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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
的舉發申請和民事訴訟
無效抗辯之主體資格
彭國洋 *

壹、問題之提出
現行專利法第71條第2項規定，以專利申請案未由專利申請權人共有人全體提
出或專利權人為非專利申請權人為由提出舉發者，限於利害關係人始得為之。按
2001年專利法第72條第1項規定，以專利權人為非專利申請權人為由提出舉發者限
於「有專利申請權人」。2003年修正專利法時此條項內容移列至第67條第2項，首
次將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舉發事由的舉發人限定於利害關係人，但本條文及其修
法理由對於此利害關係人之內涵並未明確規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
局」）以往的專利審查基準皆將「利害關係人」與「有專利申請權人」同視，直到
智慧局之2013年和2014年版專利審查基準始將「利害關係人」解釋為，除真正具有
專利申請權之人或共有專利申請權之人之外，尚包含例如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之被
告。是以，現行專利法第71條第2項規定之「利害關係人」是否不限於真正專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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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權人或漏列之共有專利申請權人，非無疑義。
再者，若專利民事訴訟之被告或參加人，根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智
審法」）第16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向受訴法院提出原告專利權因專利權人為非專
利申請權人而有應撤銷之原因作為抗辯（下稱「無效抗辯」），則此時受訴法院尚
負有根據專利法第71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判斷被告或參加人是否有權提出此專
利申請權瑕疵之無效抗辯，以及若有權提出者，該專利權無效抗辯是否成立之義
務。
實務上或基於智慧局之上開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的解釋之故，將此舉發人或提出
無效抗辯人主體採廣義解釋為包含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之被告。但此種解釋是否符合
我國專利法規範此種異議和舉發事由之立法目的，以及是否不當侵害真正專利申請
權人之利益，值得探討。

貳、我國歷來專利法和實務關於專利申請權歸屬之相關
規定
一、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舉發事由之舉發人是否限於專利
申請權人或共有專利申請權人
按我國專利法歷來規定專利申請主體不適格者得為異議和舉發事由，而提起此
異議和舉發事由之異議人和舉發人之資格受有限制。1949年專利法第24條訂有異議
成立確定後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之申請權復權之規定 1；惟，同法第32條關於發明專利
之異議規定 2卻漏未規範類似於新型專利 3和新式樣專利 4的相對應之異議事由及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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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條（制定）：「發明為非專利呈請權人所呈請，經依異議不予專利時，專利呈請權人，
於異議確定之日起六十日內呈請者，以非專利呈請權人呈請之日為專利呈請權人呈請之
日。」
第32條（制定）：「公告中之發明人，無論何人認為有違反本法第一條至第四條之規定者，
得自公告之日起六個月內備具聲請書，附具證件，向專利局提起異議，請求再審查。」
第101條（制定）：「公告中之新型，無論何人認為有違反本法第九十五條至第九十七條之
規定，或利害關係人認為違反本法第十二條之規定者得自公告之日起六個月內，備具聲請
書，附具證件，向專利局提起異議，請求再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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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體規定。但解釋上應無不同。對之，1949年專利法第25條亦訂有舉發成立確定
後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之申請權復權之規定 5；同法第60條、第61條關於發明專利之舉
發規定 6即明訂以專利權人為非專利呈請權人為舉發事由之舉發人限於專利呈請權人
（即專利申請權人）。
中央標準局（智慧局之前身，下稱「中標局」）於1983年2月出版之專利審查
作業手冊草案第28頁規定：「因專利申請權人不合法而提出異議或舉發，其異議人
或舉發人非專利申請權人者，應不受理（專32、101、118、61條1項、110條及129
準用61條1項）。」再者，前述專利法第32條關於發明專利之異議規定漏未規範以
專利權人為非專利呈請權人為異議事由及異議人主體規定之情事已於1979年修正專
利法 7 時加以修復。中標局於1991年6月公告之專利審查基準總則篇第137頁規定：
「以專利申請權為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而提起異議之事件，若其異議人為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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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制定）：「呈請專利，由發明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備具呈請書、詳細說明書圖
式模型或樣品及宣誓書，向專利局呈請之。受讓人或繼承人呈請時，應敘明發明人姓名並附
具受讓或繼承之證件。」
第118條（制定）：「公告中之新式樣，無論何人認為有違反本法第一百十一條至第一百十
三條之規定，或利害關係人認為違反本法第一百十六條之規定者，得自公告之日起六個月內
備具聲請書，附具證件，向專利局提起異議，請求再審查。」
第25條（制定）：「發明為非專利呈請權人呈准專利，經撤銷時，專利呈請權人於撤銷後六
十日內，並在該專利案核准後二年內呈請者，以非專利呈請權人呈請之日為專利呈請權人呈
請之日。」
第60條（制定）：「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撤銷其專利權，並追繳證書：一、違反本法第一
條至第四條之規定者。二、專利權人為非專利呈請權人者。三、說明書圖式故意不載明實施
必要之事項，或故意記載不必要之事項，使實施為不可能或困難者。四、說明書與曾在外國
呈請時之說明書內容不同者。五、說明書之記載非發明之真實方法者。」
第61條（制定）：「前條第二款限於有專利呈請權人，其他各款無論何人，得附具證據向專
利局舉發之。但異議不成立之案件，同一人不得以同一理由再為舉發。」
第32條（修正）：「公告中之發明，任何人認有違反第一條至第四條之規定，或利害關係人
認有不合第十二條之規定者，得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內備具申請書，附具證件，向專利局提
起異議，請求再審查。」其修正理由為：一、按任何人對公告之專利案，認有違反專利要件
得向專利局提起異議，請求再審查之期間，以目前交通、傳播、通訊設施發達，其「六個
月」公告期間已嫌冗長，乃參照多數國家立法例，改為「三個月」，俾法律關係早臻確定。
二、參照本法第101條有關公告中之新型，利害關係人得提起異議請求再審查之要件規定，
增列「或利害關係人認有不合本法第十二條之規定者」，亦得提起異議，以資適用。

專利師︱第二十三期︱2015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4

人為證明其為真正之專利申請權人者，除說明不能證明之理由外，應以異議『不成
立』為結論，惟若異議人為第三人則應以異議『不受理』為結論。」
1994年專利法修正，制訂專利申請權之定義性條文 8，以及修正舊法第32條為第
41條 9，將得作為異議事由之關於專利申請事宜的舊法第12條簡約而重新定義，並增
列同法第30條 10關於真正之原發明人的異議事由，以資專利保護之周全。
智慧局於2000年7月10日公告的有關異議、舉發、依職權審查之基準第九章第
一章第二節第二、(二)小節規定：「主張上述第(6)項有關專利權人非為各該專利申
請權人者，依第七十二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限於專利申請權人，亦即專利申請權
人始屬利害關係人，故本款之舉發條件與第四十一條 11所稱利害關係人認有不合第
五條之異議條件實質上相同。」
2001年專利法第41條 12仍規定，以專利申請案未由專利申請權人提出為由提出
異議者，限於利害關係人始得為之；同法第71條和第72條仍規定，以專利權人為非
專利申請權人為由提出舉發者限於「有專利申請權人」 13，至於專利申請案未由專
利申請權人共有人全體提出之情形則漏未規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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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全文修正）：「稱專利申請權，係指得依本法申請專利之權利。稱專利申請權人，
除本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係指發明人、創作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
第41條（全文修正）：「公告中之發明，任何人認有違反第四條、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或第四項、第二十七條規定，或利害關係人認有不合第五條或第三十條規
定者，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內備具異議書，附具證明文件，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異議。異議
人補提理由及證據，應自異議之日起一個月內為之。」
第30條（全文修正）：「原發明人與他人有同一之再發明同日申請時，應予原發明人以發明
專利。」
1994年專利法第41條：「公告中之發明，任何人認有違反第四條、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或第四項、第二十七條規定，或利害關係人認有不合第五條或第三十條規
定者，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內備具異議書，附具證明文件，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異議。」
2003年專利法修正，刪除異議制度。
1994年專利法第71條和第72條、第75條和1979年專利法第60條和第61條亦同。
1994年專利法第71條和第72條、第75條和1979年專利法第60條和第61條亦同。以專利申請案
未由專利申請權人共有人全體提出作為舉發事由首次規定於2003年專利法第67條。該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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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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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專利法修正，廢除異議制度，將提起異議事由與提起舉發事由之條文
（互惠規定、發明定義、新穎性、進步性、產業利用性、擬制新穎性、非法定適格
標的）合併於同法第67條，新增違反共有專利申請案由共有人全體提出申請（第12
條第1項）、違反說明書和申請專利範圍揭露事項（第26條）及違反說明書和申請
專利範圍修改超範圍事項（第49條第4項）之舉發事由，將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
舉發事由的舉發人資格由原為「有專利申請權人」修正為「利害關係人」 15。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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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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修法理由謂：「一、條次變更，本條為原條文第七十
一條移列。二、修正第一項。原條文第七十一條及第七十二條為依職權撤銷及提起舉發之法
定事由，配合異議程序廢除、提起異議與提起舉發法定事由結合，爰將可提起舉發事由之條
文合併於第一項規定。並將原條文酌為修正後，移列為修正條文第一項。三、第二項新增。
有關發明專利權由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提出申請及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未由共同申請權人提
出申請之情形，應僅限於有利害關係之人，始得提出舉發，而非任何人均可提出，爰將原條
文第七十二條第一項酌為文字修正後，移列修正條文第二項規定……」
惟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專訴字第115號行政判決則認為：「92年2月6日修正前專利法第71
條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專利專責機關應依職權撤銷其發明專利權，並限期追繳證
書，無法追回者，應公告證書作廢：……二、發明專利權人為非發明專利申請權人者。』，
是以專利法於92年2月6日修正前所列『發明專利權人為非發明專利申請權人』之撤銷專利權
事由，並未就共同發明人而僅由其中一人或部分之人取得專利權（即發明專利權人僅為專利
申請權共有人之一），抑或發明專利權人均不具專利申請權予以區分為不同撤銷事由，凡專
利權申請人適格有欠缺，即以上開事由予以撤銷。惟92年2月6日修正後施行之現行專利法則
已將二者區分為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不同撤銷事由，……」
第67條（全文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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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7條第2項於2003年修法之理由為：「有關發明專利權由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提出申請或
第十二條第一項未由共同專利申請權人提出申請之情形，應僅限於有利害關係之人，始得提
出舉發，而非任何人均可提出，爰將現行條文第七十二條第一項酌為文字修正後，移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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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於2006年公告之專利審查基準對此尚無明確說明；而智慧局於2008年8月出版之
專利法逐條釋義，就此修正之解釋為，「依2001年專利法第72條之原規定『前條第
二款之舉發，限於有專利申請權人。其他各款，任何人得附具證據，向專利專責機
關舉發之。』即指發明專利權人為非發明專利申請權人之舉發案，限於利害關係
人，除此之外所列事由中，共有之發明專利未由共有人全體提出申請，並未涉及到
專利要件，只是權利歸屬之爭執，因此主張專利權有此等情事而提起舉發者，亦應
始得為之 16。」似認為利害關係人通常是專利申請權人。
現行專利法第71條第2項規定同2003年專利法第67條第2項，以專利申請案未由
專利申請權人共有人全體提出或專利權人為非專利申請權人為由提出舉發者，限於
利害關係人始得為之。根據2013年和2014年版專利審查基準之說明，「利害關係
人，最典型之例為真正具有專利申請權之人或共有專利申請權之人。 …… 此外，舉
發人如為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之被告，因民事案件係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主張舉發
人侵害其專利權而生，系爭專利權有無得以舉發撤銷事由存在，關係到民事侵權責
任是否成立，故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之被告為舉發人，對系爭專利提起舉發，應認其
具利害關係，舉發人應檢附民事侵權訴訟相關起訴或判決等文件以證明其為適格之
利害關係人 17。」亦即，智慧局現已認為真正具有專利申請權之人或共有專利申請
權之人或是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之被告皆為現行專利法第71條第2項規定之利害關係
人。
綜上所述，在2003年專利法修法前，對於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異議或舉
發主體，無論是專利法條文或智慧局、中標局出版之專利審查基準皆將「利害關係
人」解釋成「有專利申請權人」；而在2003年專利法修法後，由於刪除異議制度並
將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主體原規定為「有專利申請權人」修改成「利害
關係人」，與1994年專利法新增之第72條第3項即現行專利法第72條：「利害關係
人對於專利權之撤銷，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於專利權期滿或當然消滅後，
提起舉發。」規定之「利害關係人」 18，是否應採相同解釋，非無疑義 19。

16
17
18

條文第二項規定。」
參見智慧局，專利法逐條釋義，2008年，163頁。
參見智慧局出版之2013年和2014版專利審查基準第5篇第1章第2.1.2節，5-1-2頁。
「利害關係人於專利權當然消滅後提起舉發，應提出其對於專利權之撤銷有可回復之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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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主體即「利害關係人」應解釋為真正具有
專利申請權之人或共有專利申請權之人，或更得包含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之被告（或
參加人），不惟與我國專利法歷來規定此舉發（和異議）事由之立法目的有關，抑
且在智審法於2008年7月1日施行後，因為智審法第16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與專利核
准後之舉發事由直接相關，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之被告和參加人亦得據以提起系爭專
利之無效抗辯，而與此等被告和參加人得否另案以相同事由提起舉發亦至為相關。

19

利益之相關證明文件，以資證明。例如於專利權當然消滅後提起舉發，舉發人主張其為專利
侵權民事訴訟不利判決之被告，而為利害關係人且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者，即應檢附民事
侵權訴訟相關判決等文件證明之。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最典型之例為專利權存續期間內曾
受侵權訴訟不利判決，而專利權之撤銷對於舉發人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者。至於專利權當
然消滅後，而專利民事侵權訴訟尚在進行中者，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規定，專利民事侵權
被告可於訴訟中進行無效抗辯，爭執專利權之有效性，故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中之被告於專利
權當然消滅後對系爭專利提起舉發，亦應認其具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是否有可回復之法
律上利益之認定，依舉發人所提證明文件形式上之主張認定，而不論其爭訟之結果對其有利
或不利。」參見2014版專利審查基準第5篇第1章第2.2.2節，5-1-5頁。
參見100年度第2次智慧財產實務案例評析座談會議紀錄，智慧局林希彥科長之發言：「因為
第68條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者也是規定利害關係人，對於同一部專利法使用相同的名詞（即
利害關係人）而言，應該要有相同的解釋，審查實務上審查官一般會認為得主張違反專利權
歸屬之舉發人應該要限於專利申請權人，但也有認為既然是民事侵權被告，就可以算是利害
關係人仍得依法主張。」
事實上所謂利害關係人可能是法律上的利害關係人或是事實上（經濟上）的利害關係人，例
如商標法第57條規定利害關係人得申請評定，商標法利害關係人認定要點規定下列之人為本
條規定之利害關係人：(一)因系爭商標涉訟之訴訟當事人。(二)與系爭商標相關之其他商標
爭議案當事人。(三)經營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競爭同業。(四)主張
其商標或標章與系爭商標相同或近似且為先使用之人，及其受讓人、被授權人或代理商。
(五)主張其註冊商標或標章與系爭商標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權人，及其被授權人或代理商。
(六)主張其姓名或名稱與系爭商標相同或近似之個人、商號、法人或其他團體。(七)系爭商
標之申請註冊，係違反商標權人與他人之契約約定者，該契約之相對人。(八)商標專責機關
以系爭商標為據，駁回其申請商標註冊案之申請人。(九)主張其商標與系爭商標相同或近
似，指定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尚繫屬於申請中之商標註冊申請人。(十)其他主張
因系爭商標之註冊，而其權利或利益受影響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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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上不當解釋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亦屬於得提出專利
申請權歸屬舉發事由之舉發人
按專利異議和舉發乃在採專利審查制度法制之國家，為彌補專利專責機關對專
利申請案審查之不足，防止其疏漏或錯誤起見，賦予一般公眾審查暫准專利權和核
准專利權之機會。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異議和舉發申請乃在彌補暫准專利權和核
准專利權的主體條件之欠缺，以符合專利法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
進產業發展之立法目的。
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異議和舉發事由之所由設，乃因不當授予非專利申請權
人以專利權而有對公眾行使排他權之風險，是以雖與公眾利益非無關聯，但因專利
權人非屬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者，常涉及私權紛爭 20，是以與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之利
益更加牽連。基此，我國歷來專利法皆將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異議和舉發主
體分別限於「利害關係人」和「有專利申請權人」，兩者概念相同，已如前述。準
此，2003年修法前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異議人資格乃「利害關係人」，實務上解
釋為「有專利申請權人」，與提起相同舉發事由之舉發人資格同，固無問題；但
2003年修法後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人資格稱為「利害關係人」，實務上
卻解釋為包含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以外之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致使此等當事人不惟
可以在專利侵權訴訟中，依照智審法第16條第1項之規定，對原告即名義上之專利
權人主張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無效抗辯，亦且可以相同事由，根據專利法第71條
第1項第3款和第2項之規定，向智慧局提起舉發。此造成僅因在專利侵權訴訟中成
為被告，即使非屬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卻可向智慧局提起舉發，主張專利申請權歸
屬爭議之舉發事由，此是否符合舉發制度中設計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事由之
20

常見情事為：(1)專利申請權遭竊占：常見者如下：剽竊他人創作，並提出專利申請；(2)專
利申請權有爭執：受雇人擅自或未依其與雇用人之約定，將其於職務上所完成之創作申請專
利（職務上發明）；雇用人將受雇人於非職務上所完成之創作申請專利（非職務上發明）；
出資人未依其與受託人之約定，將受託人受委託之研究開發成果申請專利；或受託人未依其
與出資人之約定，將其研究開發成果申請專利。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專訴字第115號行政判決認為：「又依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提起
舉發，並非任何人均可為之，僅限於利害關係人，所謂利害關係人，係指其現已存在之權利
或法律上之利益已受侵害之法律上利害關係，若僅具經濟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者則不
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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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目的，實屬可議。
對此，法院實務上有判決採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屬廣義利害關係人而得主張原
告之專利權涉及專利申請權歸屬的無效抗辯 21，亦有判決反而採專利侵權訴訟之被
告非即屬於狹義利害關係人，因而不得主張原告之專利權涉及專利申請權歸屬的無
效抗辯 22，更有判決採確認專利申請權不存在的專利確認訴訟之原告並非專利侵權
訴訟之被告，非屬狹義利害關係人，因而不得主張被告之專利權涉及專利申請權歸
屬的無效抗辯 23。
實務上在專利侵權訴訟中，被告 24依照智審法第16條第1項之規定，對原告即名
義上之專利權人主張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無效抗辯，並非罕見，但法院判決大都
或因被告所提其他可專利性無效抗辯成立而未認定此爭點 25，或因被告就此空言抗
辯而無提出理由而不採 26。惟此等被告都不見以相同事由就案件之相關專利提出舉
發者，此或許係因此等被告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本人或與其有關之人，所以舉證困
難所致 27。即使有專利申請權人以外之人以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為由提出舉發者，
亦尚未見有舉發成立者，例如以下四件案例：

21

22
23
24

25

26
27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上字第17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1號
民事判決。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字第39號民事判決。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民專上字第11號民事判決。
亦有見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參加民事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而成為參加人，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
爭議之無效抗辯而為法院認定成立者，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民專上字第16號民事判
決。
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民專上字第8號、102年度民專訴字第116號、102年度民專訴字第34
號、102年度民專訴字第8號、101年度民專訴字第118號、100年度民專訴字第68號、98年度
民專訴字第152號民事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字第39號民事判決、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1號民事判決。
除非極端的情形，例如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上字第17號民事判決的案例（系爭新型專利
之發明人和申請人登記為公司負責人，法院認為該公司負責人並無相關技術背景，真正發明
人為該公司負責人之夫），要證明專利權人「不是」系爭專利之真正專利申請權人，非僅消
極地主張發明人不具創造系爭專利技術之能力而專利權人無從依其與發明人間之法律關係取
得專利申請權而已，還要積極地主張發明人、專利申請權人乃另有其人，該人早已創造系爭
專利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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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新型專利公告號即證書號M284674「彈性透氣之織物」
專利權人甲公司曾於2007年2月間對乙公司提起侵害本新型專利之訴訟 28並獲得
勝訴判決，被告不服，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上訴而敗訴確定 29。乙公司於上訴審期
間（2009年9月23日）向智慧財產局，以專利權人甲公司非真正新型專利申請權人
為由，提起本新型專利之舉發申請。於前述二審民事判決後，智慧財產局作成舉發
審定書 30，基於舉發人乙公司乃專利權人甲公司提起之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 31，認
舉發人乙公司為利害關係人，得提起本舉發申請，惟其舉發理由無法證明其舉發事
由，故舉發不成立。本舉發審定書因舉發人乙公司未提起訴願而確定。
案例二：發明專利公告號即證書號I220901「聚醯亞胺積層板」
專利權人丙公司曾於2005年間對丁公司和其他被告提起侵害本發明專利之訴
32

訟 ，並因被告之產品未侵害本發明專利而獲得敗訴判決；原告不服，向台灣高等
法院台中分院提起上訴而敗訴 33；原告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判決 34廢棄二審判決
而發交智慧財產法院；智慧財產法院最後仍判決被上訴人即被告不侵權 35。丁公司
於被起訴前向智慧財產局，以專利權人丙公司非真正發明專利申請權人為事由之
一，提起本發明專利之舉發申請。於民事侵權案件上訴最高法院期間，智慧財產局
作成舉發審定書 36，認舉發人丁公司非狹義之利害關係人，或縱為廣義之利害關係
人而得提起本舉發申請，惟其舉發理由無法證明其舉發事由，故舉發不成立 37。本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台灣彰化地方法院96年度智字第1號民事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上字第10號民事判決。
參見2000年7月13日作成之(99)智專三(三)05055字第09920483280號舉發審定書。
參見證據2：97年度民專上字第10號專利權損害賠償事件之準備程序筆錄。
參見台灣苗栗地方法院94年度智字第2號民事判決。
參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6年度智上字第11號民事判決。
參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06號民事判決。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8號民事判決。
參見智慧局於2009年5月8日作成之(98)智專三(五)01058字第09820269750號舉發審定書。
舉發審定書理由謂：「查以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之舉發限利害關係人始得提起，此『利
害關係人』應指其專利申請權人而言，舉發人丁公司稱本件發明為專利權人丙之前手戊與己
財團法人合作開發，則己財團法人方為利害關係人，舉發人尚難稱就此一舉發來由有舉發人
之適格，縱然舉發人以己財團法人之被授權人身份而為利害關係人，然既未舉出任何證據以
其說，此部分尚難證明系爭專利違反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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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發審定書迭經舉發人丁公司提起訴願、行政訴訟仍被駁回而確定。
案例三：新型專利公告號即證書號M264276「海水淡化機」
舉發人戊公司向智慧財產局，以系爭專利之流程非名義上創作人己創作，該流
程之創作公司應為庚公司，專利權人辛非真正新型專利申請權人為由，提起本新型
專利之舉發申請。智慧財產局作成舉發審定書 38，以專利法第107條第1項第3款「新
型專利權人為非新型專利申請權人者」為舉發事由，限於利害關係人始可為之，依
現有資料觀之，無法證明戊與庚公司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故作成舉發不成立之審
定。本舉發審定書因舉發人戊公司未提起訴願而確定。本件專利未見有相關專利民
事侵權事件。
案例四：新型專利公告號即證書號M252961「一種智慧型定時器」
舉發人壬向智慧財產局，以專利權人癸公司非真正新型專利申請權人為由，提
起本新型專利之舉發申請。智慧財產局作成舉發審定書 39，以證據4 40即被舉發人癸
公司向鍵順三菱股份有限公司購買JY-8500電子多段式定時器2只之估價單推論被舉
發人並非系爭專利之專利申請權人，另證據5 41 僅具外觀，且為一般功能之簡單說
明，並無揭示具體之內部構造，相較系爭專利而言，尚不足以證明證據5等同於系
爭專利之發明，故仍無法證明系爭專利有違專利法第107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故
作成舉發不成立之審定。本舉發審定書因舉發人壬未提起訴願而確定。本件專利未
見有相關專利民事侵權事件。
綜上所述，智慧局公告之現行專利審查基準肯認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例如專
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得以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為由提出舉發，惟實務上，智慧
局難以自行認定舉發人所提涉及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事由為真 42，所以此類
舉發事由無法成立。是以，智慧局肯認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例如
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得以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為由提出舉發，不惟違反涉及
38
39
40

41
42

參見智慧局(97)智專三(五)01114字第09720240640號舉發審定書。
參見智慧局(96)智專三(三)04059字第09620689790號舉發審定書。
證據4為2004年1月19日被舉發人癸公司向鍵順三菱股份有限公司購買JY-8500電子多段式定
時器2只之估價單。
證據5為癸公司之SJ-Q150120段智慧型單相電源時間控制器型錄。
實務上智慧局常需藉助民事法院判決之認定，參見後註44，最高行政法院89年度判字第1752
號行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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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事由的設計目的，亦且難以解決冒名專利案之歸屬紛爭
問題。

三、容許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於訴訟中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
無效抗辯並得獨立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舉發案之問題
我國自制定專利法以來，即已規定異議和舉發成立確定後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之
申請權復權之規定，已如前述，是以我國2003年以前專利法規定提出專利申請權歸
屬之異議或舉發事由的異議人或舉發人資格，無論在解釋上和法條上皆限於有專利
申請權人，即與專利法上關於前述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之申請權復權之規定若合符
節。亦即，正因為專利法訂有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於異議和舉發成立確定後申請恢復
其申請權之規定，所以我國2003年以前專利法規定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異議或舉
發事由的異議人或舉發人資格限於有專利申請權人，方有實益。換言之，真正專利
申請權人以外之人，除處於被控侵權之狀態外，本無就與自身無利害關係之他人專
利權置喙之餘地，更無對之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異議或舉發案之動機和利益。
若如智慧局所指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之被告亦得視為現行專利法第71條第2項規
定之利害關係人，則該被告得依智審法第16條第1項之規定，提出基於現行專利法
第71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舉發事由的系爭專利權無效抗辯。但現實上，除真正權利
人以參加人身分參與訴訟程序，或以主參加訴訟原告身分開啟獨立訴訟程序 43，提
供系爭專利應歸其所有而非原告所有之積極證據外，被告所提原告不具系爭專利權
利人主體地位之消極證據，大都尚難為法院所採，已如前述。是以，在專利民事侵
權訴訟中，得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無效抗辯唯有在真正專利申請權人為訴訟參加的
情形下方有實益。
設若原告起訴主張被告侵害其專利權，訴訟期間被告不知系爭專利涉有專利申
請權紛爭而未提起專利申請權之無效抗辯，或雖知悉此情事但未能找尋並通知真正
專利申請權人為訴訟參加，法院判決被告抗辯不成立確定。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固然
得依專利法之規定，以專利申請權歸屬紛爭為由提起舉發案，但實務上智慧局常根

43

參見民事訴訟法第5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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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之見解 44，以此類專利申請權歸屬事件涉及私權紛爭，停止審
理舉發案，以待舉發人提出相關確定私權效力之調解、仲裁或判決文件以為憑斷：
或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依據其與被告間之私法上之法律關係，請求民事法院判決確認
原告為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或真正專利權人 45。是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非得循民事
訴訟程序，以確定其專利申請權歸屬。
對之，若原告起訴主張被告侵害其專利權，訴訟期間被告得知系爭專利涉有專
利申請權紛爭而提起專利申請權之無效抗辯，或能使法院確信名義上之發明人和
（ 或 ） 申 請 人 欠 缺 專 利 申 請 權 46， 或 能 找 尋 並 通 知 真 正 專 利 申 請 權 人 為 訴 訟 參
加 47，法院判決被告抗辯成立或不成立確定。於前者之情形，若當事人或法院得知
44

45

46

47

最高行政法院89年度判字第1752號行政判決：「專利專責機關審查申請案件，固須依同法第
五條、第七條、第八條等相關規定，審認申請人是否為專利申請權人，但並無確定專利申請
權作為私權究竟誰屬之效力。是專利專責機關依申請人提出之資料認定其為專利申請權人，
並其專利符合專利要件而為暫准專利之審定並公告後，利害關係人始主張其為專利申請權人
而申請人則非是，檢附證明文件提起異議者，即生私權誰屬之爭執，除依所附證明文件即足
推翻先前所為專利申請權人為申請人之認定外，專利專責機關不得就事涉私權爭執之專利申請
權人誰屬予以裁斷……雖被告為專利專責機關，對申請專利權之人是否為專利申請權人有
認定之職權，然其職權惟於該具體案件有權為之。於專利申請權人誰屬發生私權爭執時，並
無確定職權，自無從予以裁斷。」
參見司法院102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民事訴訟類相關議題」提案及研討結果第2
號，討論意見列有甲說：「肯定說——可以給付訴訟為請求」；乙說：「否定說——應駁回
某甲之訴」。初步研討結果：採乙說（否定說）。審查意見：多數採甲說，大會研討結果：
多數採甲說：本理由下的具體論述為：真正專利申請人於專利法第34條法定期間內為舉發或
復為申請，僅生能否擬制申請日，而可藉由撤銷該專利，進而重新申請專利之方式，取得該
專利之問題而已，即便已逾修正前專利法第34條之2年法定期間，而不得依該條規定再為舉
發，惟研發成果既經專利專責機關核准而得作為專利權之客體，已具私法上財產權之屬性，
真正之專利申請權人當然仍得選擇依不當得利、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等規定提起給付之
訴，請求冒充申請者返還該專利權，以維護其權利。
例如在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上字第17號民事判決的案例中，系爭新型專利之發明人和申
請人登記為公司負責人，法院認為該公司負責人並無相關技術背景，真正發明人為該公司負
責人之夫。反之，在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訴字第92號民事判決中，原告提起確認被告
之專利申請權不存在之訴，主張系爭新型專利創作人乃訴外人日人遠藤先生，而非前申請人
王先生，但法院經調查後不肯認此主張。
例如在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民專上字第16號民事判決的案例中，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參加民
事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而成為參加人，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無效抗辯而為法院認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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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為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應依照民事訴訟法第65條至第67條和第67條之1之規
定，通知該第三人參加訴訟，以利於紛爭一回性解決並維持確定判決之安定性。該
第三人亦得依照民事訴訟法第54條之規定，提起主參加訴訟 48；或另提起新訴。反
之，若該第三人未曾受通知參加訴訟，則得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之1以下關於第三
人撤銷訴訟之規定，請求法院撤銷前法院確定判決。待該第三人所提民事訴訟勝訴
判決確定後，得據以向智慧局申請變更權利人名義 49。
再者，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除提起專利申請權之無效抗辯外，再進一步基
於利害關係人之身分，以專利權歸屬之舉發事由提起舉發者 50，若經舉發、訴願或
行政訴訟而確定撤銷系爭專利權，且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因不知相關爭議而未及以
參加人身分參與相關行政救濟程序，則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尚無法於知悉後直接以前
述舉發復活專利權或民法上請求移轉或返還專利權之方式取得系爭專利；反而需透
過相關再審機制 51，以撤銷前作成撤銷系爭專利權的已確定之舉發審定、訴願決定
或行政訴訟判決，待舉發審定、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經撤銷確定後，智慧局始
得將系爭專利權復活。此種因修法理由不明確致使智慧局和法院過度解釋「利害關
係人」之範圍，卻增加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取得專利權的困難，對於真正專利申請權
人的權利保障並不周延。

48

49
50

51

立者。
有學者稱此條規定屬「特別的固有必要共同訴訟」，蓋其規定「以其當事人兩造為共同被
告」，雖屬於固有的必要共同訴訟之範圍，但與固有的必要共同訴訟，須以「訴訟標的對於
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為前提者有異」，故稱之。參見姚瑞光，民事訴訟法論，
2004年，121頁。
類推適用專利法第10條之規定。
此時，依註44所述最高行政法院行政判決之見解，舉發人可能尚須向民事法院另提消極確認
訴訟（確認被告即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但因其本無專利申請權，無
法提起積極確認訴訟（確認原告為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依目前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
1355號民事判決之見解，因原告即舉發人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無法影響其得否向智慧局申
請該專利之權利，所以原告於消極確認訴訟中不具有確認利益，法院會判決駁回原告的消極
確認訴訟。所以，舉發人無法獲得法院判決確認被告即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非真正專利申請
權人，智慧局即無從據此作成舉發成立之審定。
參見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3款、訴願法第97條第1項第1款、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
第1款，但注意再審之不變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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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國專利法關於專利申請權之規定
一、就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如何復權各國專利法規範各有不同
世界各國於專利法或相關法律就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是否得請求回復權利，約有
以下三類規定：

(一)設有法定期間之限制者
在專利公告後數年內（冒名申請人善意）或無期限限制（冒名申請人惡意），
真正權利人得以訴訟請求冒名專利權人移轉系爭專利權，例如德國 52、法國 53、荷
蘭 54、比利時 55，或以行政程序請求冒名專利權人移轉系爭專利權，例如英國 56；或
52

53

54

冒充申請是德國專利法第21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異議事由之一，可由受害人（injured
party）根據德國專利法第61條之規定，在系爭專利公告後9個月內提起異議。該「受害人」
或德國專利法第21條第1項第3款所稱之「他人」乃曾擁有發明本得提出專利申請進而獲得專
利之人，所以是發明的原始所有權人，不論其是否是發明的實際發明人。所以，得對被不法
核准之冒認申請提起異議之人乃擁有系爭發明的權利之人（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可以是實
際發明人或是其權利繼受人。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得依德國專利法第7條第2項之規定，在收到
異議決定確定後的1個月內，就系爭發明提出專利申請（重新申請），並享有前被異議專利
的優先權；也可以根據德國專利法第8條第4句之規定，得在異議決定確定後1年內（冒充申
請人善意）或無期限限制（冒充申請人惡意），透過訴訟請求冒充專利權人移轉系爭專利權
（概括接受）。
同樣地，冒認申請是德國專利法第22條第1項規定之無效事由之一，僅受害人得根據德國專
利法第81條之規定，在系爭專利公告後9個月異議期間以後或異議程序終結後提起無效審
判。惟此時真正專利申請權人無法如前述提出異議之情形，就系爭發明重新提出專利申請，
而是根據德國專利法第8條第3句之規定，在專利公告後2年內（冒充申請人善意）或無期限
限制（冒充申請人惡意），以訴訟請求冒充專利權人移轉系爭專利權（概括接受）。
法國工業產權法未採異議制度但有採無效審判制度，惟冒認申請並非無效事由，僅受害人得
根據法國工業產權法第611-8條之規定，在專利公告後3年內（冒充申請人善意）或專利期間
屆滿之日起3年內（冒充申請人惡意），以訴訟請求冒認專利權人移轉系爭專利權。
根據荷蘭專利法第78條第1項和第7項之規定，有權獲得專利之人，於冒充專利公告之日起5
年內（2009年修法前規定為「2」年，冒充專利所有人善意），或專利期限內（冒充專利所
有人惡意），得起訴請求獲得冒充專利之全部或一部。有權獲得專利之人亦得於冒充專利申
請案核准公告前，提出另一新的專利申請案；根據荷蘭專利法第11條後段之規定，冒充申請
案不構成破壞新的專利申請案之新穎性的前案；有權獲得專利之人提出另一新的專利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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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訴訟請求冒名專利權人移轉系爭專利權或撤銷系爭專利權，真正權利人於一定
期間未行使權利者，任何利害關係人始得提出無效主張，例如義大利 57；或於知悉
專利權授予及訴訟所依據之其他事實後1年內，真正權利人得以訴訟請求冒名專利
權人移轉系爭專利權，但專利所有人在專利權授予時或受讓專利權是係善意者，在
專利權授予3年後不得再提起訴訟，例如瑞典 58、芬蘭 59、丹麥 60。

55
56

57

58

59

60

並經核准專利後，根據荷蘭專利法第75條第1項e款和第3項規定，法院得依真正專利權人、
被授權人、質權人之請求，宣告冒充專利無效。
參見比利時專利法第9條。
根據英國專利法第37條第5項之規定，任何擁有或主張專利中或根據專利之所有人權益的
人，向專利局局長提出專利權歸屬的諮詢請求者，專利局局長不得作成移轉系爭專利之命
令，除非該請求在系爭專利公告之日起2年內為之，但登記為專利所有人之人在授予專利時
或接受移轉專利時明知其無資格取得專利者，不在此限。
義大利工業產權法第118條第3項規定，如果權利人以外之人獲得專利授予或註冊，該權利人
取得判決可以自註冊之日起將該專利或註冊證書移轉至其名下，或就以無權之人的名義取得
之專利授予或註冊主張無效。同條第4項又規定，權利人未利用同條第3項之規定者而自發明
專利、新型專利核准公告之日起2年後，任何利害關係人得提出無效主張。
瑞典專利法第52條第4項規定，以專利權授予非第1條規定的有資格取得專利之人為由提起訴
訟，僅能由主張有資格取得專利權之人提起。訴訟應在知悉專利權授予及訴訟所依據之其他
事實後1年內提出。若專利所有人在專利權授予時或受讓專利權是係善意者，在專利權授予3
年後不得再提起訴訟。
瑞典專利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若專利權被授予非第1條規定的有資格取得專利之人者，在有
資格取得專利之人提起的訴訟中，法院應移轉專利權予原告。關於起訴之期限，應適用第52
條第4項之規定。參見http://policy.mofcom.gov.cn/english/flaw!fetch.action?id=18647bf3-273145d7-8619-b0c57ba e9a19&pager.pageNo=7，最後瀏覽日：2015年8月12日。
冒充申請違反芬蘭專利法第1條第1項之規定，所以屬於芬蘭專利法第2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
異議事由，亦屬於同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無效事由。芬蘭專利法第52條第5項規定，
冒充申請無效訴訟只可由主張享有專利之人提起。此種訴訟應在主張享有專利之人知悉授予
專利和任何其他作為訴訟理由的情況後1年內提起。若專利權人在被授予或被轉讓專利時為
善意者，在授予專利逾3年後訴訟不得提起。芬蘭專利法第53條規定，主張享有專利之人提
起訴訟者，法院應將專利移轉至有權享有者，其訴訟時效同第52條第5項。芬蘭專利法第61
條第2項規定，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得提出無效抗辯，法院得停止訴訟程序，以待專利
有效性作成裁定。
冒充申請違反丹麥專利法第1條第1項之規定，所以屬於丹麥專利法第21條第2項第1款規定之
異議事由，亦屬於同法第52條第4項規定之撤銷事由。丹麥專利法第52條第4項規定，冒充申
請撤銷訴訟只可由主張享有專利之人提起。此種訴訟應在主張享有專利之人知悉授予專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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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專利權期間內皆可為之
瑞士聯邦發明專利法第26條第1項d款規定冒充申請是法院得確認專利無效之事
由之一；同法第28條規定，只有權利人有權根據第26條第1項d款規定提起訴訟。同
法第29條第1項後段規定，冒充申請已核准專利者，權利人得請求讓與專利權或者
對該專利權提起無效訴訟。俄羅斯聯邦民法典第1398條規定，任何人對於冒充申請
取得之專利，得在專利有效期間，向法院請求確認無效。
1992年修正中國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第66條時，刪除1984年細則第54條第3款
和第55條第3款關於申請人或專利權人不享有申請專利的權利可以作為駁回專利申
請或者宣告專利無效的理由的規定。主要原因在於只涉及申請專利的權利或者專利
權的歸屬問題，透過法定程序變更為真正享有申請專利的權利的人。對於專利權歸
屬糾紛，當事人可以向專利管理機構請求調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專利
管理機構的處理不是訴訟的前提和必經程序。專利法實施細則第86條規定，當事人
因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歸屬發生糾紛，已請求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調解或者向
人民法院起訴的，可以請求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中止有關程式。
中國大陸實務上有認為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歸屬糾紛適用「民法通則」規
定，訴訟期間為2年，從權利人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計算 61。惟亦有認為專
利權屬爭議是絕對權的確認之訴，不受訴訟時效限制 62。學說上有認為，真正專利
申請權人之請求屬於物權性質，無訴訟時效之適用 63。
日本專利實務在很早以前即注意到「冒認申請」 64（usurped application）的問

61

62
63
64

任何其他作為訴訟理由的情況後1年內提起。若專利權人在被授予或被轉讓專利時為善意
者，在授予專利逾3年後訴訟不得提起。丹麥專利法第53條規定，主張享有專利之人提起訴
訟者，法院應將專利移轉至有權享有者，其訴訟時效同第52條第4項。丹麥專利法第61條規
定，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得提出無效抗辯，若專利被撤銷，原告不得對被告主張權利。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1994）高經知終字第12號。參見崔國斌，專利法原理與案例，2012
年，492頁。至於消滅時效的起算日，有認為，(i)公告授予專利權之日起算：權屬糾紛後2
年；(ii)專利權終止之日起算：冒充申請為持續性侵害行為，時效起算點為侵權行為終了
時。參見尹新天，中國專利法詳解，2011年，89頁。
廣東珠海中院（2006）珠中法民三初字第14號。參見崔國斌，同前註，492頁。
參見尹新天，註60書，89頁。
東京地院2002年平成11年（ワ）第392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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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65並在特許法中制訂相當的規範，以保護被冒認者申請專利的權利。冒認申請指
非發明人就該發明在未繼受「獲得專利之權利」的情況下，擅自提起專利申請的行
為。根據日本2011年修正前的特許法規定，於發明專利申請人為非發明專利申請權
人及違反共同發明之申請義務（第38條）之專利申請案中，依特許法第49條第7款
規定，審查官應對該專利申請作出拒絕查定，但實務上此多為訓示規定，蓋審查官
無如同法官之調查權限，即使被冒認者（真正權利人，發明人或其權利繼受者）提
出證據，亦難以判斷獲得專利之權利的歸屬 66。再者，依特許法第123條第1項第6款
規定，若真正權利人亦於冒認申請案之申請日（若有優先權日，則指優先權日）之
65

66

按冒認專利申請由於特許廳審查的錯誤被授予專利權後的處理，日本歷史上的專利立法就此
都曾經做過明確規定：
日本最早的《特許法》，即1885年的《專賣特許條例》以法國專利法為藍本，同時吸收美國
專利法的實質審查原則和先發明原則，按照該條例第4條和第14條的規定，將他人已經作出
的發明申請專利的，構成專利無效的理由，先發明人可以從冒認申請人那裡直接取回專利權
（本文按：應該是類似法國現行智慧財產權法第L611-8條之規定）。
但1888年制定的《專利條例》廢除了該種救濟制度，而以冒認專利申請公開之後、真正權利
人的申請喪失了新穎性為理由，不再允許真正權利人取回專利權。
1899年的日本《特許法》，依據德國專利法而修改制定，沿襲了其1888年《專利條例》中的
這種制度。但日本1909年的《特許法》在堅持先發明原則的同時，首次引入了先申請原則，
規定因被冒認而無效的專利不因冒認申請而喪失新穎性，也就是說，真正權利人可以通過重
新申請獲得專利權。
1921年的《特許法》則放棄美國模式的先發明原則，完全採取了先申請主義。為了保護真正
權利人的利益，1921年的《特許法》曾經在第10條和第11條設計了申請日追溯制度，規定在
冒認專利申請情況下，真正權利人或者其承繼人提出的專利申請視為自冒認人專利申請之日
提出，因而不喪失新穎性，可以獲得專利權。
但這種制度在日本1959年重新制定現行特許法時被廢除了。被廢除的原因在於：一是日本特
許法立法者認為發明人已經受到了6個月新穎性喪失例外寬限期的保護（日本現行《特許
法》第30條第2項）；二是在冒認人提出專利申請之後、真正權利人提出專利申請之前就同
樣發明提出專利申請的第三人也需要保護。參見李揚、向娟娟，冒認申請專利處理研究，知
識產權，2011年，3期，11頁；張玲，日本專利法的歷史考察及制度分析，2010年，12-13
頁。
亦請參考劉國讚，專利實務論，2009年，195、200頁。Toshitaka Kudo, Criteria for the
Recognition of Inventors and the Procedure to Settle Disputes about the Recognition of Inventors,
p. 206. Available at http://www.iip.or.jp/e/e_summary/pdf/detail2005/e17_24.pdf (last visited June
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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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和公開日之前提出自己的專利申請案，依特許法第39條第6項規定，冒認申請案
不視為專利申請案，真正權利人提出發明專利申請案不因違反先申請原則而核駁，
仍可取得專利；其次，若真正權利人於冒認申請案之公開日之後始提出自己的專利
申請案，冒認申請案經公開或核准公告（指實用新案）即成為先前技術，真正權利
人僅能依特許法第30條第2項規定，在6個月內提出申請並主張違反本意公開之喪失
新穎性之例外的優惠期，方有機會取得專利。反之，若真正權利人未曾提出自己的
專利申請案，根據日本特許廳的實務，真正權利人可以向法院提起確認訴訟，得到
確定勝訴判決後，在冒認申請審查期間，真正權利人可以申請變更冒認申請案上之
申請人名義 67。
對之，冒認專利申請案已被授予專利權，真正權利人只能請求無效審判，撤銷
系爭專利（第123條第1項第6款）（平成21年（ワ）第297號），事關兩個以上的請
求 項 者 得 就 每 一 請 求 項 提 出 請 求 ， 亦 可 以 依 侵 權 行 為 法 則 （ 日 本 民 法 典 第 709
條），請求侵害專利申請權的損害賠償 68。
日本國內閣於平成23年（2011年）3月11日提出「特許法部分改正法案」，修
正特許法，加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的相關規定，隨後，日本內閣會議於2011年6月8
日公布修正日本特許法 69第74條 70和第123條 71第1項第2款、第4款，導入真正專利申
67

68
69
70

71

Kudo, id. at 206. 日本法院實務上，有原告以其具有發明者名譽權，聲請法院修正某一專利
申請案之發明人，參見Id. at 207左欄中；at 209右欄下。
RYO SHIMANAMI, THE FUTURE OF THE PATENT SYSTEM 17 (2012).
新法於2012年4月1日正式施行。
參見http://law.e-gov.go.jp/cgi-bin/idxselect.cgi?IDX_OPT=1&H_NAME=%93%c1%8b%96%96
@&H_NAME_YOMI=%82%a0&H_NO_GENGO=H&H_NO_YEAR=&H_NO_TYPE=2&H_N
O_NO=&H_FILE_NAME=S34HO121&H_RYAKU=1&H_CTG=1&H_YOMI_GUN=1&H_CT
G_GUN=1，最後瀏覽日：2015年9月4日。
中文翻譯：「（專利無效的審判）第123條
(1)專利符合以下各款之一時，就專利無效得請求專利無效審判。在此情況下，事關兩個以
上的請求項者，得就每一個請求項提出請求：
一、專利是對做出不符合第17條之2第3項規定的補正要件的專利申請（外文書面文件申
請除外）授予時。
二、其專利違反第25條、第29條、第29條之2、第32條、第38條或者第39條第1項到第4項
的規定而授予時（在該專利違反第38條規定的情況下，基於第74條第1項規定的請
求，具有該專利的專利權的移轉登記時除外）。

專利師︱第二十三期︱2015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20

請權人就冒認專利之專利移轉請求權和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就冒認申請取得之專利的
無效審判專屬請求權。修正後的專利法則規定，前述情況真正權利人可對該專利權
人請求讓與專利權。該讓與專利請求權需透過訴訟主張，勝訴時依勝訴判決，根據
特許法第74條之規定，向日本特許廳申請讓與專利權登記 72 。2011年特許法修正
前，日本學者有認為僅在發明人與冒認申請人之間存在委任契約、事務管理等關係
時，發明人才有權利請求移轉獲得專利之權利或專利權 73。

(三)限於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於期限內提出新申請案者
有些國家或區域專利法規定，發明人之發明創作被他人冒充申請專利者，該發
明人後來亦需於一定期間內提出另一申請案，方得取代冒充申請案之地位，例如歐

72

73

三、其專利違反條約而授予時。
四、其專利係對不符合第36條第4項第1款或者第6項（第4款除外）規定要件的專利申請
而授予時。
五、有關外文書面文件申請的專利申請書中附帶的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中記載
的事項，不屬於外文書面文件記載事項範圍內時。
六、該專利對該發明無權取得專利者提出的專利申請而授予時（基於第74條第1項規定的
請求，具有該專利的專利權的移轉登記時除外）。
七、在獲得專利後，該專利人依第25條規定而成為不能享有專利權的人，或者該專利違
反條約時。
八、對專利申請附帶的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的訂正違反第126條第1項但書或第5
項至第7項（含第120條之5第9項或第134條之2第9項中的準用情況）、第120條之5第
2項但書或第134條之2第1款但書規定而取得專利權。
(2)只有利害關係人（以前項第2款（僅限專利違反第38條規定的情況）或前項第6款的理由
請求專利無效審判時，為有權獲得專利的權利者）可以提出專利無效審判請求。
(3)即使在專利權消滅後，得請求進行專利無效審判。
(4)審判長收到專利無效審判請求後，須將該情況通知該專利權的專用實施權人及其他對該
專利擁有已登記的權利者。」參見智慧局提供之日本特許法中文翻譯本，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544584&ctNode=7127&mp=1，最後瀏覽日：2015年9
月4日。
參見日本特許法施行規則第四十条の二。其中文譯文為：「第四十條之二 根據專利法第七
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的專利權轉移之請求，應取決於認定為自己所擁有的獲得專利之權利的
持分而為。」
參見田村善之著，周超等譯，日本知識產權法，2011年，3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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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74、英國 75、美國 76、日本 77、韓國 78。此外，也有國家規定，真正專利申請權人
74

75

76

歐洲專利公約第61條第1項規定，如果根據最終決定，確認申請人以外之人有權取得歐洲專
利（細則第16條：在最終決定後3個月內且專利申請案尚未核准），則此人可以根據施行細
則向EPO（細則第14條：應中止系爭申請案之核准；細則第15條：中止期間不得撤會專利申
請案和會員國之指定）為以下行為：a)代替申請人，作為自己的申請案，繼續進行專利申請
程序；b)對同一發明提出新的歐洲專利申請案（細則第17條：原申請案自新申請案之申請日
起視為撤回；細則第78條：若第三人提供證據）；或c)要求駁回該申請。
英國專利法第37條第4項、第5項和第9項規定，任何擁有或主張專利中或根據專利之所有人
權益的人，於系爭專利公告後的任何時間（但專利公告2年後，其救濟方式受有限制，詳後
述），得請求專利局局長或法院認定系爭專利被授予非真正權利人，並基於根據專利法第72
條以下之規定的請求，撤銷無權授予專利之人所有之系爭專利，專利局局長或法院得命令提
出請求之人或其權利繼受人提出新的專利申請案（該新的專利申請案應在該命令之訴願期間
經過後（未提訴願）或該命令確定之日起（有提訴願）3個月內提出，該3個月期間得由英國
專利局局長裁量延長或縮短之，參見英國專利法細則R.20(2)-(4) R.108(1)）；該新的專利申
請案不得加入新事物（參見英國專利法第76條第1項b款），該新的專利申請案享有與系爭專
利案相同之申請日，但不得命令移轉系爭專利；若在系爭專利公告之日起2年後，該請求不
得為之。但登記為專利所有人之人在授予專利時或接受移轉專利時明知其無資格取得專利
者，不在此限。
對之，任何主張具有一發明中之權利的人，得在專利核准前（包括專利申請案申請前）的任
何時間，針對其是否有資格就該發明被授予專利，根據專利法第8條，向專利局局長提出諮
詢申請。若原專利申請案被撤回、核駁或修正，專利局局長，在符合專利法第8條第3項第b
款、c款的情形下，得命令該諮詢者提出另一新的專利申請案（替代申請案）（該新的專利
申請案應在該命令之訴願期間經過後（未提訴願）或該命令確定之日起（有提訴願）3個月
內提出，該3個月期間得由英國專利局局長裁量延長或縮短之，參見英國專利法細則R.20(2)(4) R.108(1)）。替代申請案不得加入新事物（參見英國專利法第76條第1項b款）。
英國專利法第72條第1項b款和第2項規定，法院或專利局局長得依專利所有人之請求，撤銷
無權授予專利之人所有之專利；若在系爭專利公告之日起2年後，該請求不得為之。但登記
為專利所有人之人在授予專利時或接受移轉專利時明知其無資格取得專利者，不在此限。
在美國發明法（AIA）於2013年3月16日施行前，根據美國舊專利法第135條之規定，在冒名
申請案提出後，未顯名之發明人得提出具有相同請求項且顯名正確發明人之另一後申請案，
以向專利訴願暨牴觸委員會（BPAI）開啟牴觸程序（Interference Proceeding）；在牴觸程序
期間，USPTO要決定，在諸專利申請人（或一專利申請人和一專利權人）間，誰是首先發
明申請專利之發明者。USPTO在更正系爭專利或賦予專利申請案以正確之發明人後即終止
牴觸程序。
在AIA於2013年3月16日施行後，根據美國新專利法第135條之規定，在冒名申請案提出後，
未顯名之原始發明人得提出具有與先申請案中已核准或已公開之請求項相同或實質相同的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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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撤銷冒充專利確定後的一定期間內，就系爭發明另行提出一新的專利申請案，並
享有前被異議專利的優先權，例如德國 79。
綜上所述，世界多數國家專利法皆規定，只有真正權利人方得於專利公告後數

77

78

79

求項且顯名正確發明人之另一後申請案，於與先申請案中之請求項首次公開（美國專利申請
案 的 公 開 或 指 定 美 國 之 PCT 專 利 申 請 案 的 公 開 ， 參 見 37 C.F.R. Section 42.403, Federal
Register, Vol. 77, No. 176, Tuesday, September 11, 2012）後1年內，向專利審判暨上訴委員會
（PTAB）開啟溯源程序（Derivation Proceeding）；在溯源程序期間，USPTO要決定，在諸
專利申請人（或一專利申請人和一專利權人）間，誰是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真正發明者。
USPTO在更正系爭專利或賦予專利申請案以正確之發明人後即終止溯源程序。
2011年特許法修正前，真正申請權人於冒認申請案之申請日（若有優先權日，則指優先權
日）之後和公開日之前始提出新申請案者，不違反先申請原則；或於冒認申請案之公開日後
的6個月內提出新申請案者，不違反先申請原則，亦適用新穎性優惠期之規定。簡言之，真
正申請權人至遲於冒認申請案公開後6個月內提出新申請案，方有實益。2011年特許法修正
後（特許法第39條6項已刪除），真正申請權人於冒認申請案之申請日（若有優先權日，則
指優先權日）之後和公開日之前始提出新申請案者，已違反先申請原則，真正權利人可能終
究無法取得專利，因為已違反先申請原則。惟真正權利人得於冒認申請核准專利後，訴請名
義上之專利權人移轉專利權。
韓國專利法第35條規定，無權取得專利者，韓國智慧財產審判庭依照同法第133條第1項第2
款規定而撤銷無權者之專利時，真正申請權人後來提出之申請案，其申請日早於無權者提出
之專利申請案公告後2年內或者在終局判決確定後30日內者，真正申請權人之申請案視為於
無權者提出專利申請案之申請日時提出。
韓國專利法第34條規定，在無權取得專利之人（無權者）提出專利申請案審查期間，除無權
者提出的申請案被駁回後30日後，法定權利人始提出專利申請案外，法定權利人後來提出的
專利申請案視為在無權者提出的申請案之申請日時提出申請。惟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提出之專
利申請案的說明書、圖式和請求項所載發明必須包含於無權者前所提出之專利申請案所載發
明之中，方屬合法；否則，未包含者將無法主張享有相同申請日。參見韓國專利審查基準，
英 文 版 ， 2013 年 ， 116 頁 ， http://www.kipo.go.kr/upload/en/download/Patent_Examination_
Guidelines.pdf，最後瀏覽日：2015年9月10日。
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得依德國專利法第7條第2項之規定，在收到異議決定確定後的1個月內，
就系爭發明提出另一專利申請案，並享有前被異議專利的優先權。若該另一專利申請案經核
准取得專利，專利期限（term）自該另一專利申請案的申請日起算，而非回溯冒充申請案之
申請日，此與歐洲專利公約第61和76條的規定（新申請案視為於冒充申請案的申請日提出）
不同。若冒充申請案經撤回或提出異議前冒充申請案經放棄者，真正專利申請權人無權提出
另 一 專 利 申 請 案 。 參 見 MAXIMILIAN HAEDICKE & HENRIK TIMMANN, PATENT LAW — A
HANDBOOK ON EUROPEAN AND GERMAN PATENT LAW 29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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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冒名申請人善意）或無期限限制（冒名申請人惡意），以訴訟或行政程序請
求移轉冒充專利或以提出新申請案的方式取得冒充專利案之所有權。至於單純撤銷
者，多數國家限於真正權利人或被授權人、質權人得以訴訟請求之，只有俄羅斯規
定任何人均得為之。基此，我國專利法第71條第2項規定之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
議之舉發人資格稱為「利害關係人」，實務上卻解釋為包含非專利申請權人，例如
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造成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主體資格不當擴大，與
我國專利法上關於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之申請權復權之規定產生扞格，亦與世界各國
專利法之規定背道而馳，並非妥適。

二、歐美日各國專利法關於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提起無效
抗辯之相關規定
在智慧財產侵權事件與智慧財產撤銷（或廢止、無效）事件，就智慧財產有效
性之判斷，有結合審查原則與分別審查原則二種不同立法例。所謂結合審查原則係
指，在智慧財產侵權事件，關於智慧財產權之有效性判斷，由民事訴訟法院一併審
理、判斷，此為多數國家之立法趨勢，不僅是美國，歐洲各國如英國、法國、瑞
士、義大利、比利時、瑞典、丹麥、芬蘭等，亦均由民事法院一併審查專利侵權與
專利有效性之問題 80。本文分別就相關歐美國家的具體規定簡述如下：

(一)英

國

英國專利法第37條第4項、第5項和第9項規定，任何擁有或主張專利中或根據
專利之所有人權益的人，於系爭專利公告後的任何時間（但專利公告2年後，其救
濟方式受有限制，詳後述），得請求專利局局長或法院認定系爭專利被授予非真正
權利人，並基於根據專利法第72條以下之規定的請求，撤銷無權授予專利之人所有
之系爭專利，專利局局長或法院得命令提出請求之人或其權利繼受人提出新的專利
申請案 81，該新的專利申請案享有與系爭專利案相同之申請日，但不得命令移轉系
80

81

沈冠伶，智慧財產民事訴訟當事人之程序利益保護，收錄於智慧財產訴訟制度相關論文彙
編，2010年，164頁。
該新的專利申請案應在該命令之訴願期間經過後（未提訴願）或該命令確定之日起（有提訴
願）3個月內提出，該3個月期間得由英國專利局局長裁量延長或縮短之，參見英國專利法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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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專利；若在系爭專利公告之日起2年後，該請求不得為之，但登記為專利所有人
之人在授予專利時或接受移轉專利時明知其無資格取得專利者，不在此限。英國專
利法第72條第1項b款和第2項規定，法院或專利局局長得依專利所有人之請求，撤
銷無權授予專利之人所有之專利；若在系爭專利公告之日起2年後，該請求不得為
之。但登記為專利所有人之人在授予專利時或接受移轉專利時明知其無資格取得專
利者，不在此限。專利侵權和專利有效性得由相同法院，在相同訴訟程序（當被告
提出無效抗辯時）、在分別但同時的訴訟程序（當被告提起專利無效反訴時），或
分別的無效訴訟程序中處理 82。

(二)法

國

法國工業產權法未採異議制度但有採無效審判制度，惟冒充申請並非法國工業
產權法第L613-25條規定之無效事由之一，但歐盟專利申請案指定法國而取得法國
專利效力者，若有冒充申請之情事，屬於法國工業產權法第L614-12條規定而適用
歐盟專利公 約第138條第1項第e款之無效事由 。受害人得 根據法國工 業產權法第
L611-8條之規定，在專利公告後3年內（冒充申請人善意）或專利期間屆滿之日起3
年內（冒充申請人惡意），以訴訟請求冒認專利權人移轉系爭專利權。法國無專利
無效訴訟之專屬法院。專利侵權和專利有效性得由相同法院，在相同訴訟程序（當
被告提出無效抗辯時）、在分別但同時的訴訟程序（當被告提起專利無效反訴
時），或分別的無效訴訟程序中處理。實務上，超過9成的專利侵權民事案件中，
被告提起專利無效反訴 83。

(三)荷

蘭

冒充申請違反荷蘭專利法第11條之規定，亦屬於荷蘭專利法第75條第1項e款規
定之專利撤銷事由；同法第75條第3項規定，只有權利人有權根據第26條第1項e款
規定提起無效訴訟。權利人也可根據荷蘭專利法第78條第1項和第7項之規定，於荷

82

83

則R.20(2)-(4) R.108(1)。
Katrin Cremers et al., Patent Litigation in Europe, September 2013, p. 18, available at
http://ftp.zew.de/ pub/zew-docs/dp/dp13072.pdf (last visited June 12, 2015).
Cremers et al., id.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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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專利授予之日（或歐洲專利授予通知公告之日）起5年內提起請求專利之所有權
的訴訟。但專利所有人在專利權授予時或受讓專利權時已知或應知其無權利者，不
在此限。專利侵權和專利有效性得由相同法院，在相同訴訟程序（當被告提出無效
抗辯時）、在分別但同時的訴訟程序（當被告提起專利無效反訴時），或分別的無
效訴訟程序中處理 84。

(四)瑞

士

瑞士聯邦發明專利法第26條第1項d款規定冒充申請是法院得確認專利無效之事
由之一；同法第28條規定，只有權利人有權根據第26條第1項d款規定提起訴訟。同
法第29條第1項後段規定，冒充申請已核准專利者，權利人得請求讓與專利權或者
對該專利權提起無效訴訟。專利侵權和專利有效性得由相同法院在相同訴訟程序
（當被告提出無效抗辯時）中處理 85。

(五)義大利
義大利工業產權法第118條第3項規定，如果權利人以外之人獲得專利授予或註
冊，該權利人取得判決可以自註冊之日起將該專利或註冊證書移轉至其名下，或就
以無權之人的名義取得之專利授予或註冊主張無效。同條第4項又規定，權利人未
利用同條第3項之規定者而自發明專利、新型專利核准公告之日起2年後，任何利害
關係人得提出無效主張。專利侵權和專利有效性得由相同法院在相同訴訟程序（當
被告提出無效抗辯時）中處理 86

、 87

84
85

86
87

。

Cremers et al., id. at 27.
CMS, International Patent Litigation Guide, May 2013, p. 91, available at
http://www.cmslegal.com/patentswithoutborders/patentlitigationwithoutborders/pages/default.aspx
(last visited Sept. 22, 2013).
CMS, id. at 57.
See Matthew L. Cutler, International Patent Litigation Survey–A Surve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ent Litigation in 17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s, 2008, p. 43, available at http://blog.hdp.com/wpcontent/uploads/2009/08/60549706_1.PDF (last visited Sept. 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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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比利時
冒充申請違反比利時專利法第8條之規定，所以屬於比利時專利法第49條第1項
第4款規定之專利撤銷事由。專利侵權和專利有效性得由相同法院，在相同訴訟程
序（當被告提出無效抗辯時）、在分別但同時的訴訟程序（當被告提起專利無效反
訴時），或分別的無效訴訟程序中處理 88。

(七)瑞

典

瑞典專利法第52條第4項規定，以專利權授予非第1條規定的有資格取得專利之
人為由提起訴訟，僅能由主張有資格取得專利權之人提起。訴訟應在知悉專利權授
予及訴訟所依據之其他事實後1年內提出。若專利所有人在專利權授予時或受讓專
利權是係善意者，在專利權授予3年後不得再提起訴訟。專利侵權和專利有效性得
由相同法院，在相同訴訟程序（當被告提出無效抗辯時）、在分別但同時的訴訟程
序（當被告提起專利無效反訴時），或分別的無效訴訟程序中處理 89

、 90

(八)丹

。

麥

冒充申請違反丹麥專利法第1條第1項之規定，所以屬於丹麥專利法第21條第2
項第1款規定之異議事由，亦屬於同法第52條第4項規定之撤銷事由。丹麥專利法第
52條第4項規定，冒充申請撤銷訴訟只可由主張享有專利之人提起。此種訴訟應在
主張享有專利之人知悉授予專利和任何其他作為訴訟理由的情況後1年內提起。若
專利權人在被授予或被轉讓專利時為善意者，在授予專利逾3年後訴訟不得提起。
丹麥專利法第53條規定，主張享有專利之人提起訴訟者，法院應將專利移轉至有權
享有者，其訴訟時效同第52條第4項。丹麥專利法第61條規定，專利侵權民事訴訟

88
89
90

CMS, supra note 85, at 11.
參見瑞典專利法第61條之規定。
參見Cutler, supra note 87, at 72: “The accused infringer would have to file a separate action for
invalidation of the patent. However, the Stockholm District Court has exclusive jurisdiction to hear
both patent infringement and patent invalidity cases. As a main rule, an infringement action and a
corresponding invalidity action shall be handled in the same proceedings and decided in one and
the same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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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被告得提出無效抗辯，若專利被撤銷，原告不得對被告主張權利。

(九)芬

蘭

冒充申請違反芬蘭專利法第1條第1項之規定，所以屬於芬蘭專利法第25條第1
項第1款規定之異議事由，亦屬於同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無效事由。芬蘭專
利法第52條第5項規定，冒充申請無效訴訟只可由主張享有專利之人提起。此種訴
訟應在主張享有專利之人知悉授予專利和任何其他作為訴訟理由的情況後1年內提
起。若專利權人在被授予或被轉讓專利時為善意者，在授予專利逾3年後訴訟不得
提起。芬蘭專利法第53條規定，主張享有專利之人提起訴訟者，法院應將專利移轉
至有權享有者，其訴訟時效同第52條第5項。芬蘭專利法第61條第2項規定，專利侵
權民事訴訟之被告得提出無效抗辯，法院得停止訴訟程序，以待專利有效性作成裁
定。

(十)美

國

根 據 1952 年 修 正 前 的 美 國 專 利 法 ， 未 被 正 確 註 明 發 明 人 ， 包 含 未 加 入
（nonjoinder）和錯誤加入（misjoinder），會因同法第102條(f)款和第111條的規定
而無效，但1952年修正美國專利法實施第256條關於發明人之更正的規定後，由於
未正確註明發明人而引起的專利無效風險因而大幅減少 91。關於真正發明人對於冒
充申請案之權利以及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對於冒充專利案之抗辯，美國專利法
有以下規定：

1.前AIA時期
在美國發明法（America Invent Act, AIA）於2013年3月16日施行前，真正發明
人若要取回他人竊占而在先申請之專利申請案或後來核准之專利，須於該在先申請
案公開後1年內或在該在先申請案核准專利頒證後1年內，提出具有相同或實質相同
標的之請求項的另一在後申請案，方得向專利訴願暨牴觸委員會（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s, BPAI）開啟牴觸程序（Interference Proceeding）；在牴觸
程序期間，USPTO（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要決定，在諸專利
91

Janice M. Mueller著，陳超等譯，專利法，3版，2013年，166-1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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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或一專利申請人和一專利權人）間，誰是首先發明申請專利之發明者。
USPTO在更正系爭專利或賦予專利申請案以正確之發明人後即終止牴觸程序。
若真正發明人未曾向USPTO提出專利申請案，則依據美國自19世紀以來的聯邦
訴訟實務，真正發明人無法請求法院移轉冒充專利至其名下 92，但州法院傳統上卻
依其權限肯認得移轉冒充專利至真正發明人 93。
在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中，被告得以下述方法挑戰系爭專利之發明人資格
（inventorship）：(1)被告得以系爭專利（按：於2013年3月16日申請的專利）違反
美國專利法第102條(f)款（未列名正確發明人）為由提起專利無效抗辯。被告透過
discovery程序發現，例如列名發明人事實上未發明申請專利之發明，或未列名發明
人對申請專利之發明有貢獻而應加入系爭專利之發明人。如此之證據可用於聲請根
據美國專利法第102條(f)款之簡易判決（summary judgment），或因未能加入未列名
之發明人作為原告之一而駁回原告之訴，或因未能識別所有之發明而構成不正行
為，致使系爭專利無法行使（unenforceable） 94。對之，原告即專利權人亦得提出衡
平法上的懈怠（latches）原則抗辯，主張未列名發明人怠於行使更正發明人之權
利。對此，為對抗原告提出懈怠原則抗辯，被告得主張原告違反潔淨之手（clean
hands）原則，例如原告曾有防止未列名發明人得知專利申請案之嚴重不正行為，而
該不正行為致使訴訟爭議延遲提出 95。
原告亦得提出衡平法上禁反言（equitable estoppel）原則抗辯，主張真正發明人
92

93

94

95

See Kennedy v. Hazelton, 128 U.S. 667, 672 (1888). Patents that are “not supported by the oath of
the inventor, but applied for by one who is not the inventor, [are] unauthorized by law, and void.”
Id. 但有相反見解，Becher v. Contoure Laboratories, Inc. 279 U.S. 388 (1929); Saco-Lowell
Shops v. Reynolds, 121 F.2d 587 (4th Cir. 1944); Richardson v. Suzuki Motor Co., 868 F.2d 1226,
1250 (Fed. Cir. 1989).
See Kevin M. Mason, Does a Patent Reassignment Remedy for Technology Misappropriation
Leave the True Inventor Holding an empty Bag?, 66(4) ST. JOHN’S L. REV. Article 8 (1993),
available at http://scholarship.law.stjohns.edu/lawreview/vol66/iss4/8 (last visited June 30, 2015).
參見THOMAS M. MORROW, CHALLENGING INVENTORSHIP IN PATENT LITIGATION, HIPLA FALL
INSTITUTE GALVESTON 8 (2012).
參見Flora M. Amwayi, Elizabeth A. Laughton & Michael R. McGurk, Correcting Inventorship
During Litigation: When, Why, How, p. 3. Available at http://www.finnegan.com/resources/articles/
articlesdetail.aspx?news=3d0d18ae-6313-4ee6-b6ce-69287d4e9014 (last visited June 3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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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此事實，曾以誤導方式與專利權人聯繫此事；專利權人信賴真正發明人的行為
或不行為；若允許真正發明人主張與早先行為不一致的請求，專利權人會招致重大
損害 96。

2.後AIA時期
根據美國新專利法第135條之規定，在冒名申請案提出後，未顯名之原始發明
人得提出具有與先申請案中已核准或已公開之請求項相同或實質相同的請求項且顯
名正確發明人之另一後申請案，於與先申請案中之請求項首次公開 97後1年內，向專
利 審 判 暨 上 訴 委 員 會 （ Patent Trail and Appeal Board, PTAB ） 開 啟 溯 源 程 序
（Derivation Proceeding）；在溯源程序期間，USPTO要決定，在諸專利申請人（或
一專利申請人和一專利權人）間，誰是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真正發明者。USPTO在更
正系爭專利或賦予專利申請案以正確之發明人後即終止溯源程序。
在AIA於2013年3月16日施行後，因美國專利法第102條(f)款已刪除，專利侵權
民事訴訟的被告似可改用美國專利法第101條以及第115條主張系爭專利之發明人資
格（inventorship）不適格 98。

(十一)日

本

日本專利法第104條之3並未具體限定列舉專利權存在何種無效理由得為被告提
出之抗辯事由；日本最高裁判所也沒有具體案例對這類的無效理由進行類型化，使
得法院和學者對此有不同的理解。在2011年日本特許法修法前，有學者認為，只有
96
97

98

同前註。
美國專利申請案的公開或指定美國之PCT專利申請案的公開。參見37 C.F.R. Section 42.403,
Federal Register, Vol. 77, No. 176, Tuesday, September 11, 2012.
參見Dennis Crouch, “With 102(f) Eliminated, Is Inventorship Now Codified in 35 U.S.C. 101?
Maybe, but not Restrictions on Patenting Obvious Variants of Derived Information,” October 4,
2012, available at http://patentlyo.com/patent/2012/10/with-102f-eliminated-is-inventorship-nowcodified-in-35-usc-101.html (last visited June 9, 2015).
Dennis Crouch, “The Removal of Section 102(f)’s Inventorship Requirement; the Narrowness of
Derivation Proceedings; and the Rise of 101’s Invention Requirement,” October 5, 2012, available
at http://patentlyo.com/patent/2012/10/crouch-101-invention-requirement.html (last visited June 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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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請求專利保護的範圍與公知技術同一、專利權明顯缺乏新穎時，被告才能進行當
然無效抗辯 99，但另有法官和學者認為，原則上所有的無效理由，法院都可以審
理 100

、 101

。

至於專利權無效審判非適格請求人，亦即涉及專利違反共有規定或為冒認申請
者之無效審判請求權人即具有獲得專利之權利之人以外之人，是否能夠於專利訴訟
中提出相同事由之無效抗辯，非無爭論。根據2011年修正前（即2003年版）日本特
許法第123條第2項之規定，在冒認專利申請、違反共有專利申請的情況下，只有利
害關係人才能提出專利權無效審判請求，已如前述。則現實上的問題是︰在專利權
侵權訴訟中，上述利害關係人以外的第三人是否能夠提出無效抗辯？對此問題，有
日本學者採否定見解 102。但日本知識產權高等法院高部法官持肯定見解，認為從本
不應當由原告獲得的專利權及其權利行使的判例理論來看，不一定要使無效抗辯和
專利權無效審理程序完全一致，這樣一來，雖然從2011年修正前的日本特許法第
104條之3中「根據專利權無效審判」的語句來看，難以直接得出利害關係人以外的
人可以提出當然無效抗辯，但據此還是可以解釋出利害關係人以外的人也有主張的
可能性。在上述特定情況下，如果不允許利害關係人以外的第三人在專利權侵權訴
訟中提出當然無效抗辯，則冒認專利權人可以要求被告進行損害賠償，獲得本不應
當獲得的賠償金，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由於判例理論上的權利濫用說，使彈性的
判斷成為可能，因此這種情況下，與其讓被告主張該法第104條之3的抗辯，倒不如
讓其基於判例理論的權利濫用論來解決 103

、 104

99
100
101
102
103
104

。

參見田村善之，智慧財產權法，2010年，5版，272頁。
參見高部真規子，智慧財產權訴訟——今後的課題（上），2007年，14-22頁。
參見中山信弘，特許法，2010年，319頁。
參見同前註，321頁。
參見高部真規子，實務詳說特許關系訴訟，2011年，184頁。
有學者肯認高部法官的上述主張，認為依日本專利法第104條之3的規定：「專利權根據專利
權無效審判應當被認定為無效」雖然限定了在冒認專利申請等情況下提出無效審判的請求人
的適格性，但並沒有因此而限定可以提出當然無效抗辯的被告主體資格，因此雖然在專利權
無效審判程序中不能成為適格請求人，但由於專利權無效審判程序和專利權侵權訴訟程序屬
於兩種性質不同的程序，在專利侵權訴訟中則完全可以成為當然無效抗辯的適格主體。如此
理解的好處在於，可以使侵權訴訟中的當事人雙方實現訴訟地位平等，否則，基於專利權有
效性推定的原告將處於有利地位。參見李揚，日本專利權當然無效抗辯原則及其啟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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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2011年日本修正特許法，於第104條之3加入第3項 105，使得侵害專利權
或專利專屬實施權訴訟之被告，即使非得對該發明專利請求專利無效審判者，亦得
依第1項規定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
綜上所述，除比利時外，歐洲各國專利法皆明文規定，唯有真正權利人方得以
訴訟或行政爭訟程序撤銷或無效冒充專利案，是以唯有當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
亦為真正權利人時，方得以專利申請權歸屬為由提起專利無效抗辯。至於美國，由
於冒充申請案和專利案欠缺真正發明人之宣誓和簽名，除得分別由真正發明人向
USPTO申請更正冒充申請案之發明人 106或向法院聲請更正之 107以外，真正發明人只
能透過適時提出另一案專利申請之方式取得專利權 108，而無法向法院請求移轉冒充
專利案之所有權。不過，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仍得以系爭專利之發明人資格違
反AIA以前之美國專利法第102條(f)款或AIA以後之美國專利法第101條和第115條，
基於美國專利法第282條之規定，對系爭專利主張涉及專利申請權歸屬之專利無效

105

106
107

108

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1期，2012年1月，172頁。
日本特許法第104條之3之中文翻譯：「第104條之3 (1)在專利權或專用實施權的侵權訴訟
中，該專利應該依專利無效審判或該專利權的存續期間的延長登記應該依延長登記無效審判
被認定無效，專利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不能向對方行使權利。(2)如果認定前項規定的攻擊
或防禦方法是以不當拖延審理的目的提出，則法院可以依申請或職權做出駁回的決定。(3)
第123條第2項但書的規定，對該發明專利得請求專利無效審判者以外的人，不妨礙其依第1
項規定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參見智慧局提供之日本特許法中文翻譯本，https://www.
tipo.gov.tw/ct.asp?xItem=544584&ctNode=7127&mp=1，最後瀏覽日：2015年9月4日。
美國專利法第116條。
美國專利法第256條。本條處理兩種發明人資格的錯誤：「錯誤加入」（misjoinder）和「未
加入」（nonjoinder）。在前AIA時期，這兩種發明人資格的錯誤以不同方式處理：若為
「未加入」錯誤，發明人應列名而未列名，且未列名的發明人部分有欺詐意圖（deceptive
intent）者，此錯誤無法更正；此時專利權人負有舉證無欺詐意圖之責。雖然提起本條之訴
的原告需證明「可更正性」（correctability），但推定具有善意，除非具有說服力的證據顯
示其有欺詐意圖。在後AIA時期，專利權人不再需要證明未列名的發明人部分無欺詐意圖。
涉及列名發明人有欺詐意圖的案件（包括涉及「錯誤加入」的案件）亦會落入不正行為
（inequitable conduct）的規範。法院若認專利權人之行為錯誤嚴重到屬於不正行為的程度
者，無論未列名發明人是否善意，系爭專利可被視為無執行力（unenforceable）。參見
Amwayi, Laughton & McGurk, supra note 95, at 3.
美國專利法第135條（溯源程序）、第291條（溯源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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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辯。較為特別的是，日本特許法第104條之3第3項則規定，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
被告，即使非得對系爭專利請求專利無效審判者，亦得依第1項規定提出攻擊或防
禦方法，其問題詳如後述。

肆、我國實務上不當解釋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亦屬於得
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舉發事由之舉發人的可能原因
綜觀智慧局2003年修正專利法第67條之理由及其於現行專利審查基準之解釋，
我國2003年修正專利法第67條第2項規定之「利害關係人」的解釋似與日本平成13
年（2003年）修正之特許法第123條第2項之規定 109同。
109

日本平成15年（2003年）修正之特許法第123條之中文譯文：
「（專利無效審判）第123條
(1)專利符合以下各款之一時，就專利無效得請求專利無效審判。在此情況下，事關兩個以
上的請求項者，得就每一個請求項提出請求：
一、（略）
二、其專利違反第25條、第29條、第29條之2、第32條、第38條或者第39條第1項到第4項
的規定而授予時（在該專利違反第38條規定的情況下，基於第74條第1項規定的請
求，具有該專利的專利權的移轉登記時除外）。
三～五（略）
六、該專利對該發明無權取得專利者且未繼受權利者提出的專利申請而授予時。
七（略）
八（略）
(2)任何人均得提出專利無效審判請求。但以前項第2款（僅限專利違反第38條規定的情況）
或前項第6款的理由請求專利無效審判時，只有利害關係人可以提出專利無效審判請求。
(3)（略）
(4)（略）」
在2003年日本專利法修訂，舉發審判制度被修改了，准後異議制度被廢止。關於新的舉發審
判制度，於2003年11月日本特許廳宣布一供實施此新制度的指南。此指南的某些點係關於在
一舉發審判中舉發人與專利權人所採取的舉發程序，現拮取精華且摘要如下。1.請求舉發審
判的期間：即使在專利權屆期（特許法第123條第1項第3項）後，仍可請求舉發審判，關於
此方面，之前的與新的舉發審判制度並無差別。2.舉發人：除了若舉發理由關於專利權之歸
屬是不符合共同發明申請（joint application）或申請經竊用來的專利申請案之情況下，只有
利害關係人能申請舉發審判（特許法第123條第2項）外，任何第三人得請求舉發審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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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特許法歷來關於無效審判請求人之主體資格的規定曾經數度修正。1921年
特許法規定，無效審判請求人限於利害關係人或審查官（第84條第2項）。然 而
1959年特許法修正時將此項限制刪除，將條文以無主詞之被動語態方式敘述（2003
年修正前之第123條第1項）。實務上，日本特許廳並未審查無效審判請求人之主體
資格。但日本東京高等法院認為，只有利害關係人可以請求無效審判 110。根據2003
年修正特許法第123條第1項和第2項之規定，任何人可以請求無效審判，但專利違
反共有規定或為冒認申請者，只有利害關係人可以請求無效審判 111。此乃因應異議
制度（涉及事項與公共利益有關，不包含專利違反共有規定或為冒認申請者，任何
人皆得請求 112）之廢除，並以無效審判取而代之，鬆綁一般無效審判請求人之主體
資格而限制涉及專利違反共有規定或為冒認申請者之無效審判的請求人之主體資
格 113。2011年修正後特許法規定，只有具有獲得專利之權利之人可以請求涉及專利
違反共有規定或為冒認申請者之無效審判。此項規定乃在避免專利由第三人請求無
效審判而被撤銷，並與同法第74條修正允許真正權利人請求冒認申請人移轉專利權
之規定達成一致 114。亦即，不許任由第三人就冒認申請請求無效審判，以免對真正

110
111

112

113

114

如，一真實的共同申請人、真實發明人、或製造或使用如同專利發明的相同設備或方法的一
當事人會被視為「利害關係人」。參見2003年8號道法法訊(160)。
中山信弘，特許法，2版，英文版，2012年，267頁。
現行韓國專利法第133條第1項有類似的規定：專利註冊公告後3個月內，任何人得以任何法
定無效事由（第2款即無權取得專利者除外），利害關係人得基於本條項第2款之事由提起無
效審判。利害關係人乃法律上會受系爭專利挑戰之人，包含：使用相同發明、製造或販賣相
同設備或產品之人；使用相同發明方法、製造或販賣相同設備或產品之人，或依商業性質預
期會使用專利製程之人；於受無效審判之發明取得專利時在線在或將來受有不利益之人，預
計製造或販賣系爭產品之人，或因系爭專利而被韓國智慧財產局拒絕授予專利之人。專利被
授權人即非屬利害關係人。參見韓國智慧財產局，Understanding the Patent Ac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2007年，161、175頁，http://www.kipo.go.kr/upload/en/download/Understa
nding_the_Patent_Act_of_the_Republic_of_Korea.pdf，最後瀏覽日：2015年9月10日。
中 山 信 弘 ， 工 業 所 有 權 法 （ 上 ） 特 許 法 ， 2 版 ， 增 補 版 ， 英 文 版 ， 2000 年 ， Section 3,
Subsection 1, Item 2。
一般無效審判請求事涉特許廳作成之行政處分之不法性，與公益較為相關，不應限制其請求
主體資格；但涉及專利違反共有規定或為冒認申請者之無效審判與私權紛爭有關，較似民事
訴訟，應以民事訴訟之原則決定其請求主體資格。參見中山信弘，註110書，269頁。
參見中山信弘，註110書，2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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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人得請求冒認申請人移轉專利權之權利形成障礙。
本 文 料 想 智 慧 局 於 2003 年 修 正 專 利 法 第 67 條 當 時 ， 應 係 參 考 日 本 平 成 15 年
（2003年）版之特許法第123條第2項之規定，將2001年專利法第71條和第72條關於
以專利權人為非專利申請權人為由提出舉發者限於「有專利申請權人」的規定放寬
至「利害關係人」 115。惟智慧局此種放寬專利申請權歸屬之舉發主體適格之修正和
解釋，不免因舉發人的資格不限於真正專利申請權人 116，造成系爭專利可能被真正
專利申請權人以外之人舉發而撤銷確定，因而不利於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依此條文申
請舉發，再依專利法關於專利申請權復活的規定，或依民法上之規定，取回其專利
申請權或專利權，已如前述，對於真正專利申請權人的權利保障並不周延。

伍、本文之建議
參照前述歐美日各國專利法或相關法律之規定，除俄羅斯聯邦民法典外，並無
允許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或被授權人、質權人以外之第三人提起撤銷冒充專利案或確
認其無效者。我國專利法第71條第2項規定之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人資
格稱為「利害關係人」，實務上卻解釋為包含非專利申請權人，例如專利侵權訴訟
之被告，造成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主體資格不當擴大，無法與專利法上
關於前述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之申請權復權之規定相互配合。本文建議，參考日本
2011年修正之特許法第123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我國專利法第71條第2項之「利害
關係人」應修正為「有專利申請權人」 117，回復如同2001年專利法第72條第1項之
規定；在專利法未修正前，或可修訂專利審查基準與專利法逐條釋義之相關規定和
解釋，將本條項之「利害關係人」限定為「有專利申請權人」，以使法院和社會公
眾正確理解本條項之立法目的。

115

116

117

專利申請案未由全體共有人提出申請為舉發事由者亦首次規定於2003年修正專利法第67條，
並限於「利害關係人」始得為之。
舉發人提起舉發的動機可能基於法律上的利害關係，例如前述案例一、二的專利侵權訴訟之
被告，或事實上的利害關係，例如前述案例三、四的商業上競爭者。
日本特許法第123條第2項但書稱「有權獲得專利的權利者」。世界大多數國家專利法亦有類
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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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相較於前述歐美國家專利法之規定，有利於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取回權
利，我國專利法第35條規定，舉發成立確定後真正專利申請權人須於他人提出冒充
申請案公告後2年內回復申請權，而不論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是否知悉該冒充申請案
之存在以及冒名申請人是否善意，一律課予真正專利申請權人監視該冒充申請案是
否核准之義務，亦應檢討修正。
至於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是否得根據智審法第16條第1項 118前段之規定，
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無效抗辯，依據大多數國家專利法之規定，唯有真正專利申
請權人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確認無效或撤銷訴訟之適格原告，所以非真正專利申請
權人之侵權被告似不得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無效抗辯。但亦有少數國家如美國和
日本之專利法規定，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之侵權被告亦得提出此抗辯。如前所述，
在美國前AIA時期，專利侵權民事訴訟的被告得以系爭專利（按：於2013年3月16日
申請的專利）違反美國專利法第102條(f)款（未列名正確發明人）為由提起專利無
效抗辯；在後AIA時期，因美國專利法第102條(f)款已刪除，專利侵權民事訴訟的被
告 似 可 改 用 美 國 專 利 法 第 101 條 （ 以 及 第 115 條 ） 主 張 系 爭 專 利 之 發 明 人 資 格
（inventorship）不適格。日本2011年修正後特許法第104條之3第3項規定，侵害專
利權或專利專屬實施權訴訟之被告，即使非得對該發明專利請求專利無效審判者，
亦得依第1項規定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
依目前我國法院和智慧局對於專利法第71條第2項之「利害關係人」的寬泛解
釋，專利侵權民事訴訟被告，雖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亦可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
無效抗辯。法院若肯認者，雖可滿足被告對於正義之要求，但卻戕害真正專利申請
權人之權益。蓋該被告或其他第三人得藉此法院肯認無效抗辯成立之機，進而就系

118

本條項應係參考日本2004年特許法第104條之3而來。參見許金釵等九人，日本行政訴訟暨智
慧財產訴訟制度考察報告，2013年，209頁。日本2004年特許法第104條之3：「在有關侵害
專利權或專利實施權之訴訟中，如認該專利權應依專利無效審判程序判定為無效時，該專利
權人或專利實施權人對於對造，不得行使其權利。
關於前項所定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如認其係以不當遲延審理為目的而提出時，法院得依聲請
或職權，裁定駁回之。」參見黃麟倫，日本智慧財產法院及行政訴訟新制考察報告，2005
年，附錄三：日本關於裁判所法一部修正之法律（平成十六年法律第一百二十號），102
頁。
日本特許法第104條之3則是參考美國法制而來。參見許金釵等九人，前揭報告，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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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專利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舉發申請案，促使智慧局認定其聲明成立而撤銷系爭
專利權。則除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曾因訴訟前知悉或訴訟後受告知 119而參與前專利侵
權民事訴訟之程序，使法院確認其具有權利外，真正專利申請權人率皆不知該舉發
申請案之繫屬，以致無法知悉或及時參加後續行政爭訟程序，不利於其保護自己利
益 120，殊為不妥。
本文以為，我國專利法第71條第2項之「利害關係人」若修正為「有專利申請
權人」，或至少將本條項之「利害關係人」解釋成僅為「有專利申請權人」者，為
滿足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當事人，依照智審法第16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提出專利
申請權歸屬之無效抗辯的可能，除被告已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誰屬，並通知其參加
訴訟外，法院若基於被告之此無效抗辯理由，可得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誰屬，應職
權通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 121。準此，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參加訴訟者，必能提供系
爭專利應歸其所有而非原告所有之積極證據，較之被告至多僅能提供原告不具系爭
專利權利人主體地位之消極證據，更有利於法院審理該無效抗辯是否成立，亦能藉
此確定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具有系爭專利權之權利。對之，設若智審法第16條仿照加
入日本2011年修正後特 許法第104條之3第3項之規定，使 專利侵權民 事訴訟之被
告，即使無權對系爭專利提起專利申請權之舉發案，亦得依第1項規定提出攻擊或
防禦方法，雖可便於被告提出多樣抗辯理由，抵抗原告之侵權主張，但除被告直接
或間接自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處取得系爭專利應歸其所有而非原告所有之積極證據
外，法院似難有效審理此無效抗辯是否成立，亦無助於藉此決定真正專利申請權人
誰屬 122。

119
120

121
122

參見民事訴訟法第65條至第67條之1之規定。
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若能於系爭專利被舉發成立確定前參加行政爭訟程序，即能依照專利法第
35條規定申請回復系爭專利之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或依民法上之規定，取回其權利。
參見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之規定。
即使如實務上發生之案例，夫本為創作人卻提出專利申請案，於申請書中將妻登記為創作人
和申請人。此新型專利有漏列創作人夫及誤列非創作人妻之事實，但此非專利得撤銷之事
由；申請人和專利權人登記為妻，乃未能顯示其專利申請權之由來。此權利不明之瑕疵，於
專利申請階段，充其量僅影響申請日之取得（此乃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1篇第2章之規定，舊
基準之規定於申請日之取得則無影響）；於專利公告後，似屬於專利申請權爭議之舉發事
由。惟依本案例事實，系爭創作或有屬於職務上創作之可能，使得專利申請權歸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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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如同在傳統侵害實體物之所有權的訴訟中，原告舉證其為所有人，被告之行
為侵害其權利並造成損害，被告得抗辯原告非所有權人，該物所有權人乃另有其
人 123；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專利權者，必先舉證：(1)其為專利權人，以及(2)被告
有侵害其專利權之行為。就舉證事項(1)而言，原告通常附上專利證書以資說明。若
被告對於原告之舉證事項(1)有所質疑，必須提出系爭專利權人乃另有其人之反證，
此本不待智審法第16條之規定而得為法理上之當然解釋。尤其依智審法第16條之立
法理由：「 …… 按智慧財產權原屬私權，其權利有效性之爭點，自屬私權之爭執，
由民事法院於民事訴訟程序中予以判斷，在理論上即無不當。」民事法院審理專利
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的無效抗辯，其判斷方式無異於行政法院判斷專利舉發案之有
無理由；差別在於前者的判斷僅有個案效，而後者的判斷有對世效。實則，專利侵
權民事訴訟之被告依智審法第16條第1項抗辯原告非所執專利權之真正專利權 人
者，於相對應的專利舉發事件 124中，實務上智慧局多依賴民事法院之確定判決以決
定系爭專利權誰屬 125。是以，此類冒充專利之歸屬爭議悉先由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向
民事法院請求確認或移轉（或精確應稱「返還」 126）系爭專利申請權和（或）專利

123

124
125
126

或者創作人夫亦有移轉專利申請權予公司負責人即妻之明示或默示意思表示。法院逕認妻與
夫之間並未就系爭專利申請權有任何協議或讓與之合意。故系爭專利申請權應歸屬於夫，妻
並非契約所約定之專利申請權人，亦非專利申請權之受讓人，稍嫌速斷。參見智慧財產法院
97年度民專上字第17號民事判決認為：「足見系爭專利申請當初，丁○○純因不便以自己名
義申請，即直接以上訴人為創作人而提出專利申請，上訴人與丁○○之間並未就系爭專利申
請權有任何協議或讓與之合意。故系爭專利申請權應歸屬於丁○○，上訴人並非契約所約定
之專利申請權人，亦非專利申請權之受讓人。因此，被上訴人以系爭專利有專利法第107條
第1項第3款所定情事，主張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之原因等語，於法有據。從而，系爭專利為丁
○○所創作，該專利申請權應屬於其所有，因此，上訴人並非系爭專利之專利申請權人，而
有專利法第107條第1項第3款之應撤銷原因，上訴人於本件民事訴訟中不得對於被上訴人主
張新型專利之權利。」
法院於前訴訟程序中形式審查原告訴之聲明，或許難以發現原告之權利欠缺，不會以當事人
不適格為由，裁定駁回本案。
參見專利法第71條第1項第3款。
參見註44。
若智慧局依法院之確定判決變更系爭專利之專利申請權人和專利權人名義有溯及效力者，系
爭專利即為返還真正權利人；對之，若權利人名義變更無溯及效力者，系爭專利即為移轉真
正權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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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待判決確定後，持之提出於智慧局待決的專利舉發案，以為審查官判斷，或向
智慧局申請變更系爭專利權利人名義 127。設若僅為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而非屬
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者，民事法院或於前訴訟程序中形式審查原告訴之聲明時，發現
原告之權利欠缺，而以當事人不適格為由，裁定駁回本案；或於實質審查原告在實
體法上之權利時，發現原告之權利欠缺，原告又無法積極證明系爭專利權之誰屬，
而以訴無理由，判決駁回本案。是以，僅為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而非屬真正專
利申請權人，卻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的舉發案者，必得另行起訴請求確認或移轉
（或返還）系爭專利申請權和（或）專利權，以為智慧局審查該舉發案之依據；若
無真正申請權人參加訴訟，本民事確認或給付訴訟對於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而言，
即無實益。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若我國專利法第71條第2項為前述修正後，智審
法第16條不必參照日本2011年修正後特許法第104條之3第3項之規定為修正，只要
妥善運用民事訴訟法有關告知訴訟之規定，亦能有效處理被告提出的專利申請權歸
屬之無效抗辯。

陸、結

論

我國2003年專利法修法後，將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主體原規定為
「有專利申請權人」修改成「利害關係人」，智慧局於現行專利審查基準中，將專
利民事侵權訴訟之被告視為現行專利法第71條第2項規定之利害關係人，使得法院
肯認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亦屬利害關係人，而得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之無效抗
辯；若然成立，被告繼而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案，因而有非真正專利申
請權人使系爭專利經舉發確定而被撤銷之可能。此造成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
舉發主體資格不當擴大，不利於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依專利法上關於申請權復權之規
定，取回系爭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殊為不妥。當務之計乃修正我國專利法第71條
第2項之「利害關係人」為「有專利申請權人」，回復如同2001年專利法第72條第1
項之規定；在專利法未修正前，或可修訂專利審查基準與專利法逐條釋義之相關規
定和解釋，將本條項之「利害關係人」限定為「有專利申請權人」，以使法院和社

127

類推專利法第10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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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公眾正確理解本條項之立法目的。準此修正，若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當事人，依
照智審法第16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無效抗辯，可妥善運用
民事訴訟法有關告知訴訟之規定。亦即，若被告已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誰屬，應通
知其參加訴訟外，法院亦得應職權通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使得真正專利申請權人
參加訴訟而提供系爭專利應歸其所有而非原告所有之積極證據，較之被告至多僅能
提供原告不具系爭專利權利人主體地位之消極證據，更有利於法院審理該無效抗辯
是否成立，亦能藉此確定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具有系爭專利權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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