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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日本空間設計申請 
暨審查介紹 
—— 內裝意匠篇 

徐銘夆* 

壹、前 言 

按原意匠1法規定，意匠，係指「物品（含物品之部分）之形狀、花紋、色彩或

其結合……能夠引起視覺上美感者2」因此只有物品外觀才能成為意匠法保護對象。

此外，對於同時使用且整體具統一性之複數物品，雖能以一意匠提出組物意匠申

請3，不過若是家具及生活日用品的組合與配置；或是牆面與地板等裝飾所構成的室

內設計，由於這些並非組物意匠所規範的複數物品，且不符合一意匠一申請原則4，

此前無法做為保護對象。 

                                                        
DOI：10.3966/221845622020070042005 
收稿日：2020年3月31日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高級審查官。本文相關論述僅為一般研究性之探討，不代表任職單位

之意見。
 

1 我國專利法中之「設計專利」，在日本稱「意匠」，本文對於日本制度的描述係依日本用語。 
2 意匠法第2條第1項。 
3 意匠法第8條：「就同時使用之兩個以上的物品，而構成由經濟產業省令規定的物品（以下稱

『組物』）的意匠，其組物整體具有統一性時，得以一意匠提出申請，取得意匠登錄。」（我

國專利法中之「成組設計」，在意匠法稱「組物意匠」，本文對於日本制度的描述係依日本用語） 
4 意匠法第7條：「意匠登錄申請必須按照由經濟產業省令規定的物品的分類，就每一意匠各

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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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日的設計不僅除了產品外觀，若從體驗設計的角度觀察，透過商店設計

也同樣能形塑出獨創性外觀，並提供高品質的服務設計，日本在2019年爰將建築物

意匠及內裝意匠5（室內設計、交通工具內裝）納入保護對象，連同圖像設計與關聯

意匠的規定鬆綁，本次意匠法修正號稱是明治時代之後的最大改革，這項舉措適用

於今（2020）年4月1日之後所提出的意匠申請案，本文將以「內裝意匠」為題介紹

相關申請暨審查規範。 

 
Apple Store日本表參道店6 

貳、意匠法修正介紹 

這次意匠法的修正，除了原先本就可做為保護對象之「物品」外觀外，亦將內

裝意匠納入組物意匠的範疇，舉凡家具及生活日用品的組合與配置；或是牆面與地

板等裝飾所構成的內裝意匠若符合一定要件者，得視為一意匠取得意匠登錄，其立

法例新增如下： 

表1 日本內裝意匠立法例一覽表 

意匠法第8條之2  

構成商店、辦公室或其他設施的內部設備及裝飾（下稱

「內裝」）的物品、建築物及圖像設計之意匠，若內裝整體

具統一美感，得以一意匠提出申請，並可取得意匠登錄。 

                                                        
5 我國所稱「室內設計」，在意匠法稱「內裝意匠」，本文對於日本制度的描述係依日本用語。 
6 特許廳，産業構造審議会知的財産分科会意匠制度小委員会第17回意匠審査基準ワーキング

グループ「内装の意匠」に係る意匠審査基準の改訂について（案），2020年10月23日，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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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內裝意匠的申請 

一、「意匠物品」欄之記載7 

以內裝意匠提出意匠申請時，「意匠物品」欄必須記載為「○○內裝」，此外

意匠物品的具體用途亦必須明確，例如包含多樣化空間的設施，申請人要盡量在

「意匠物品」描述到圖式所揭露的內裝意匠用途。例如「意匠物品」欄記載「旅館

內裝」，基於一般旅館係由複數空間所構成，僅藉由這樣描述，尚無法瞭解究為旅

館大廳或是客房的內裝意匠，因此正確記載方式應為「旅館之大廳內裝」或「旅館

之客房內裝」，表2是「意匠物品」欄所允許的記載例示，但不以此為限8。 

表2 意匠物品記載例示一覽表 

分 類 「意匠物品」欄例示 

商業及辦公空間 

 餐廳內裝、咖啡廳內裝、辦公室之主管室內裝、雜貨店內 
 藥房內裝 
 家具中心內裝、服裝店內裝、鞋店內裝 
 珠寶店內裝、樂器店內裝 
 書店內裝、汽車展示間內裝 
 理髮店內裝、洗衣店內裝 
 旅行社內裝、樣品屋內裝 
 金融機構內裝、電影院座椅內裝 
 遊戲中心內裝、保齡球館內裝 
 健身房內裝、飯店房間內裝 
 日式旅館浴室內裝 

居住空間 

 住宅之客廳內裝、住宅之廚房內裝、住宅之臥室內裝 
 住宅之浴室內裝 
 住宅之廁所內裝 

教育、醫療空間 
 學校之教室內裝、補習班用自習室內裝 
 診療室內裝、手術室內裝、病房內裝 

                                                        
7 特許廳，意匠審查基準第Ⅳ部第4章 内装の意匠，2020年3月19日，5頁。 
8 同前註，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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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意匠物品」欄例示 

交通空間 

 機場之航站大廳內裝、機艙內裝、地鐵站台內裝 
 觀光列車內裝、車站之大廳內裝、巴士內裝 
 客船航站之大廳內裝、客船之客房內裝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意匠物品說明」欄之記載
9 

申請人若無法透過「意匠物品」欄記載內裝意匠的具體用途時，可在「意匠物

品說明」欄補充，例如在同一空間內具有複合用途的內裝意匠，「意匠物品」欄可

記載該內裝意匠的主要用途，至於其他用途可於「意匠物品說明」欄記載10，相關

例示請參考表3所示。 

表3 具有複合用途的內裝意匠記載例示11 

【意匠物品】 辦公室內裝 

【意匠物品說明】
該室內除了辦公室外，在同一空間另設有咖啡廳，用來做為員工休憩及

討論公事之用 

三、「意匠說明」欄之記載12 

可隨用途、功能而在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產生變化的內裝意匠，如果單

憑圖式仍無法瞭解其變化順序或變化態樣者，應於「意匠說明」欄中記載13。 

四、圖式揭露方式 

由於內裝意匠的繪圖方式和過往的物品意匠有所不同，申請人有以下幾項重點

必須留意14。 

                                                        
9 意匠法施行規則様式第2［備考］第40-42條參照。 
10 特許廳，註7文，6-7頁。 
11 同前註。 
12 意匠法施行規則様式第2［備考］第8條參照。 
13 特許廳，註7文，7頁。 
1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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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圖式中至少應揭露地板、牆壁或天花板其中之一者，以符合「內部該當性」

（詳後述）。 

(二) 內裝意匠只需揭露設施的內部外觀，不必然要把整個建築物繪製出來，值得一

提的是，內裝意匠的圖式揭露原則上是從空間內部的視角出發（圖1、圖2），

並以此揭露包圍人的空間，這與物品意匠的揭露方式有所不同（圖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1 內裝意匠圖式揭露方式 

一點透視 兩點透視 三點透視 

   

圖2 內裝意匠透視投影圖法1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3 物品意匠圖式揭露方式 

                                                        
15 特許廳，意匠登録出願の基礎（建築物‧内装），2020年3月，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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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只要在不影響意匠的範圍內，允許以不同製圖法揭露 

除了正投影圖外，亦可搭配平面圖、複數立體圖，或是透過不同方向的視圖揭

露內裝意匠，圖4~圖7為相關的繪製例示。 

 

 
【立體圖1】 

 
【立體圖2】 

 
【立體圖3】 

 
【立體圖4】 

 
【立體圖5】 

 
【立體圖6】 

 
【立體圖7】 

 
【立體圖8】 

 
【立體圖9】 

【俯視圖】 【俯視參考圖】 

【意匠物品】飲茶店內裝 
【意匠物品說明】該內部係由用餐空間和廚房組成，並且在兩者邊界設有隔板 
【意匠說明】 俯視參考圖中的每個箭頭表示各視點的位置和方向，其中的數字分別對應於

立體圖1至9中的數字，俯視圖中的綠色是用來明確表示整體形狀的背景 

圖4 透視圖法繪製例示16 

                                                        
16 特許廳，意匠登録出願の願書及び図面の記載の手引き，2020年3月12日，1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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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天花板俯視圖】  

 
【省略前壁前視圖】 

 
【省略前壁左視視圖】 

 
【省略前壁後視圖】 

 
【省略前壁右視視圖】 

 
【飲食空間立體圖1】 

 
【飲食空間立體圖2】 

 
【廚房空間立體圖1】 

 
【廚房空間立體圖2】 

【意匠物品】飲茶店內裝 
【意匠物品說明】該內部係由用餐空間和廚房組成，並且在兩者邊界設有隔板 
【意匠說明】 省略天花板俯視圖，省略前壁前視圖、後視圖、左側視圖、右側視圖的綠色是

用來明確表示整體形狀的背景 

圖5 省略前壁及天花板繪製例示17 

                                                        
17 同前註，1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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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視圖】 

 
【右側視圖】 

 
【仰視圖】 

 
【左側視圖】 

 
【自左斜上方觀察透視圖】 

 
【自右斜上方觀察透視圖】 

 
【自左側面觀察透視圖】 

 
【自右側面觀察透視圖】 

 
【表示透明部分參考圖1】 

 
【表示透明部分參考圖2】 

【意匠物品】服飾店內裝 
【意匠說明】表示透明部分參考圖1及表示透明部分參考圖2施以淡灰色的部分為全透明 

圖6 透視圖法及正投影圖法繪製例示18 

                                                        
18 特許廳，註16文，1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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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視圖】 

 
【B-B’線展開圖】 

 
【C-C’線展開圖】 

 
【A-A’線展開圖】 

 
【D-D’線展開圖】 

 
【省略右側壁及天花板立體圖】 

 
【圖像設計圖】 

【意匠物品】戶外用品店內裝 
【意匠物品說明】 該內部主要是開設在購物中心的戶外用品店內部，圖像設計圖所揭露之

圖像可用來導覽所有品牌的產品，其中包括未在店內上架的商品，另外

也可以訂購並查詢商品庫存 
【意匠說明】實線表示部分為「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 

〈特徵記載書〉 
【意匠特徵】 該內部視對戶外活動愛好者提供相關商品，例如登山或露營等，省略右側壁

及天花板立體圖的牆壁具有植物花紋，旨在提醒使用者在戶外時的使用場景 

圖7 內裝意匠構成物中含有圖像設計的繪製例示19 

                                                        
19 特許廳，註16文，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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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徵記載書 

特徵記載書有助於瞭解申請人創作意匠的主觀意圖，本次意匠審查基準修正也

鼓勵申請人可提交特徵記載書供做審查參考，惟特許廳審查官只會審酌能從申請

書20及圖式所能導出的內容21。 

肆、內裝意匠的審查 

一、意匠法所稱「內裝意匠」 

以內裝意匠提出意匠申請，必須符合以下要件始能符合意匠法第8條之2的規

定。 

(一) 商店、辦公室或其他設施內部 

內裝意匠若要符合商店、辦公室或其他設施內部該當性，必須符合以下兩個要

件。 

1. 商店、辦公室或其他設施22 

內裝意匠主要是以室內裝潢、展示設計或辦公室空間設計為主，因此諸如住宿

設施、醫療設施、教育設施、娛樂場所、住宅與工業設施皆屬內裝意匠的範疇，惟

基於意匠法在內裝意匠的立法例還有記載「其他設施」用語，因此只要能讓人在內

部停留一段時間，即便是動產，例如組合式商店、組合式辦公室，甚或是車輛、飛

機、船舶內裝亦屬之。 

                                                        
20 我國設計專利中之「說明書」相當於意匠之「申請書」，本文對於日本制度的描述係依日本

用語。 
21 特許廳，註7文，8頁。 
22 特許廳，註7文，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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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部該當性23 

為符合意匠法對於內裝意匠之定義，其必須是商店、辦公室或其他設施的「內

部」，因此如果意匠申請案不屬於上述設施內部者，特許廳審查官會認定不具內部

該當性。在圖式的體現上，其至少應揭露地板、牆壁或天花板其中之一才符合內部

該當性（圖8、圖9），如果圖式沒有揭露上述內部設施（圖10），應判斷為不符內

裝意匠記載要件，從而違反可供工業上利用之規定。 

 

 

圖8 控制室24 圖9 廚房25 

 

 

圖10 一組家具26 

                                                        
23 同前註。 
24 美國設計專利D742,537號案。 
25 美國設計專利D694,428號案。 
26 日本意匠D1132299號案。（此案例為典型的成組意匠，並非內裝意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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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內裝意匠之創作，不必然非得是設施內部，其中也可能是類似像圖11包

含商店正面及內部展示設計之創作，對於這類可將展示設計延伸至店外的創作，可

允許將商店正面納入內裝意匠的構成物。 

 

【商店正面】 

 

圖11 具有店面的商店內部27 

由於意匠法所稱的意匠，必須是「能夠引起視覺上美感者」，因此在通常使用

狀態下屬於設施使用者無法以肉眼看到的範圍，應判斷不屬於設施內部，例如天花

板以上、地板以下、牆壁夾層、管道空間皆屬之。惟若室內未設置天花板，而讓使

用者得以肉眼看到外露管道者，仍符合內部該當性。 

(二) 由意匠法所訂之複數物品、建築物或圖像設計所構成 

意匠申請案若要屬於意匠法所訂之複數物品、建築物或圖像設計，必須符合以

下的兩個要件。 

1. 意匠法所訂之物品、建築物或圖像設計 

關於意匠法所訂之物品、建築物或圖像設計品項繁多，但即便圖式中含有非屬

                                                        
27 美國設計專利D638,139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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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匠法所訂之物品、建築物或圖像設計者，只要能從申請書或圖式即可清楚分辨其

本不屬於內裝意匠構成物者，特許廳審查官無庸要求申請人將該部分刪除。若無法

從申請書或圖式清楚分辨，則會以違反意匠法第8條之2（內裝意匠定義）發出拒絕

理由通知書28，本文將適格與不適格的例示整理如表4所示。 

表4 

屬於意匠法所訂之物品、 

建築物或圖像設計的例示
29 

非屬意匠法所訂之物品、 

建築物或圖像設計的例示
30 

 人、狗、貓和觀賞魚等動物 
 植物（但人造花屬於意匠法規定之物品） 
 不規則形狀，例如蒸汽、煙霧、灰塵、火

焰和水（但不包括可裝入容器而具保形性

者） 
 室內空間視覺以外所產生的氣味、聲音 
 自然地形 

 書桌、椅子和床等家具 
 陳列架（包含意匠法物品中可做為販賣之

產品） 
 照明設備 
 內裝意匠包含裝設於建築物之顯示幕的圖

像設計 
 透過投影機投射在建築物牆面上的圖像設

計 
 對於具發光部之物品，例如屋內外的照明

器具，若點燈後能在物品本身產生花紋或

色彩者 

備註：即便有上述情況，但只要可固定在建

築物或土地而無法任意移動位置者，仍視為

建築物附屬範圍之一部分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2.「複數」物品、建築物或圖像設計 

內裝意匠申請案若只有一個物品、建築物或圖像設計者，將違反內裝意匠必須

包含「複數」物品、建築物或圖像設計的要求31。例如圖12僅揭露一個空無一物的

汽車展示間，由於其中沒有「複數」物品、建築物或圖像設計，故不符內裝意匠定

義，申請人必須以「建築物部分意匠」做為保護對象申請。 

                                                        
28 特許廳，註7文，12頁。 
29 特許廳，註7文，11頁。 
30 特許廳，註7文，12頁。 
31 特許廳，註7文，12-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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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汽車展示間32 

此外，如果僅是以內裝意匠之部分做為「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相當於我

國部分設計專利「主張設計之部分」），除了「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外，其他

部分（不主張的部分）也可納入是否構成「複數」物品、建築物或圖像設計的考量

範圍33。 

(三) 內裝整體必須具有統一的美感 

按意匠法第7條規定，申請登錄之意匠必須就每一意匠提出申請，原則上僅能

包含一物品。對於由複數物品所構成的內裝意匠，則允許以一意匠申請的方式受到

意匠登錄，其保護的是各構成物及配置對於室內所產生的整體美感34。 

在判斷此要件時，只要內裝整體能產生統一的視覺美感即可，不必然各構成物

非得都要有統一的外觀35。此外，當內裝意匠只有一部分為「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

分」者，本要件的判斷是以「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為準。以下是具有統一性的

內裝整體例示36，另圖13~17為這些類型的例示。 

1.構成物等具有共通的外觀。 

2.構成物等整體具有單一形狀或花紋。 

3.構成物等具有觀念上的共通性。 

4.構成物等基於配置產生統一的秩序。 

5.內裝意匠整體係基於統一的創作思想創作而成。 

                                                        
32 特許廳，註7文，13頁。（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33 同前註。 
34 同前註。 
35 特許廳，註7文，10頁。 
3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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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視圖】 

 
【右側視圖】 

 
【前視圖】 

 
【左側視圖】 【後視圖】 

 
【實施狀態參考圖】 

 
【後視圖】 

【意匠物品】飲茶店內裝 
〈特徵記載書〉 
【意匠特徵】本意匠在具有一塊板材貼附在廚房牆上，每件椅子、桌子等家具的邊角具有

為斜面狀特徵 

圖13 構成物等具有共通的外觀例示37 

 

                                                        
37 特許廳，註7文，15頁。（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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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視圖】 

【意匠物品】圖書館之圖書室內裝 

〈特徵記載書〉 

【意匠特徵】本意匠是專門蒐集關於植物圖書的圖書室內部，牆壁、天花板及各種物品具有

統一的木紋色調，藉由各種物品的配置，使得從上方觀察整體空間猶如一朵花

圖14 構成物等整體具有單一形狀或花紋38 

 
【俯視圖】 

 
【省略內牆顯示每個零件名稱之參考前視圖】 

 

 
【前視圖】 

 
【表示內牆實施例參考前視圖】 

【意匠物品】博物館之走廊內裝 

〈特徵記載書〉 

【意匠特徵】 本意匠是以易於瞭解的方式向博物館參觀者傳達太陽系行星數量、大小，其

假定內部牆壁整體猶如太陽直徑，以照明器具比擬成每顆行星並呈現出相對

比例，特點在於參觀者的動線 

圖15 構成物等具有觀念上的共通性39 

                                                        
38 特許廳，註7文，16頁。（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39 特許廳，註7文，17頁。（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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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視圖】 

【意匠物品】辦公室內裝 

〈特徵記載書〉 

【意匠特徵】本意匠係由六邊形單元體並且排列成蜂巢狀，如此可讓每一員工專注工作，

並維持團隊向心力，視其他團隊需要，亦可同時進行討論，俯視圖左上及右

下邊框的梯形部分為立式桌子，可供少數人聚會及討論 

圖16 構成物等基於配置產生統一的秩序40 

 
 

【俯視圖】 

 

 
【左側視圖】 

 
【前視立體圖】 

 
【右側視圖】 

 
 

【後視圖】 

 

【意匠物品】精品店內裝 

 本意匠是提供高級品牌產品及服務的空間，所有的構成物外觀皆是由垂直的

矩形所構成，各構成物以格子狀方式緊密排列在地板與牆壁上，使得內部空

間整體產生簡潔的統一感 

圖17 內裝意匠整體係基於統一的創作思想創作而成41 

                                                        
40 特許廳，註7文，18頁。（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41 美國設計專利D395,521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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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錄要件 

(一) 可供工業上利用之內裝意匠 

為了符合可供工業上利用之規定，內裝意匠必須符合「構成意匠法所規定之意

匠」、「具體意匠」、「工業利用性」三要件42。「具體意匠」係以內裝意匠所屬

技藝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為判斷主體，從申請書及圖式依下列4點得出具體意匠的

內容43。 

1. 內部之用途、功能。 

2. 僅以內部之部分做為欲取得意匠登錄者，該部分的用途、功能。 

3. 僅以內部之部分做為欲取得意匠登錄者，其大小、位置、範圍。 

4. 內部之外觀。 

(二) 新穎性 

意匠的近似判斷包括物品用途、功能相同或近似及外觀相同或近似，其判斷的

步驟為如下44。 

1. 兩意匠的要旨認定。 

2. 意匠物品用途、功能之共通點及差異點認定。 

3. 外觀之共通點及差異點認定。 

4. 共通點及差異點評價。 

在進行外觀比對時，應參酌先前技藝，確認哪些是引起注意的部分，並從引起

注意的程度進行評價，通常會因案情不同而有以下考量： 

1. 容易引起注意的部分相對影響較大。 

2. 習知外觀的部分相對影響較小。 

3. 若無法呈現在外觀特徵的尺寸差異，不至於有影響。 

4. 在比對形狀或花紋的差異時，色彩不至於有影響。 

                                                        
42 特許廳，註7文，9頁。 
43 特許廳，註7文，19頁。 
44 特許廳，意匠審查基準第Ⅲ部第2章 第1節 新規性，2020年3月19日，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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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斷主體 

內裝意匠的近似判斷主體上與物品意匠相同，皆是以需要者（含交易者）為主

體45。以透天住宅的內部為例，通常是將使用人視為需要者。對於商業設施的內部

而言，通常是將所有人視為需要者，不過為了顧及承租戶及使用者的便利性，也可

能包含使用者的觀點。特許廳審查官在界定判斷主體時，應參考內裝意匠的用途來

界定需要者觀點，並以此來做近似判斷46。 

2.觀察方法 

內裝意匠具有容納人們的內部空間，並且由複數物品等所構成。因此在進行近

似判斷的觀察時，通常是在設施通常使用狀態下以肉眼進行觀察，依據內裝特性，

倘若具有形成設計特徵之構成物，則靠近構成物的視點觀察其細部，倘若俯瞰意匠

整體具有設計特徵者，亦可從複數視點綜合考量，不限於單一的觀察方法47。 

3.用途、功能之近似判斷 

在進行內裝意匠的用途、功能近似判斷時，特許廳審查官無庸去比對兩意匠的

詳細用途、功能，而是應比對兩意匠的「意匠物品」欄所記載的用途、使用目的、

使用狀態來判斷它們在用途、功能是否具有共通性。本文就意匠法不同保護對象彼

此間之用途、功能比對內容重點整理如表5所示。 

表5 內裝意匠、建築物、物品用途、功能近似判斷一覽表 

比對內容 例 示 

「內裝意匠」及 

「內裝意匠」
48 

例如「住宅用寢室的內裝」及「飯店客房的內裝」皆可提供人們進入內部

後停留一段時間之用途，故具有用途、功能上的共通性。在進行此類型判

斷時，原則上所有的內裝意匠的用途、功能皆構成近似，例如餐廳內裝、

辦公室內裝、酒店之房間內裝，客廳內裝、診所內裝、機場航站大廳內

裝。惟若是以「內裝意匠」之部分做為「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者，且

                                                        
45 特許廳，註7文，20頁。 
46 同前註。 
47 特許廳，註7文，20-21頁。 
48 特許廳，註7文，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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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內容 例 示 

該部分與比對意匠相對應內容的用途、功能有所不同者，即便兩意匠的外

觀成近似，仍有判斷為非近似意匠之可能 

「內裝意匠」及 

「建築物」
49 

例如內裝意匠為「住宅用起居室的內裝」，而建築物意匠為「住宅」，且

「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為其內部的起居室之部分，基於兩者皆具有提

供人們進入內部後停留一段時間之用途，故具有用途、功能上的共通性 

「內裝意匠」及 

「物品」
50 

例如內裝意匠為「住宅之浴室內裝」，而物品意匠為「浴室」，且「欲取

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為其內部的浴室之部分，基於兩者皆具有提供人們進

入內部後停留一段時間之用途，故具有用途、功能上的共通性。另基於物

品意匠「浴室」除了提供人們進入內部後停留一段時間之用途即鮮少有其

他的通能、用途，因此應判斷兩意匠的用途、功能構成近似 
 

4.構成物之配置與數量之評價 

在進行內裝意匠的近似判斷時，不僅應考量各構成物的外觀，也必須考量他們

在組合與配置的共同點及差異點，即便各構成物的配置不同、或是各構成物的外觀

相同但數量不同，若該些差異屬於細微或在該意匠所屬技藝領域屬於習見的範圍

者，那麼對於近似判斷的影響相對較小51。 

5.含有自然物時的考量 

在進行內裝意匠的近似判斷時，若圖式中含有自然物者，例如植物的枝葉或花

的外觀者，鑒於此乃自然生長出的外觀造形，難謂為意匠特徵。另一方面，人工構

造物與自然物之間的位置關係，如果已含括在建築物意匠的整體結構中，則應考量

該造形特徵52。 

                                                        
49 同前註。 
50 特許廳，註7文，22頁。 
51 同前註。 
5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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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外觀近似判斷例示 

 
先前技藝：辦公室 

 
意匠申請案：辦公室內裝 

說明： 兩意匠在內部整體具有相同的基本形狀，且構成物的配置與外觀近乎相同，另一方

面，儘管座椅的數量及配置、站立式桌子的方向有所差異，惟該等差異對近似判斷

的影響不大，從整體觀察，兩意匠構成近似 

圖18 內裝意匠近似例示53 

 
先前技藝：宅邸內部裝飾 

 
意匠申請案：醫院候診室內裝 

說明： 兩意匠在內部整體具有相同的基本形狀，且構成物的配置和外觀也相同，例如藍灰

色的窗簾、相同顏色的方格地毯、相同顏色和木紋的沙發，這些構成本案意匠基調

的配置與外觀是常見的。另一方面，矮几的有無、層架的形狀、沙發的位置雖有所

差異，但在整體意匠所佔的比例不大，因此對近似判斷的影響很小，從整體觀察，

兩意匠構成近似 

圖19 內裝意匠近似例示54 

                                                        
53 特許廳，註7文，24頁。（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54 特許廳，註7文，25頁。（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近似 

近似 



日本空間設計申請暨審查介紹──內裝意匠篇 89 

專利師︱第四十二期︱2020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先前技藝：宅邸起居室 

 
意匠申請案：料理亭內裝 

說明： 兩意匠都屬於具有塌塌米的和室，中央處具有矮几及座墊，牆壁旁設有層架，儘管

兩者皆具有木紋色調的格子狀特徵，惟矮几及椅墊的外觀差異極為顯著。申請之意

匠的矮几極具特徵，搭配相同形狀的座墊，在內部整體佔據主要部分，因此對於近

似判斷的影響較大，從整體觀察，兩意匠不構成近似。此外，儘管兩意匠的內部大

小與木紋顏色有所差異，但在所屬技藝領域仍屬於習見的範圍，對於近似判斷不至

於有影響，從整體觀察，兩意匠不近似 

圖20 內裝意匠不近似例示55 

 
先前技藝：西式房間 

 
意匠申請案：展示間內裝 

說明： 兩意匠在內部整體形狀有極大差異，特別是申請之意匠的內部形狀極具特徵，且在

內部整體占據主要部分繼而構成內部基調，由於這是引起注意的部分，對於近似判

斷的影響很大。另一方面，儘管家具的形狀和配置相同，但是對於內部整體而言，

這些都僅是局部且不會引起注意的習知形狀，對於近似判斷的影響細微，且已被差

異點所凌駕，從整體觀察，兩意匠不近似 

圖21 內裝意匠不近似例示56 

                                                        
55 特許廳，註7文，26頁。（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56 特許廳，註7文，27頁。（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不近似 

不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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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創作非容易性 

日本意匠之創作非容易性規定於意匠法第3條第2項：「意匠申請前，具有該意

匠所屬領域的通常知識者，基於在日本國內或外國已公知的形狀、花紋、色彩或其

結合而能輕易創作出該意匠者，不能取得意匠登錄。」創作非容易性的判斷主體，

係指在意匠提出申請時，對於內裝意匠製造及販賣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 

日本在這次意匠審查基準修正中，針對內裝意匠的創作非容易性訂有專門規

範，特別是在「常見創作手法」提供了不少例示。 

1. 常見創作手法 

內裝意匠領域對於「常見創作手法」的審查，乃是以申請日前公知的構成物及

具體態樣做為判斷基礎資料，其大致上可分為下列七種類型57，另圖22~27為這些類

型的例示。 

(1) 置換手法 

(2) 組合手法 

(3) 刪除部分構成單元 

(4) 改變位置 

(5) 改變比例 

(6) 增減連續單元數量 

(7) 超出物品範圍的利用或轉用：例如將出現在著名漫畫的內裝意匠轉用至實體

世界的內裝意匠，或是將著名玩具屋的房間轉用至實體世界的內裝意匠58 

 

                                                        
57 特許廳，註7文，28-29頁。 
58 特許廳，註7文，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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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技藝1：和室 

  
意匠申請案：旅館用客房的內裝 

 
先前技藝2：座墊 

 
先前技藝3：圓桌 

說明： 申請之意匠僅是將習知和室的座墊與方桌置換為其他先前技藝，此種置換屬於內裝

意匠領域常見手法，對於所屬技藝領域之人而言缺乏獨創性 

圖22 置換手法59 

  
先前技藝1：建築物房間 

 
意匠申請案：托兒所內裝 

 
先前技藝2：桌椅組 

說明： 將先前技藝的房間與桌椅組進行組合，此種將複數個既存意匠組合成一意匠屬於內

裝意匠領域常見手法，對於所屬技藝領域之人而言缺乏獨創性 

圖23 組合手法60 

                                                        
59 特許廳，註7文，31頁。（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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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技藝：自習室 

 
意匠申請案：飲茶店內裝 

說明：將先前技藝自習室的構成物刪除，而使其成為飲茶店內部，此種刪除部分構成單元

屬於內裝意匠領域常見手法，對於所屬技藝領域之人而言缺乏獨創性 

圖24 刪除部分構成單元61 

  
先前技藝1：教室 

 
意匠申請案：辦公室用會議室內裝 

 
先前技藝1：辦公室 

說明： 根據辦公室的配置，更改習知教室的書桌配置，此種將意匠構成物的位置做簡易改

變屬於內裝意匠領域常見手法，對於所屬技藝領域之人而言並缺乏獨創性 

圖25 改變位置62 

                                                        
61 特許廳，註7文，33頁。（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62 特許廳，註7文，34頁。（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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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技藝：和室 

 
意匠申請案：活動中心用討論室內裝 

說明： 變更先前技藝和室的塌塌米數量構成比例拉長，此種在保有意匠特徵前提下，變更

大小或長寬比例屬於建築領域常見手法，對於所屬技藝領域之人而言缺乏獨創性 

圖26 改變比例63 

  
先前技藝：辦公室洗手間 

 
意匠申請案：辦公室洗手間內裝 

說明： 增加先前技藝辦公室洗手間的洗手台數量，此種增減連續單元數量屬於建築領域常

見手法，對於所屬技藝領域之人而言缺乏獨創性 

圖27 增減連續單元數量64 

2.輕微改變 

意匠申請案即使沒有上述一般創作手法情事，惟若僅是將構成物及具體態樣稍

加改變，且該等改變對於所屬領域僅是「輕微改變」，仍將違反創作非容易性。以

                                                        
63 特許廳，註7文，35頁。（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64 特許廳，註7文，36頁。（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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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是會被認定為「輕微改變」的文字例示65。 

(1) 將角落、邊緣改成倒角。 

(2) 單純刪除花紋。 

(3) 單純改變色彩、各區塊簡單色彩、基於所需功能的標準色彩。 

(4) 單純改變材料所產生的形狀變化。 

三、單一內裝意匠 

按意匠法第7條規定，意匠申請案必須就每一意匠提出申請，原則上，每一申

請僅能包含一個物品，另意匠法第8條之2為上述規定之例外，其指出由複數物品所

構成的內裝意匠，只要符合一定要件，仍得以一意匠的方式提出申請（下稱：單一

性），因此倘若以內裝意匠提出意匠申請，特許廳審查官仍會審究是否符合單一

性。 

(一) 「意匠物品」欄之記載 

倘若申請人在「意匠物品」欄同時記載兩個以上用途之內裝意匠，例如「辦公

室內裝及學校用教室內裝」、「兼具病房內裝的旅館客房內裝」，原則上應認定為

兩個以上意匠，繼而違反單一性66。 

(二) 圖式的單一性考量67 

在判斷意匠圖式是否符合內裝意匠的一意匠一申請之規定，係以能否構成物理

上的單一空間為準，因此以各別空間表示「美術館及辦公室內裝」（圖28）、「吧

台及住宅內裝」（圖29）將違反單一性。 

                                                        
65 特許廳，註7文，29頁。 
66 特許廳，意匠審查基準第Ⅲ部第2章 第2節 創作非容易性，2020年3月19日，2頁。 
67 特許廳，註7文，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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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美術館及辦公室內裝」68 

 

圖29 「吧台及住宅內裝」69 

此外，若內部空間會因為地板、牆壁或天花板阻隔而形成兩個以上空間者，也

會違反單一性，惟分隔空間的牆壁若屬於諸如透明材質者，倘若從視覺上可理解為

連續空間者，仍視為一意匠。 

最後，即便是複數空間，惟若這些空間的用途具有共通性，且在外觀具創作一

體性者，亦得視為一意匠，例如在同一工作空間設有辦公室及咖啡廳，可做為員工

休憩及討論公事之用，但如果辦公室及咖啡廳分設在不同樓層，且已構成物理分離

者，原則上應判斷違反單一性。 

(三) 具變化之形狀、花紋或色彩的內裝意匠單一性考量70 

可隨用途、功能而在形狀、花紋或色彩產生變化的內裝意匠，得視為一意匠，

但前提是該變化必須在同一功能、用途的範圍內，例如圖30所示之「租賃辦公室休

息室內裝」，其包含有提供使用者睡眠的可動式床鋪，不使用床時，可將收納在牆

                                                        
68 特許廳，註15文，29頁。 
69 同前註。 
70 特許廳，註7文，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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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此能有效利用辦公空間。 

 

  

【立體圖】 【床鋪收納過程狀態立體圖】 【床鋪收納狀態立體圖】 

圖30 租賃辦公室休息室內裝71 

若是固定在內裝意匠的顯示器表示具變化外觀之圖像，只要變化前、後的圖像

符合功能及外觀單一性範圍內者，得視為內裝意匠的構成物。若是固定在內裝意匠

的照明器具，只要點燈後所產生的花紋變化具有關聯性者，亦得視為內裝意匠的構

成物。 

另一方面，內裝意匠可能由許多可任意移動的物品所構成，例如「辦公室的會

議室內裝」，有時可能因會議進行，而使得桌椅的配置產生改變。但是依據意匠法

第8條之2的規定，內裝意匠保護的是包含各種物品配置所產生的美感，因此申請內

裝意匠之意匠若有變更構成物配置的情形者，應判斷為各別的意匠創作，但若該變

化是依照單一用途、功能所產生的必要變化範圍內，則不在此限，以「飯店之多用

途洗手間內裝」為例，若其配置同時有可收納扶手及尿布的更換台，得視為一意

匠。 

四、修 正 

在日本，申請人僅限於意匠申請案繫屬審查、審判或再審階段才能提出修

正 72。由於修正僅限於對申請日所提交文件的錯誤或不明確等進行修改、補充，因

此不能變更其要旨。前述「要旨」，係基於該意匠所屬技藝領域具有通常知識，從

意匠申請書及圖式中能夠直接導出的內裝意匠具體內容，以下是變更要旨的修正

                                                        
71 同前註。（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72 意匠法第60條之24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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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樣73。 

1. 超出該意匠所屬技藝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能理所當然推導出相同範圍的修正。 

2. 將最初申請時不明確的意匠要旨明確化。 

(一) 刪除不適合做為內裝意匠構成物的修正 

如果圖式中含有不適合做為內裝意匠構成物者，特許廳審查官可發出拒絕理由

通知書要求申請人刪除，此種刪除構成物的修正原則上不會變更要旨74。 

(二) 新增或刪除本來就可做為內裝意匠構成物 

如果新增或刪除本來就可做為內裝意匠構成物者，特許廳審查官原則上會認定

變更要旨75。 

(三) 變更內裝意匠構成物配置 

若是將適合做為內裝意匠構成物的配置進行變更，特許廳審查官原則上會認定

變更要旨76。 

五、分 割 

意匠法第10條之2第1項規定：「意匠登錄申請人僅限於意匠申請案繫屬審查、

審判或再審階段，始能將兩個以上意匠的意匠申請案之一部分，分割為一或兩個以

上的意匠分割案。」因此倘意匠申請案符合意匠法第8條之2對於內裝意匠的定義

者，基於該意匠整體已認定為一意匠，申請人不得將其中的構成物分割為一或兩個

以上的意匠分割案。惟若內裝意匠的複數物品整體有違反一意匠，而不符意匠法第

8條之2規定者，則可以提出意匠分割案，並援用原意匠申請日。 

                                                        
73 特許廳，註7文，38頁。 
74 特許廳，註7文，39頁。 
75 同前註。 
76 同前註。  



98  

專利師︱第四十二期︱2020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伍、結 語 

綜上所述，本文將日本此次開放的內裝意匠申請暨審查實務綜整如表6所示。 

表6 內裝意匠申請暨審查實務重點一覽表 

課 題 申請或審查重點 

申 請 

「意匠物品」欄 

 記載語法為「○○內裝」 

 由複數空間組成的設施（例如旅館）應記載更下位的名稱

（例如「旅館之大廳內裝」或是「旅館之客房內裝」 

「意匠物品說明」欄 複合用途的內裝意匠，可在此欄記載次要用途 

「意匠說明」欄 
可隨用途、功能而產生變化外觀的內裝意匠，可在此欄記載

變化順序或態樣 

圖 式 

 應揭露地板、牆壁或天花板其中之一 

 圖式揭露原則上是從空間內部的視角進行繪製 

 內裝意匠不必然要繪製整個建築物 

 可省略壁面繪製室內空間（但必須在「意匠說明」欄敘

明） 

 通常會提供俯視圖以揭露室內各構成物間的配置關係 

特徵記載書 特許廳鼓勵申請人記載 

審 查 

內裝意匠定義 
 商店、辦公室或其他設施內部 

 由意匠法所訂之複數物品、建築物或圖像設計所構成 

新穎性 

 判斷主體為設施使用人、所有人或承租戶 

 觀察方法是以通常使用狀態進行肉眼觀察 

 判斷內裝意匠是否構成相同或近似，係以「意匠物品」欄

所載之用途、使用目的、使用狀態來判斷兩意匠的用途、

功能是否具有共通性 

 即便各構成物的配置不同，或是外觀相同但數量不同，只

要該差異細微或屬於該意匠所屬技藝領域習見的範圍者，

於近似判斷的影響不大 

 圖式所揭露之自然物外觀難謂為意匠特徵，但其與人工構

造物的位置關係可納入特徵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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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申請或審查重點 

 

創作非容易性 

 常見創作手法（組合手法、刪除部分構成單元、改變位

置、改變比例、增減連續單元數量、超出物品範圍的利用

或轉用） 

 輕微改變（將角落或邊緣改成倒角、單純刪除花紋、單純

改變色彩或各區塊簡單色彩或基於所需功能的標準色彩、

單純改變材料所產生的形狀變化） 

單一內裝意匠 

 以能否構成物理上的單一空間為準 

 隔間牆若屬於諸如透明材質者，倘若從視覺上可理解為連

續空間者，視為一意匠 

 複數空間的用途若具有共通性，且是以一體性的外觀創作

者，視為一意匠 

修 正 

 申請人刪除圖式中不適合做為內裝意匠之構成物，原則上

允許 

 新增或刪除本來就可做為內裝意匠構成物將變更要旨 

 改變內裝意匠構成物配置將變更要旨 

分 割 

 意匠申請案只要符合內裝意匠的定義者，申請人不得將其

中的構成物分割為一或兩個以上的意匠 

 意匠申請案的複數物品必須有違反一意匠之情事者，才能

分割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於室內設計在圖式揭露與審查上的觀點可能與過往的物品外觀有所不同，因

此不論是審查基準或圖式製作須知對此少有著墨，本文簡要介紹日本內裝意匠之相

關規範，希冀有助於我國將來研擬相關申請課題及審查運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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