轉售給第三人（通常是購買者擁有控制性持股的子公司），並同時獲得該智慧財產之利用授權。

通常這種將智財權置於智財持有公司並將其授權給實際營運企業（operating company）利用的模

式，可以透過最具稅捐上效率的方法達成。例如在美國的德瓦拉州（Delaware）成立德瓦拉投資

控股公司（Delaware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進行上述模式時，該控股公司不但可以免除

該州的總收入稅（gross receipts tax），且只要其業務範圍限制在維持與管理其所擁有的智慧財產，

其所獲得的授權金（royalty）也不需繳稅。而被授權人所支付的授權金也可以依據相關規定，扣

抵其收入以獲得更多的稅捐優惠。即購買者可以透過在租稅天堂設立智財持有公司進行上述架構

之安排，獲得可觀的租稅利益。參考 Lanning G. Bryer and Scott J. Lebs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ets 

in mergers &acquisitions, 2003, at 4. 資 料 來 源 ： 

http://www.wipo.int/sme/en/documents/pdf/mergers.pdf（2004/9/20瀏覽）。 



法來作成最後的鑑價決定。190 

且相較於有形資產，除了當智財權被宣告無效或不可執行或經過法定保護期

限而價值歸零外，基於以下四個原因更增加智財權鑑價的困難度： 

1.智財權至今尚未形成如有形資產與金融資產般的公開交易市場（public trading 

market）。 

2.由於智財權交易多因策略性考量所驅動，為符合交易當事人的特殊需求，其契

約的條款內容差異很大，可說幾乎沒有兩個完全相同的契約。 

3.因為法律規範與其保護標的之不同，不同種類間的智財權存在固有差異，191例

如專利權只保護符合專利三要件的發明、著作權保護具原創性的創作、商標權保

護具識別性的標識。 

4.且最重要的是，智財權交易的細節幾乎不對外公開（且當事人間多簽有保密協

定）。如前所述，進行智財權交易的企業多有策略考量，為免洩露其策略意圖，

其多不願公開其交易資訊。192 

 
貳、基本鑑價方法 

由於智財權鑑價議題複雜且多元，且為任何智財權交易的重要考量因素，當

然也包括智財權證券化在內，但因鑑價非本研究的重點，故以下只簡單介紹三種

基本的鑑價方法，及其對智財權的運用與限制。193 

而在此之前，有必要先說明價值（value）與價格（price）間的差異，這也

可以多少解釋為什麼鑑價方法難有唯一標準。價值乃指進行交易的資產對買方與

賣方的效用（utility），而價格乃指該資產在市場上成交的金額（dollar amount），

所以價值並不等於價格。而只有當價格大於該資產對賣方的價值且該價格小於其

對買方的價值時，交易才會發生且對雙方都有利，此概念與經濟學上的消費者剩

                                                 
190 參考 Ted Hagelin, at 403.   
191 由於著作權多可以馬上運用而產生其價值，例如歌曲、小說本身即可作為最終產品，而專利

權則需要進一步商業化才能產生價值，而增加其不確定性。故兩者相較，著作權鑑價就比專利權

者來得容易許多。參考 Yoshinori Komiya, at 20. 
192 參考 Ted Hagelin, at 356-357.   
193 專為智財權所發展的鑑價方法尚有 25 法則（the 25 percent rule）、產業標準法（industry 

standards）、等級法（rating）、指標測量（如專利權總數、專利引證數）法（surrogate measures）、

價值區分法（value disaggregation）、收益區分法（income disaggregation）、Monte Carlo法、技術

風險與報酬擔保矩陣法（Technology Risk and Reward Unit Metrics, TRRU，此為 Patent & License 

Exchange(pl-x)改編 Black-Scholes formula 所發展的專利鑑價技術）實質選擇權法（real option 

method）與競爭優勢法（competitive advantage valuation）。各種方法的優缺點與運用限制，可以

參考 Ted Hagelin, at 370-402. 



餘（consumer surplus）與生產者剩餘（supplier surplus）相當。但兩者密切相關，

買賣雙方對該資產的認知價值（perceived value）會反應在其索價與出價上，而

使雙方在此差異中進行協商，而最後達成一個明確的交易價格。194 

    由此可知，價值本為主觀之見，且因人而異，所以評估價值多寡的鑑價方法

難免存有不確定性。因此，有論者認為鑑價需要運用鑑價專家的技巧、經驗與判

斷來做成評估，雖然不免具有不確定性，但鑑價方法仍能商業活動提供許多處理

重要問題的指導原則。195 

 
一、成本法（cost approach） 

    成本法乃藉由計算重置（replace）與鑑價標的等同資產（equivalent asset）

所需花費的成本來測量其價值，其乃假設取得或發展一個新等同資產所需的成本

與該資產於其經濟生命中所能產生的價值相同，且成本法於計算重置成本

（replacement cost）時會考慮該資產的折舊與功能衰退（physical depreciation and 

functional obsolescence）。成本法有助於決定該資產對『買方』的最大價值，因為

買方不會支出超過其自行發展該資產所需成本的價格去購買。196 

然而，此種方法對智財權鑑價似沒有很大幫助。因為成本不等於價值，所以

即使算出智財權的重置成本，197但該數值並不能反應該智財權商業化的利潤、投

資風險與未來營收收益的潛力。198且實證結果顯示，只有少部分的專利能產生高

收益，其他大部分的專利幾乎沒價值，更確認智財權的成本與其價值間並無關

連。199 

但有兩個成本的概念有助於考量智財權的價值，一為機會成本，二為發展成

本。對於潛在買方來說，智財權的價值是其機會成本與發展成本的函數，其中機

會成本為買方自行發展該資產或從市場上買到僅次於該智財權的最好標的（next 

best asset）所需花費的成本，發展成本則為其利用該智財權所需投入的成本。只

有當買方認為該智財權的價值大於其機會成本加發展成本時，買方才會考慮參與

                                                 
194 參考 Ted Hagelin, at 358.   
195 參考 Ted Hagelin, at 359.  
196 參考 Ted Hagelin, at 360.  
197 以專利權與技術為例，其重置成本包括研發人員的新水與福利、製作原型、建立品管測試程

序、取得法規核准與申請專利的相關費用。 
198 參考 Gordon V. Smith and Russell L. Parr, Valu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tangible Assets, 

third edition,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0, at 319.  
199 參考 Ted Hagelin, at 360.  



交易。200 

 
二、市場法（Market approach） 

    市場法乃根據市場上他人所進行可比較的交易（comparable transactions 

between unrelated parties）來進行資產鑑價。因此，其須有以下四個基本要件：

1.該資產有活絡的市場存在。2.在過去有足夠的類似資產進行交易。3.彼等類似

資產交易的價格資訊對外公開而可以獲得。4.該交易發生於獨立的當事人間，即

屬於常規交易。201 

    由於找到可比較的交易是運用市場法的關鍵，但基於前述的四個因素：沒有

公開交易市場、契約條件不同、因智財權種類不同所造成的差異與沒有公開資

訊，在智財權鑑價中很難找到可比較的對象。此外，還有以下影響智財權交易間

進行比較的因素：買賣雙方的談判力量、產業集中度、進入障礙、市場規模、市

場成長潛力與產品生命週期、新產品出現的可能性等等。202 

    但根據市場法的觀念，常被運用來決定權利金比率標準的 25﹪法則203與產

業標準法204，仍為智財權鑑價提供有用的參考標準。 

 
三、自由現金流量折現法（以下簡稱收益法，income approach） 

    收益法認為該資產之價值為其在經濟生命中所能產生淨經濟利益（淨未來現

金流量）205之總折現值。因此，在收益法下必須決定量化該折現值的四個參數

                                                 
200 參考 Ted Hagelin, at 361.  
201 參考 Ted Hagelin, at 362. 
202 參考 Ted Hagelin, at 363. 
203 其又稱為鑑價經驗法則（valuation rule of thumb），其最通俗的意義為授權人應該獲得被授權

人利用該智財權所賺取毛利潤（gross profit ）的百分之二十五，作為權利金計算標準。嚴格說

來此原則本身並非鑑價技術，只是將該技術所創造的價值在授權人與被授權人間作分配而已。參

考 Ted Hagelin, at 370. 
204 其又可稱市場或可比較技術法（market or comparable technology method），乃根據參考過去類

似交易中的權利金比率來進行智財權鑑價，其計算標準多為被授權人銷售額（sale）的某一比率。

在許多產業中，通常為 3﹪到 5﹪（the 3﹪ to 5﹪ rule ）。參考 Robert C. Megantz, at 62. 由此可

知，其與 25﹪法則類似，本身並非鑑價技術，只是將該技術所創造的價值在授權人與被授權人

間作分配而已。 
205 即須將該資產所產生收益之相關費用與成本扣除。此外，若該資產是透過融資方式（發行股

票且（或）舉債）所購得時，還須從該資產所產生收益中扣除融資成本（cost of financing）。只

有當該資產報酬率超過其加權平均資金成本率（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WACC）時，才

是有價值的投資。參考 Ted Hagelin, at 369-370. 



（parameter），分別是該資產預期產生的淨收益金額（預期淨收益）、預期收益產

生的期間、折現率與風險貼水調整率（risk premium adjustment）。 

    就上述四個參數來說，後面三者相對容易量化。預期收益產生的期間即由該

資產的經濟生命來決定，就智財權而言，需要考慮其各自的法定保護期間及影響

其經濟效用的因素，例如專利技術變陳舊，所以智財權的經濟生命通常會短於其

法定保護期間。而折現率乃由無風險投資（risk free investment）的機會成本加計

通貨膨脹率來決定，由於美國國庫券（U.S. Treasury Bill）通常被認為是風險最

低的投資，再加上其收益率（yield）通常已考慮預期通膨率，所以可用與該資產

經濟生命期間相當的美國國庫券收益率作為適當的折現率。206 

而風險貼水調整率之決定則須考慮兩種風險：技術風險與市場風險。其中技

術風險為該技術無法達到發展目標的風險，市場風險為該技術不被市場接受的風

險。風險貼水調整率也會因為該項技術的成熟度而有不同，若為運用已被瞭解的

新技術於擁有強力市場需求的現有產品時，其風險貼水可能只有 15﹪到 20﹪，

但若為新創公司所開發未經證實效用的新技術於全新產品時，其風險貼水通常會

高達 50﹪到 70﹪，甚至更高。207  

但要量化該智財權的預期淨收益此項參數則相對來得複雜。雖然對現已產生

收益的智財權來說，例如已授權他人利用的專利權，計算其預期淨收益較為容

易，即計算其每期約定授權金扣除相關費用之折現值即可。但就現在尚未產生收

益的智財權來說，因為智財權彼此間欠缺比較基礎，要估計其預期淨收益顯得困

難許多。而在此種狀況下，目前有四種可用的替代預估方法，分別是溢價法（price 

premium）、成本節省法（cost savings）、權利金免除法（relief from royalty）與殘

餘收益法（residual earnings）。208 

    溢價法乃根據該智財權為其產品所增加的價格來計算其預期淨收益，例如兩

件品質與其他條件相同的衣服，掛上鱷魚牌商標能比楓葉牌多賣 500元，又如專

利藥與學名藥間的價差。成本節省法乃根據利用該智財權所能為其產品節省多少

成本來計算其預期淨收益，例如能節省原物料 500元。209但溢價法的困難在於找

到可比較的商品，而成本節省法的困難則在於判斷該智財權與其他生產投入的貢

                                                                                                                                            
而加權平均資金成本率之計算公式如下：WACC＝e*（E/D+E）+d（1-t）*（D/D+E），其中 e為

股東要求報酬率，d 為舉債利率，E 為股權融通金額，D 為舉債金額，t 則為營利事業所得稅率

（其乃用以表示在稅盾優惠下所減少的舉債成本）。 
206 參考 Ted Hagelin, at 368. 
207 同前註。 
208 參考 Ted Hagelin, at 365. 
209 參考 Gordon V. Smith and Russell L. Parr, at 217-218. 



獻度各自為何。210 

權利金免除法乃根據智財權利人因擁有該智財權而不須向他人授權時，所能

節省的權利金支付，但其困難在於選擇一個適當的權利金比率。殘餘收益法乃將

企業的總收益（total earnings）扣除有形資產、金融資產與其他無形資產（非智

財權者，例如人力資本與供應商關係）所貢獻者之殘餘收益視為智財權的貢獻。

雖然有形資產與金融資產可用帳面價值的換算來處理，但要區分（disaggregate）

其他有無形資產與智財權之貢獻已甚為困難，且因只要估計單一智財權的貢獻，

還要在智財權類別間（如專利權、商標權等）及同類智財權間（如將要鑑價的專

利權與其他專利權分開）再作區分，即使此事可能，也更加深其困難度。211 

而因為一項產品通常可能會運用到許多智財權，例如有數項方法專利、數項

物品專利（如各零組件），還有該產品的商標等，要計算一項智財權所貢獻的溢

價或成本節省也要作區分的工作，才能計算其產生的預期淨收益。因此，在價格

貼水法成本節省法也都有區分的問題要解決。212 

 
而上述三種方法於智財權鑑價的可信度上，因為可比較與參考的市場資料難

以取得，而成本法下所得結果並無法反映出智財權的商業化利潤、投資風險與成

長潛力，故有論者認為就專利權、商標權與著作權而言，以收益法所估算鑑價結

果的可信度最高，市場法次之，成本法最弱。213     

 
參、固有的價值影響因素 

在瞭解智財權鑑價的基本概念後，以下將探討智財權特有的固有的價值影響

因素，且由於這些因素多跟智財權的本質有關，若要加以去除不免會與智財權法

中具有正當性的基本政策相衝突。以『不安定的有效性』為例，受核准的專利權

可能會因為事後發現不具進步性而遭撤銷，但此乃因立法政策只保護與鼓勵對社

會有利的發明使然。為消除此價值影響的因素，或可修改專利法而規定專利核准

兩年後，就不准舉發撤銷，即使其不具備專利三要件，亦同。但此將嚴重衝擊專

利法保護的正當性。 

然而，也因為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金融機構或投資人對以智財權為基礎或

擔保的融資方式感到疑慮。故在不改變智財權基本立法原則的情況下，似只能透

                                                 
210 參考 Ted Hagelin, at 365. 
211 參考 Ted Hagelin, at 366-367. 
212 參考 Ted Hagelin, at 367. 
213 參考 Gordon V. Smith and Russell L. Parr, at 317-318. 



過增進智財權的鑑價技術來降低此風險。214 

 
一、有限的法律期間保障 

為了鼓勵發明或創新，國家提供發明人獨占利用其發明的經濟上誘因，但為

兼顧社會大眾利用這些知識的利益，平衡方式就是對智財權之保護給予有限的期

間，以使這些新發明能在進入公眾領域（public domain）後，由任何人合法地自

由利用。 

以我國為例，原則上專利權之保護期間為從申請日起算滿二十年，非法人為

著作人的著作財產權，其保護期間則為著作人終身加五十年。相較於前述兩者，

商標權之保護期限為註冊公告當日起算十年，但只要能符合相關要件，則可以不

限次數申請延展保護期間，每次均為十年。但是商標權可能因為商標權人不善加

保護而失去識別性或其他法定原因，而遭到廢止，因此，其保護期間亦非毫無限

制。215 

 
二、有限的經濟生命 

    雖有法律期間之保障，但就一般而言，智財權之經濟生命期間多短於法定期

間。此乃因為智財權與創新活動（innovation）有關，智財權人獲得法律保護後，

他人會因競爭動機或取得新的獨占保障，而繼續創新以期超越。因此，若專利技

術因他人的新發明而變老舊（obsolete），其將被市場淘汰，進而使其價值一落千

丈或變得一文不值，尤其是某些種類之專利保護客體更是如此，例如電腦軟體。
216此外，在生物技術與製藥產業也常發生此情況，因為其新產品與製程的發展速

度比其他產業快出許多。217 

受歡迎歌手也可能因為其知名度下降或消費者口味改變而減少其（歌曲）著

作權之價值與產生的現金流量。218同樣地，商標權也需要持續的行銷廣告與掌握

未來趨勢以鞏固顧客忠誠度，以維持其經濟生命。再加上這些影響智財權經濟價

                                                 
214 參考 Law Commission of Canada, Leveraging Knowledge Assets: Reducing Uncertainty for 

Security Interest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inister of Public Works and Government Services, 2004, at 

23. http://www.lcc.gc.ca/en/themes/er/fsi/fsi_main.asp（2004/9/20瀏覽）。 
215 參考 Law Commission of Canada, at 15. 
216 一般而言，電腦軟體的經濟生命不會超過三年，而一項專利的平均壽命大約只有五年左右。

參考 Law Commission of Canada, at 24. 
217 參考 Lovells, Client note-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uritisation : a new asset class for Japan?, 2002, at 

7-8. http://www.lovells.com/germany/ControlServlet/de/publication/pubId/783/（2004/7/15瀏覽）。 
218 參考 Lovells, at 7.  



值的因素並非權利人可以完全掌握，例如競爭對手的研發活動、消費者口味與市

場發展的變化，使其經濟生命具有很大的不確定性，難以精確預測。219220 

 
三、難以衡量的獨特價值（idiosyncratic value） 

    因為法律不會保護同樣的智財權，因此，每項智財權在某種程度上都具有獨

特性，而不像有形商品一樣，例如同款汽車或電腦，可以在品質上幾乎相同，並

有固定的市場可以進行定期的交易。此因素會增加智財權之評價成本，進而提高

以智財權為擔保的融資成本，這對沒有任何成功記錄的新創公司更是如此，若其

只能用剛在發展階段的未成熟技術來融資，其只能吸引極少數瞭解該項技術的潛

在投資人或貸款人，因為只有她們有能力去評估該技術營運計畫（business plan）

的可行性。221 

 
四、清算價值有限 

    原則上，無形資產具有很高的營運價值（use value），但其清算價值（liquidated 

value）222很低，223例如一家企業內部的資訊系統對其具有很高的營運價值，但

                                                 
219 參考 Law Commission of Canada, at 16. 
220 但若有以下有利因素，將可以延長智慧財產權之經濟生命，特別是專利權。（一）前置時間：

一項新產品要建立其在市場上的位置，進而威脅現有產品需要前置時間，而此準備期間的長短會

因產業類別而有不同，例如資訊軟體業或 IC設計業不須要太多的設備與資金投入，只要有優秀

的軟體與設計人才就有機會推出新產品，反之，半導體製造業則需要龐大的廠房與資本投資，其

前置時間自然較長。因此，若專利權所保護的技術屬於前置時間較長的產業，其馬上變為陳舊技

術的可能性相對變小，能有較長的經濟生命。（二）進入障礙高：以專利權為例，若在某個產業

中，新的專利技術要獲得市場接受或開拓新市場，需要投入很龐大的研發與行銷費用時，或是現

有專利權保護範圍很廣且很有強度（不易被挑戰）時，其進入障礙就很高。若該進入障礙不易克

服，現有專利權變為陳舊技術的風險就很有限，進而有較高的價值。（三）已建立品牌忠誠度：

較好的技術或新產品不一定能取代現有產品，尤其是已經在市場上建立強勢品牌的產品，即使其

專利技術較差（這種例子在產業歷史中屢見不鮮，例如微軟的 IE 並沒有被技術較優的網景

（Netscape）所打敗），也能維持其市場地位。因此，已建立品牌忠誠度的專利技術或產品將可

以維持較長的經濟生命。（四）其他市場使用之可能性：若一項專利技術可以應用於許多不同的

產品、製程或產業時，其所能產生利益或權利金的潛力就很大，進而提高其價值。同樣地，若一

首音樂除能以單曲銷售，又能做成電影配樂或廣告主題曲時，其價值將超過只能單一利用的電腦

軟體。參考 Lovells, at 8. 
221 參考 Law Commission of Canada, at 17. 
222 此處的清算價值是指將其在市場上賣出所能回收的價值，即交易價值。 
223 參考 Gordon V. Smith and Russell L. Parr, at 430-433. 



因其專用性所導致的不相容（incompatible），對其他企業來說，並沒有很高的營

運價值，也因此難有高的清算價值。此外，相較於一個新的使用者來說，智財權

之價值通常在原權利人的手上較高，以專利技術為例，該項專利可能需要搭配原

權利人的營業秘密（hybrid, patent-trade secret combination），才能使用或發揮其

最大價值。同樣地，這情況也會發生在該專利是債務人向他人購得時，若該專利

需要原擁有者的技術支援（technical advice and maintenance support）才能發揮價

值，對債權人來說，除非其能確保原擁有人對新買主繼續提供技術支援，否則，

將會大幅降低該智財權的清算價值。224 

    因此，對倚靠擔保品清算價值的債權人來說，若該智財權的價值要依賴該特

定債務人或他人時，該擔保價值對其而言就顯得相當有限。此外，當債務人無法

清償而債權人要處分該智財權以滿足債權時，潛在買主也相當有限，而影響其處

分價格。且潛在買主通常是該債務人的競爭對手，因為對其而言，該智財權的價

值來自於避免被另一個競爭對手取得。225 

    但若該智財權具有某些特性，其清算價值會相對較高，例如可以用於許多不

同產品或服務上的商標或是著名商標，還很流行的文學、音樂或電影（著作權），

已被市場接受或具有通用性（而非客製化）的電腦軟體，具有多種用途（不同產

業或產品）的專利權或是運用於已被市場接受產品的專利權等等。226 

 
五、不安定的有效性或執行力 

    權利人利用其智財權經濟價值的能力取決於控制他人未經其同意利用該智

財權之行為，即排除他人侵權之能力。然而，基於某些因素，智財權的有效性與

執行力並非總是確定，例如專利權與商標權有撤銷或廢止之問題。以下分別說明

之。 

 
（一）專利權 

    即使專利權已被核准，其有效性仍會受到挑戰。例如在我國，若專利權事後

被發現有不符合專利三要件之一的情事，例如欠缺新穎性、進步性或產業利用性

時，智慧局須依舉發或依職權撤銷之。此原則在大多數國家均有適用，只是其程

序或有不同。且因為專利無效常是侵權訴訟中的成功抗辯事由，所以債權人常會

低估其擔保價值，以因應此項風險。227此外，在美國法下，若權利人濫用其專利

                                                 
224 參考 Law Commission of Canada, at 17. 
225 參考 Law Commission of Canada, at 17. 
226 參考 Gordon V. Smith and Russell L. Parr, at 437. 
227 參考 Law Commission of Canada, at 18. 



權或其利用有違競爭法時，專利權將不可執行（enforceable）。 

 
（二）商標權 

    在我國，若註冊商標不具識別性，或其原具有識別性，但因權利人不善加保

護以致事後喪失識別性時，可以分別撤銷與廢止該商標權。而商標無效也可作為

商標侵權訴訟中的抗辯事由。因此，債權人在評估其擔保價值時也要考慮此項風

險。 

 
（三）著作權 

    由於著作權之取得不以登記為要件，採取創作保護主義，故只要創作後即可

受法律保護。228且著作權法對創作性只採低度要求，所以著作權之有效性較不容

易受到挑戰。但因為著作權法只保護表達（expression）而不保護表達背後的思

想與概念，著作中較抽象的部分，例如小說中的情節安排（plot line），若他人加

以利用，要主張其構成違法重製並不容易，而要事前預測法院對此議題之見解有

時亦屬難事，229加上著作權還有合理使用（fair use）之問題，230更複雜化侵權與

否的判斷，這些風險將會影響債權人對其價值的評估。 

    再者，還有著作人格權（moral rights）的問題，因為著作人格權具有一身專

屬性，專屬於著作人而不可以讓與或繼承，但其可以放棄行使。若著作人未放棄

其人格權之行使，著作財產權受讓人於利用其權利時可能會受到干擾或控制，因

而降低著作權之價值。231 

 
六、對授權契約之影響 

    當擔保標的是授權契約的權利金收入（royalty payments）時，並不會因為其

是金錢應收帳款（monetary receivable），就不會受到上述影響價值因素的衝擊，

                                                 
228 但在美國法下，雖然登記並非著作權取得之要件，但著作權人若未於美國著作權局登記，將

不能對他人提起侵權訴訟。 
229 參考 Law Commission of Canada, at 19. 
230 參見著作權法第六十五條規定：『著作之合理使用，不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著作之利用

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六十三條規定或其他合理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切情狀，尤應注意下列

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一  利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利教育目的。二  著

作之性質。三  所利用之質量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例。四  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

價值之影響。  著作權人團體與利用人團體就著作之合理使用範圍達成協議者，得為前項判斷之

參考。  前項協議過程中，得諮詢著作權專責機關之意見。』。此外，著作權法還於第四十四條

以下列舉許多具體的合理使用事項。 
231 參考 Law Commission of Canada, at 19. 



因為上述因素多會影響授權契約的權利金收入，進而影響債權人對其擔保價值的

評估。232例如，在專利授權契約中，專利無效通常是構成被授權人停止支付權利

金之事由。 

此外，智財權授權金之計算標準並不像一般動產或不動產租賃契約按月給付

固定金額，多是根據被授權人的實際銷售額來計算，而其銷售額將會受到智財權

的經濟生命影響，若專利技術因新發明產生而被市場揚棄，導致被授權人銷售額

劇降時，權利人能收到的權利金也將大幅減少（如果不是零的話）。 

再者，若授權契約中約定授權人需要繼續提供被授權人技術支援，而債務人

（即授權人）因為欠缺資金而難以維持營運或提供技術支援時，233被授權人將會

以債務不履行為由而拒絕給付繼續權利金，進而影響該擔保之價值。234 
 

                                                 
232 若是以授權契約的權利金進行證券化，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投資人對所發行證券之評價。若權

利金收入受到這些不確定風險影響，就有可能衝擊到證券債務之及時清償。 
233 此時，債務人也會對其貸款債權人之債務構成債務不履行，導致債權人有實施其擔保權益之

必要。 
234 參考 Law Commission of Canada, at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