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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優先權之運用

目 為了使申請人提出申請案後，可以該申請案
的 為基礎，再提出補充、修正或合併新的請求
標的，且能享受和國際優先權相同之利益。
此種補充、修正或新的請求標的，當以補充
修正方式提出時，常被認為超出原說明書或

優先權之規定最初起源於巴黎公約，其目的
是在彌補新穎性原則之缺失。由於專利法之新穎
性要求，專利申請案必須為創新而未曾公開申請
者。

圖式揭露之範圍，但倘若運用國內優先權則
仍有機會併在一個申請案中申請，從而具有
取得總括而不遺漏之權利的機能。

申請人就其發明創造第一次於某國提出申請
後，在法定期限內，就相同主題的發明創造要在
另一國提出申請，並主張優先權，使得審查新穎
性的基礎提前至第一個申請案之申請日，這就是
『優先權』的主要功能。
專利法所定之優先權包括第 27 條規定，在外
國第一次依法申請專利之日起 12 個月內，就相同
發明向我國申請專利時所主張的國際優先權，以
及第 29 條所規定，基於在我國先申請之發明或新
型專利案再提出專利之申請者，得就先申請之說
明書或圖式所載之發明或新型主張國內優先權。
以下分別就國際優先權及國內優先權與其他
相關可保護之方式予以說明。
專利國際優先權
簡 巴黎公約第四條規定：會員國國民或準國民
介 在某會員國申請專利後，再到其他會員國提
： 出相同發明之專利申請時，得依專利種類之
差異分別給予一年或六個月的優先權期間。
目 為使相同發明在外國申請時不會因為申請手
的 續準備不及，或因其他已公開或實施等情形
： 而喪失新穎性，並讓申請人可以在一定期間
內分別向多國申請專利時，都能以首次申請
日為審查基準日享有優先權，藉以取得多國
專利保護。
專利國內優先權
簡 申請人基於其在國內先申請之發明或新型專
介 利案（先申請案）再提出專利之申請者（後
申請案）
，得就先申請案申請時說明書或圖式
所載之發明，主張優先權，此即國內優先權。
國內優先權制度僅適用於發明專利與新型專
利，不適用於新式樣專利。

PCT (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
國際專利
簡  其主要涉及專利申請的提交、檢索、初步
介
審查及其中包括的技術資訊傳播合作性
：

和合理性的一個國際合作條約。WIPO 不
對專利進行授權，授予專利的任務和責任
仍然只能由尋求專利保護的各個國家的
專利局掌握。
 當申請人希望以一項發明創造得到多個
國家 ( 一般在 7 個國家以上 ) 保護時，
才建議申請 PCT。以台灣的個人或法人還
來說，由於 WIPO 不承認台灣的優先權，
所以必須透過中國專利主張中國優先
權；或者逕向 WIPO 中國專利局，提出國
際專利申請案。
 目前 PCT 成員國約 180 幾個。其中包括美
國、日本、加拿大、俄羅斯和全體歐洲專
利公約締約國等國家，以及韓國、巴西、
中國等國，幾乎覆蓋了世界上所有實行專
利制度的重要國家。

目 向中國專利局提出國家申請後 12 個月內提出
的 國際申請，並要求優先權。因此，申請人就
： 有 12 個月的時間考慮是否有必要向外國申請
專利，通過什麼方式提出申請，以及為提出
申請進行必要的準備，而後進入 PCT 的申請
又可在多出 18 個月的時間去考慮，有哪些國
家要進入國家階段，如此一來，從第一個申
請日起到最後決定申請國別共有 30 個月的時
間。比一般的國際優先權條約多了 18 個月。

 哪些國家承認台灣的國際優先權？
哪些國家承認台灣的國際優先權？
依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及第四項規定，
）會員或與我國相
我國相
申請人在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WTO）
互承認優先權之外國（
互惠國）
互承認優先權之外國
（互惠國
）第一次申請專
利，以該申請專利之發明為基礎，於 12 個月期間
內在我國就相同發明申請專利者，申請人得主張
該外國專利申請案之申請日為優先權日，作為判
斷該申請案是否符合新穎性、擬制喪失新穎性、
進步性及先申請原則等專利要件之基準日。依同
法條第三項規定，外國申請人非屬 WTO 會員之
國民且其所屬國家非互惠國者，若於 WTO 會員
或互惠國領域內，設有住所或營業所（即準國
民），亦得主張優先權。

國際優先權之效果在於：主張優先權之申請案，
並不會因為在優先權日至申請日之間有已見於
刊物、已公開使用、已為公眾所知悉、申請在先
而在申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申請案或有二件以
上同一發明之申請案等不符專利要件事由，而被
核駁。例如下圖，某乙在美國於 2010 年 7 月 1
日提出相同之發明專利申請案 A，因申請人甲之
美國申請案 A 有主張國際優先權，其審查專利要
件之基準日為 2010 年 1 月 1 日，早於乙之申請
日，因此甲之美國發明申請案 A 不會因為乙之申
請案 A 影響其專利可核准性，相對地該乙之申請
案 A 反而會因為甲之美國申請案 A 而無法核准。

另外，以往由於我國與中國大陸之國際定位仍
有爭議存在，尤其在專利新穎性的認定上，若於
台灣先進行專利之申請，實務上無法對中國大陸
主張其國際優先權。但自「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
保護合作」協議於 2010 年 9 月 12 日生效後，兩
岸雙方皆已公告自 2010 年 11 月 22 日起開始受理
優先權之主張，且得據以主張優先權之基礎案的
優先權日追溯自 2010 年 9 月 12 日當日起。（商
標與植物品種權亦同）


優先權日是否就是申請日？
優先權日是否就是申請日？

優先權日並不等同於申請日。當國際優先權
主張被官方認可接受時，在審查時是以優先權日
作為判斷專利要件之基礎日，而非把申請日提前
至優先權日。舉例來說：如下圖若申請人甲於 2010
年 1 月 1 日於台灣首次提出發明專利申請案 A，
其於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在美國就相同發明申請
專利 A 時，可同時主張台灣首次申請案之國際優
先權，將美國申請案之審查基準日提前至 2010 年
1 月 1 日。

結論：
結論：
專利技術研發風險高，為了在有限的成本中
進行最大範圍的專利佈局，亦克服發展前期不確
定哪些國家為主要市場，建議申請人應善加利用
「優先權」制度，既可搶得申請日的時效，又可
多一些時間評估市場性，整體來看還可降低申請
所產生的花費。
﹝管理部 林玫吟 整理編輯﹞

專利申請原則—
專利申請原則—專利是先申請先
贏還是先發明先贏？
發明的產出通常是受到市場需要的刺激，由
於市場具有需求及期待某項具有市場性之產品或
技術，而在市場競爭的各家廠商，於有限的技術
資源及習用技術下，不難出現相同的發明由不同
的發明人創作問世之情形，然而，先發明之技術
有時卻未必會先提出專利申請，反而由後發明之
技術先行提出專利申請，當這些發明先後提出專

利申請時，到底是哪項發明可取得該項發明的專
利排他性呢？！
舉例來說，當甲先發明之技術，但被乙拿去
申請專利，這種情形是經常出現的，此時，乙發
明之技術是否可以取得專利權呢？答案是可以
的，只要該項技術符合可專利性，乙仍可提出專
利申請。有關專利權的取得，各國立法例有別，
有採『先申請主義』，亦有採『先發明主義』者。
根據專利法，所謂先申請原則，指同一發明
有兩個以上申請案，無論是於不同日或同日申
請，無論是不同人或同一人申請，或無論是否請
求實體審查，僅能就最先申請者准予專利，且不
得授予兩個以上專利權。由於我國之專利制度係
採取先申請原則，因此即使甲先發明了該項技
術，但卻是由乙拿去申請專利，若該項技術取得
專利權，則專利權將歸屬於乙。
全球主要專利申請國中，除了美國是採取「先
發明主義」，其他大部份國家都是採「先申請主
義」，如歐洲各國、大陸、台灣、日本等都是以
「申請日」爲判斷基礎。亦即，哪一個發明申請
案的申請日較早者，就該核准專利；反之申請日
較晚者，自然就會被以「已有相同之發明申請專
利在先」爲由駁回。而先申請者是否為先發明者
或真正發明人，則不是專利局的審查權責。當然，
若有充足的證據證明發明係遭竊盜者，可向法院
提出「確認之訴」。
然所謂「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甲因
此負有舉證有利於及的事實責任，證明其已在國
內使用該項技術，或完成必須之準備，以使用該
項技術。然而，於實務上，甲欲舉證前述事項，
有許多困難需要克服，倘若甲可成功地舉證在申
請專利前，已在國內使用該項技術，或已完成必
須之準備，則根據專利法，乙之發明專利權效力
不及於甲，亦即甲能繼續使用該項技術，惟僅限
於在其原有事業內繼續利用。反之，若甲無法舉
證在申請專利前，已在國內使用該項技術，或已
完成必須之準備，則乙可對甲主張專利權，以致
甲不能使用自己研發出來的技術。

結論：
結論：
在奉行「先申請主義」的國家中，對於發明
人而言，為避免有心人士於研發中洩密窺視竊取
其技術資料，並搶先提出專利申請之情事發生，
而導致日後擧證之困難，其實事先的預防會更勝
於事後的治療，專利申請案愈早取得申請日，對
日後行使該專利權愈具優勢，因此建議發明人若
有研發任何新技術，宜儘早申請專利，以確保合
法專利權益，避免被人捷足先登而造成類似糾紛
的發生。
﹝專利部 陳靜怡 整理編輯﹞

100 年 2 月 1 日起商標規費收費
準則修正
參閱經濟部 99 年 11 月 10 日公告指出：現行
商標有關商標或團體商標註冊申請費之收費方
式，係以指定之類別個數為計費基礎，指定於商
品者，並採商品個數之級距計算。然因申請人常
浮濫填寫商品或服務個數，造成審查資料庫過度
擴張，增加審查困難度與成本，故為合理反映審
查成本，並兼顧實務可行性修正後之規費如下：
(1)指定使用在第 1 類至第 34 類，同類商品中指
定使用之商品在 20 個以下者，每類新台幣
3000 元，超過 20 個，每增加一個，加收新
台幣 200 元。
(2)指定使用在第 35 類至第 45 類者，每類新台
幣 3000 元。但指定使用在第 35 類商品零售
服務，超過 5 個者，每增加一個，加收新台
幣 500 元 。
﹝訊息來源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亞律管理部製100.2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