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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林同學｜北一女中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撰寫日期：   110   年     4    月  30    日 

班級 二和 座號 10 姓名 林同學 

一、自主學習主題 認識專利法 

二、對應之能力指標 
1. ■全球參與

2. □美感賞析

3. ■語文溝通

4. □團隊合作

5. ■創意思考

6. ■邏輯思辨

三、計畫執行期程 110 年 5月 1日~110年 6月 30日 

四、計畫動機與目的 

  上個月參加了一場由科技部全球事務與科學發展中心（MOST 

GASE）所舉辦的科技女力講座。其中，智慧財產處副處長何宜潔，

是四位講者中唯一的文科生。副處長提到，並不是只有理科生才能

為國家的科技發展做出貢獻，以法律為例，科技的發展必須奠基在

法律的保障之上。這引起了我對於專利法的關注與興趣，因此希望

能透過回顧專利法的歷史發展、比較各國的專利制度、思考專利法

的未來發展方向以進一步探索該領域。 

圖片來源網址：https://reurl.cc/loOMld、https://reurl.cc/q5q3aE 

五、計畫進度與內容 

請依週次撰寫 

第 1週 閱讀專利法史相關文獻 

第 2週 閱讀專利法史相關文獻 

第 3週 了解各國現今的專利制度 

第 4週 思考未來專利法制之發展方向 

第 5週 訪問智慧財產處副處長何宜潔、專利律師紐正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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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週 參訪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第 7週 將筆記整理成專題報告 

第 8週 將筆記整理成專題報告 

六、執行方式 

（可複選） 

1. ■閱讀及整理文獻

2. ■撰寫心得或報告

3. □進行設計與實驗

4. ■自訂學習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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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林同學｜北一女中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疫情版 ) 

撰寫日期：   110   年     5    月  18    日 

班級 二和 座號 10 姓名 林同學 

一、自主學習主題 各國專利制度之回顧、比較與展望 

二、對應之能力指標 
7. ■全球參與

8. □美感賞析

9. ■語文溝通

10. □團隊合作

11. ■創意思考

12. ■邏輯思辨

三、計畫執行期程 110 年 6月 1日~110年 7月 31日 

四、計畫動機與目的 

  上個月參加了一場由科技部全球事務與科學發展中心（MOST 

GASE）所舉辦的科技女力講座。其中，智慧財產處副處長何宜潔，

是四位講者中唯一的文科生。副處長提到，並不是只有理科生才能

為國家的科技發展做出貢獻，以法律為例，科技的發展必須奠基在

法律的保障之上。這引起了我對於專利法的關注與興趣，因此希望

能透過回顧專利法的歷史發展、比較各國的專利制度、思考專利法

的未來發展方向以進一步探索該領域。 

圖片來源網址：https://reurl.cc/loOMld、https://reurl.cc/q5q3aE 

五、計畫進度與內容 

請依週次撰寫 

第 1、2週 閱讀專利法史相關文獻 

第 3、4週 了解各國現今的專利制度及未來專利法制之發展方向 

第 5、6週 將前月所學整理成專題報告 

第 7、8週 將前月所學整理成專題報告 

六、執行方式 閱讀及整理文獻、撰寫心得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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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報告書

撰寫日期：   110   年     7    月  31   日 

班級 二和 座號 10 姓名 林同學 

一、自主學習主題 各國專利制度之回顧、比較與展望 

二、對應之能力指

標 

1. 全球參與

2. ☐美感賞析

3. 語文溝通

4. ☐團隊合作

5. 創意思考

6. 邏輯思辨

三、計畫執行期程 110 年 6月 1日~110年 7月 31日 

四、學習歷程 

與心得 

自主學習 

  雖然一個全新的制度難免有其缺陷，但整體而言，我非常認同

108 新課綱的理念，也從中學習到非常多。自主學習便是最好的例

證之一。透過自主學習，我培養了自己主動進行課外學習、不為考

試而讀書的良好態度，也訓練了時間管理以及擬定研究計畫的能

力。尤其身為人文暨社會科學資優班的學生，比普通班同學少了在

校自主學習的時間，需額外騰出時間執行計畫，這使我提昇了效率

與自制力。知識的世界無限寬廣，有了自主學習的能力，在學習的

道路上便是如魚得水，得以恣意遨遊！ 

危機處理 

  在四月底完成擬定自主學習計畫後，卻不巧碰上本土疫情大爆

發，三級警戒及遠距上學迫使我需在短時間內審視現有資源、重新

擬定計畫以達學習目標。雖然二下的學習因此變得更加辛苦，卻也

是寶貴的學習經驗。 

研究方法 

  在因應疫情將計畫轉為以閱讀文獻及撰寫專題報告為主後，報

告的撰寫即變得更加重要。高一時我便曾寫過數篇小論文，但經過

一年的訓練及學習後，我在進行探究時明顯變得更加細心嚴謹、也

對於研究方法愈加熟悉。以參考資料為例，過去的我不解為何需要

如此詳細的標明資料來源，即使是改寫過的句子仍需括號註明。其

實，看似不起眼的參考資料，卻恰能體現研究者的態度及研究的品

質，更是對前輩研究者尊重。雖然與博士論文相比，我的研究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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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粗淺，但看見自己兩年來的進步十分欣慰，也相信這是非常好的

基礎。 

資料蒐集與媒體識讀 

  本次自主學習主要著重於文獻的閱讀與整理，因此資料蒐集與

媒體識讀的能力皆是不可或缺的。除了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我也

到國家圖書館翻閱論文集。而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除了蒐集資

料，更重要的是在接觸到任何資料時都必須審慎辨別其真實性。我

也為此閱讀了《邏輯謬誤鑑識班》和《How to Read a Book》二書。

相信此二能力對於未來法學領域的學習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志向確立 

  要說這次自主學習最大的收穫，我想非確立志向莫屬。自小我

便對思辨非常有興趣，高中就讀人社班以及參加全國英語辯論比賽

的經驗也讓我發掘了自己對法律領域的專長與熱情。而這次自主學

習—大量閱讀、整理法律領域的文獻—更讓我確定，法律便是我欲

追尋的目標，也期待自己能考取臺大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到更高

的學習殿堂遇上一生相伴的知己，共同在法律的道路上發光發熱。 

五、附加檔案 

附件一：專題報告成果 

附件二：「作伙學—自主學習焦點座談」分享簡報(自主學習成果突

出，受邀參與臺大社會系主辦之學習歷程檔案審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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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 

各國專利制度之回顧、比較與展望 

作者：北一女中 林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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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究世界及我國專利制度之歷史沿革、比較各國現行專利制度、以科技發展的

角度展望專利制度之未來，研究方法包含文獻探討法與比較研究法。本文首先進行智慧財產

權受保護之理由與限制，以及法律史學研究對象、方法之文獻探討。接著，將世界專利之度

之發展分為三階段：義大利眾城邦階段、英國階段、美國及世界各國階段，敘述誕生於西元

前五世紀希巴利斯的專利權濫觴、英國於�1623�通過的《壟斷法》（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現代

意義」之專利法）及美國將專利制度憲法化之歷程，同時探析我國專利概念之萌芽與制度歷

史。再者，以表格呈現日本、中國、美國、歐盟與我國現行專利制度之異同。最後，以人工智

慧的專利爭議探析專利制度與新科技技術的衝突、調和，及其未來發展趨勢。 

關鍵字：專利法、法律史、科技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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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人類文明進步乃是奠基於無數的發明之上，從古至今在各式各樣的領域當中，人們

都不斷透過研發、創造，使得人類生活得以愈加便利、舒適。職是，「為鼓勵、保護、

利用發明、新型及設計之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法務部，1944)，各國成立專利制度。

專利係對於運用自然法則發明或創作之個人或企業，在一定期間享有排除他人使用其技

術或思想之權利(桂齊恒，2017)。 

  研究者於科技部全球事務與科學發展中心所舉辦的科技女力講座中，受講者何宜潔

的啟發，開始關注智財權以及專利法的相關議題。其中，講者特別提及未來科技將愈蓬

勃發展，但當制度無法跟上時代腳步時，許多問題便會接連產生，尤當科技的發明皆須

奠基於專利權的保障之上。而「掌握專利法之歷史沿革與制度經濟基礎無疑是理解專利

權本質不可或缺之基礎」(陳豐年，2011)，因此研究者希望先由專利法之歷史流變探析

著手，再進一步透過比較各國現有的專利制度，最後從人工智慧的專利爭議展望專利制

度的未來發展，以期能對專利制度更深入的認識。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透過了解專利制度的歷史沿革、形成與變遷，探悉其立法目的與意義。 

(二)比較、了解各國現有專利制度之異同。

(三)透過研究成果傳遞知識，使讀者對於專利制度有更深一層之理解。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一種透過蒐集與欲研究之課題所相關之文獻資料，包含報章雜誌、期

刊論文、書籍、文件記錄、電子資料等，並以客觀的角度、有系統地加以分析以及歸納，

從而全面性地對該課題有更深入的認識。文獻分析之方法可以分為四步驟：閱覽與整理、

描述、分類、詮釋(朱柔若譯，2000)。而使用此種研究方法可以協助研究者鑑往知來，

建構出研究課題之背景脈絡與發展情形、釐清其問題意識與研究進行方向。(葉至誠、葉

立誠，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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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之研究課題為專利制度，因此研究者主要蒐集國內外相關期刊論文、法條、

雜誌專欄文章、專書、研究報告、網路資源等文獻資料並進行分析，以了解專利制度之

歷史發展、並進一步探討其利弊以及未來發展方向。 

(二)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是社會科學中非常常見的一種研究方法，可分為量化與質化兩種探討模

式。該研究方法時常被用以進行跨國、跨文化的研究(周祝瑛，2008)。比較研究法依照

屬性數量、時空區別、目標指向、比較性質、比較範圍等五項指標，可分別分作單項比

較與綜合比較、橫向比較與縱向比較、求同比較與求異比較、定性比較與定量比較、宏

觀比較與微觀比較等十種比較之方法(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 

  而本研究主要透過比較英國、美國、台灣之專利制度歷史以及其現有專利法法規，

探析各國立法目的及規範之異同，並進一步分析其利弊。 

第四節 文獻探討 

一、智慧財產受保護之理由與限制 

  法律規範之存在乃為保障人民利益，以及調解人與人、權利與權利之間的衝突。而

專利權身為智慧財產權之一部分，之所以受到保護，主要是為了維護發明者的自身利益、

同時提升社會總體利益。創造、發明乃人民心智勞動之產物，若此種無形財產受他人不

費吹灰之力輕易抄襲、挪用，則於道德觀念上是有違公平正義的，職是，創作者本身之

利益應受到保護。然而，若過度保護發明者，亦會使他人利益有所減損，不利社會整體

進步，如保護醫療技術雖能鼓勵創新，但若一般民眾因此無法負擔高昂醫療費用，則亦

不能稱之為公平。因此，智慧財產權法之設立雖主要保障發明者，卻也有一定限制，以

調和個人與社會利益之衝突。(劉國讚，2009)  

二、法律史學之研究對象 

  「法律史學所關心的是過去曾經發生的法律現象。」法律的兩個重要成分，法規範

以及法事實又可構成所謂「法律體系」(如圖一所示)。而法律的發展歷程又包含了三個

部分，形成法律的原因、法律規範的內容以及法律的社會效應(如圖一所示)(王泰升，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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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法律體系圖 圖二：法律發展歷程圖 

(資料來源：王泰升(1997)，台灣法律史的建立，頁 6-17，台北市：三民。) 

三、法律史學之研究方法 

  法律史學與歷史學一樣，皆是希望能鑑往知來，透過了解過去、認識現在，進而預

測以及提前規劃未來。以歷史學的角度來看，和史學研究方法大致類似，須從多方的史

料蒐集著手，並擷取與研究題目相關連之文獻資料進行研究。同時，為使法律史學更具

備「科學性」，應盡量探究歷史事實與解釋之間的關連性及其是否客觀、富邏輯、妥當。

而以法學的角度來看，「法律史學系一門從法學的視角觀察歷史現象的學問」，研究應著

重於探究法規範以及法事實之法律現象。(王泰升，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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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專利制度之歷史沿革 

  世界的專利制度沿革可分為三個階段：義大利眾城邦階段、英國階段、美國及世界

各國階段(張廷，2006)，本章將一一詳述之。 

第一節 義大利眾城邦階段 

一、西元前五世紀希巴利斯專利權 

  專利之概念產於西方國家，世界上專利權之濫觴乃誕生於西元前五世紀的希臘城邦

之中，當時在位於現今義大利半島南方的希巴利斯，由於當時該國之國民皆十分熱衷於

美食之研究與創造，職是，若研發出全新料理方式或食譜，該研發者將被授予為期一年

之特權，在此一年間他人不得模仿其手法進行烹飪，此特權即為最早出現之專利概念(黃

文儀，1999)。 

二、羅馬智慧財產權討論 

  至於世界上首次關於智慧財產權立法的討論，則出現於西元前一二世紀的羅馬。當

時，在亞歷山大擔任法官的維特魯威審判並揭露了幾位詩人竊取、抄襲他人作品的行為。

此舉在當時興起了一番討論，羅馬的法學家亦針對不同類型的創作進行所有權的探討。

然而較為可惜的是，後來羅馬當局依然沒有通過智慧財產權或者專利之相關立法。 

三、西元 13 世紀英國特許令狀 

  西元 13 世紀，在英國境內出現了一種類似現今專利權之特許令狀，國王會授與引

進或發明新技術者該特許令狀，使其對該技術擁有一定期間之壟斷權。如英王亨利三世

便曾經授予波爾朵某位市民可以壟斷製作各色布料 15 年之權利。然而，雖然該令狀之

頒布與現今專利權的核發十分類似，卻並無現代專利制度之涵義，而是純粹屬於封建制

度之下的一種特權(梁少懷，2016)。 

四、西元 1421 年佛羅倫斯共和國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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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首次出現由官方正式承認並頒布的專利權，乃由佛羅倫斯共和國於 1421 年

頒發，當時所欲保護之權利主體為設計聖母百花大教堂穹頂以及聖洛倫佐教堂聖器室之

工程師 Filippo Brunelleschi，權利客體則為其所發明之運輸船舶(陳豐年，2011)。 

五、西元 1474 年威尼斯共和國專利權 

  至於世界上首個以成文法承認以及保障專利權之國家則為威尼斯共和國。有鑑於當

時鄰國米蘭公國、佛羅倫斯共和國之崛起，再加上海上貿易之瓶頸，威尼斯共和國之元

老院於 1474 年 3 月 19 日通過了世界上第一部的專利法規，以冀振興國內經濟。雖然歷

史文獻顯示威尼斯共和國第一項之技術發明專利應為 1416 年由威尼斯大議會授予羅德

島弗朗西斯˙佩特里爵士之權利，然真正的成文法規乃通過於半個世紀之後(USC，2017)。

該法規之保護期為十年，當時主要保護之產業則為玻璃製造業。而此法亦隨著威尼斯居

民之遷徙移居擴散至歐洲大陸上的其他國家(張哲倫，2014)。 

  威尼斯共和國首創之專利法亦包含三項專利要件。第一、新穎性，即發明人需證明

其發明成果乃空前而新奇的；第二、實用性，即發明人需證明其發明成果足以發揮效能

且解決某種問題；第三、可公開性，即發明人需證明其發明成果之有效性並必須公開進

行示範。而此三項要件則與現代專利之申請要件實用性、新穎性、進步性高度相似(張

廷，2006)。又該壟斷性權利具有期限及地理範圍之限制、同時僅於發明人主動揭露的情

形之下成立，且更有紀錄顯示，截至十六世紀中期，威尼斯共和國國民每人取得專利權

比率十分接近美國 1950 年代的情形(陳豐年，2011)。由此可得，該法已非只是一種特

權或者未成熟之概念，而是現今專利制度之濫觴，且關聯緊密。 

第二節 英國階段 

  雖然研究者在前一節當中提到，威尼斯共和國所首創之專利法案為世界上首部保障

人民專利權之成文法，然亦有部分學者，如二度被評選為全球知識產權最具影響力 50

人的吳漢東教授，認為世界上第一部專利法律應為英國於 1623 年所通過之《壟斷法》，

且大部分學者稱其為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現代意義」之專利法。其原由乃因該法規有效

杜絕了 17 世紀由於英王濫用其王權所造成的技術壟斷權泛濫之問題、推動民主化革新，

以及促成了往後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良好地體現了專利制度鼓勵創新發明的初衷(倪佳

奇，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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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在此為避免偏離本研究之主題，暫且不論哪一部法律才為真正的「第一」，

然就大多學者之論述可得知，英國的《壟斷法》確為專利法律史上一大里程碑。職是，

本章以兩位英王伊莉莎白一世、詹姆士一世之在位期間，將該法規之歷史分為兩個階段

進行詳述。 

一、伊莉莎白一世時期 

  從前一節提及特許令狀制度開端之�13�世紀一直到�17�世紀，英國的特許令狀皆被視

為一種特權，並沒有以成文法律進行保障。此類特權之授予大都包含於由皇室授予的專

利信函中。 

  而隨著英國行會制度的出現，集團壟斷即應運而生。壟斷的行為乃今日之大多數國

家所立法禁止的，然而在壟斷情形發生之初，由於行會可以帶來物美價廉的商品，壟斷

企業事實上是受到國家歡迎的。這些行會由政府控制，然交易規則、商品價格、工資以

及工作條件皆是由行會自行決定。但由於此種壟斷仍只是一種區域壟斷，隨著製造業擴

張與貿易量增加，壟斷企業開始對國家經濟發展形成了負面影響，因此英國以普通法限

制了此種壟斷行為。然而，當時英國本土之工藝技術稍落後其鄰國，為吸引歐洲大陸上

其他國家之工匠移居並引進新技術，該法同時賦予「新產品製造方式之真正、首位發明

人」(陳豐年，2011)提供為期�14�年之壟斷權保障。經典案例如十四世紀愛德華三世授予

字母專利，保護願意在其領土內從事貿易並傳授技術予英國人之外國人；亨利˙史密斯

亦於�1552�年獲得於諾曼第生產玻璃二十年的壟斷權。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該專利權旨

在吸引他國技術移民，只要是英國境內之新技術都可以獲得保障，至於該技藝在他國是

否已非新技術，則非該權利認定所需考量之要件。 

  然而，可以觀察到，在伊麗莎白女王的統治期間的都鐸王朝，即使是英國本土已經

成熟的貿易或技術也可被授予專利證書。伊麗莎白女王於其統治早期確透過發布專利信

函，成功吸引許多外國技術之引進。然在其統治之後期階段，伊莉莎白一世轉而將專利

視為一種獎勵功臣、攏絡民心之手段，將其作為壟斷授權而非專利授權，賞賜僕人及臣

子。這樣的模式十分有效地協助女王鞏固了政治勢力，然不計後果地授予各項商品之貿

易壟斷權導致了民生物資價格的飆漲，包括鹽、鐵、紙等。當時英王之特權係可以普通

法加以限制，然伊莉莎白一世運用其高超政治手腕及聲望控制了星室法院、樞密院以及

國會，因此由王室所授予之壟斷權非但沒有受到限制或監督，價值反而有所提高。 

二、詹姆士一世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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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麗莎白女王統治期間之壟斷權授予完全由其一手掌控，然到了英王詹姆士一世統

治的期間，由於國會及人民的反對聲浪愈加高漲、再加上詹姆士未能成功說服國會及控

制局勢，從而導致了之後《壟斷法》之立法。 

  1615 年的伊普斯威奇織布工人案即標示了王室特權終結的開端。當時，由詹姆士一

世成立之裁縫公司對一位不屬於公司但在鎮內從事成衣貿易的裁縫提起訴訟。最終法院

之判決書中寫道，「法院同意國王設立公司，但該公司不能因此壟斷，因為自由貿易乃

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然而，若一公司或一個人為王國帶來了一項新發明，則專利

權的授予可作為他其報酬，但須有期間之限制。」 (Vishwas Devaiah，2016)。該判決規

定了授予此類專利的原則，並清楚地列出了壟斷之條件，即該產業需是國內之「新產業」，

且專利人需擔起傳授該技術予英國人之責任，且該壟斷權只在一定期限內有效。 

  然即使在伊普斯維奇案的裁決中，法院已明定壟斷權之規範，詹姆士一世濫用王權

核發該權力之情形仍是有增無減，因此迫使國會對此採取行動。1620�至�1621�年，英國

下議院就與壟斷專利相關的議題進行了民意調查。在此期間，愛德華˙科克爵士帶領下

議院亦通過了一項反對壟斷的法案，然並沒有成功立法。面對國會之舉動，詹姆斯宣布

25�項貿易與進口等專利無效，且專利權遭取消者可向法院申請補助金。然而，這樣的舉

動依舊無法阻止議會於�1624�年通過反對壟斷之立法。 

  1624 年頒布的《壟斷法》成為英國近兩個世紀以來專利實踐的基礎，其成功以成文

法的形式重申了普通法中專利權的原則。《壟斷法》的通過使所有壟斷及特許之授權無

效，第 6 條例外地允許首度明定發明人享有 14 年的專屬製造、使用及銷售權利期，使

得前述由英王根據國家利益之追求授予壟斷權之制度，改變為由普通法法院依照該發明

之新穎性具備與否判斷其是否符合專利核發之條件(Karnika Seth，2004)。 

  至於專利說明書的概念則是到 18 世紀才出現。當時的專利權人開始向大法官法院

提交關於其發明之陳述，以證明該創造之新穎性。專利制度在工業革命時期之作用亦可

從著名的博爾頓和瓦特從其蒸汽機專利中獲得大量利益之事例中看出，在英國國境內，

除非第一發明人做出專利之授權，否則任何人不得使用其專利(Karnika Seth，2004)。 

第三節 美國及世界各國階段 

  前一節討論道英國專利制度之立法歷程，《壟斷法》不僅為現代英國專利制度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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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更是美國及其他國家專利法的典範。而美國之個案在世界專利法律史上非常具有代

表性，因此研究者選擇該國立法歷程作為代表，將其專利制度史劃分成四個時期：殖民

地時期、聯邦政府時期、制憲會議、後續修法，並將利用本章一一詳述之。 

一、殖民地時期 

  在美國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期間，專利相關事宜皆由殖民地官員獨立處理。殖民早期

的法律並無頒發專利權之相關規定，然聲稱發明新設備或產品之個人得向殖民政府申請

製造及銷售該產品的「專有權」，且當時受到批准的案例並不少。1641�年，馬薩諸塞州

普通法院授予發明新製鹽方法的塞繆爾˙溫斯洛授予了美國的第一項專利，為期十年。

其他北部殖民地亦有頒發專利之記載。至於南部殖民地中審理和批准專利權申請最活躍

的地區，則是南卡羅來納州。1691�年，南卡羅來納州即授予彼得˙蓋拉德一項稻穀脫殼

機之專利，因大米乃當地重要產業(Constitutional Rights Foundation，2008)。 

  雖然美國殖民地時期專利權之相關實務發展確為之後專利制度之訂立墊下重要之

基礎，惟因該時期於英國殖民者而言，殖民地之工藝技術發展對其利益有限，因此當時

之美國主要以農業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項目，專利制度的發展也因而十分受限(陳豐年，

2011)。 

二、聯邦政府時期 

  在美國革命期間，各州即開始著手管理各自的專利制度和程序系統，以便更好地保

障發明者。而自美國脫離殖民政府，由於進口通路中斷且內需市場不斷擴大，如何發展

本土製造業即成為政府之重要課題，也進一步促進了專利制度的發展。1780 年代，各州

的專利授權持續蓬勃發展，各地補助金條款愈加相似，也大都以 14 年為期。然而，若

缺乏由中央政府設立之全國性制度，跨州之商人、發明家往往需要向各州政府一一以當

地法規申請專利，造成時間及金錢等交易成本大幅增加。此外，當時國內許多政府官員

及民眾多皆憂心依賴英國進口之工業製品將不利於美國經濟上及政治上之獨立，一套更

完整、統一且可鼓勵製造發明的專利制度顯然是不可或缺的，正如一位學者於製憲會議

前夕所指出：「除非該權利授予者為國會，否則專利沒有任何用處」(Constitutional Rights 

Foundation，2008)。職是，美國第一部受憲法保障之專利法遂於 1790 年誕生。 

三、制憲會議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請勿抄襲



9 

自主學習｜林同學｜北一女中 

  1787 年，美國憲法於第壹條第八節之第�8�條中授予發明人專利權，位美國專利法之

建構奠定了基礎。憲法批准一年後，美國遂於�1790�年�4�月�10�日通過了第一部專利法

(Thomson Reute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 Science division，2014)。該法標題為「促進實用藝

術發展之法案(Commissioners for the Promotion of Useful Arts)」，通過授予發明人為期十四

年「製作、構建、使用及出售予他人使用之唯一排他性權利和自由」來保障其心智勞動

之結晶。根據該法令，專利委員會被賦予授予專利的權力，且其權力是絕對的，專利申

請人不具有上訴之權利。專利委員會由國務卿、戰爭部長和司法部長組成。委員會會對

專利申請進行審查，審查項目包括新發明之規格資訊、設計圖、模型等。若專利委員會

認定該發明具備實用性與重要性，則將授予專利。 

四、後續修法 

  美國專利法首次修法於 1793 年法條生效三年後。本次修法由國務卿湯瑪斯˙傑佛

遜為可受專利保護之權利客體增加了一個更明確的定義，指出欲申請專利保護之對象必

須是「由任何新穎、有用之藝術、機器、製成品或物質組成」，且改良現有之發明亦能

申請專利。 

  隨著專利之益處越來越為大眾所知，美國的專利制度開始穩定而良好地發展。截至

1836 年，美國已頒發了超過一萬項專利。為處理龐大的專利業務以及申請遭拒絕的申請

人之上訴與不滿，美國專利局遂於 1836 年 7 月 4 日成立，並歸屬於國務院轄下。爾後

之專利申請皆須提交至專利局，由專利局判定其實用性及新穎性，並決定是否批准該申

請。此外，專利期限由 14 年的增加為 21 年，且專利局要求申請人於其申請中提供更為

詳細之作品描述與設計圖。 

  然而，由於 1890 年代在美國出現的經濟恐慌與蕭條，專利被指控為惡性壟斷之幫

兇，使得法院對專利之判定抱持懷疑且消極的態度，專利申請無效的比例大幅增加，發

展受到莫大限制。職是，國會通過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該法案旨在調查和打擊美

國境內之壟斷企業，並讓人民了解到不肖企業才為威脅公平貿易之罪魁禍首，使其對專

利的態度有所改善。然專利制度在多年後 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以及二戰後經濟

成長趨緩時再次受到挑戰。為恢復人民對專利之信心，美國政府於 1952 年制定新指導

方針、修改專利之規則及條例。 

  1952 年，一項新的修正案通過，將專利的定義擴大至一切新穎、實用和「非顯而易見」

的發明。此修正案之目的乃為禁止申請人將特定學術領域之基礎知識據為己有。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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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修正案亦將法條名稱中的「藝術(art)」一詞改為「過程(process)」(Alex Sluzas，2018)。 

  1980 至 1990 年代，專利再次蓬勃發展。尤其當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取代了海關和專

利上訴法院，專利法之修改變得更加頻繁。且聯邦巡迴法院普遍以較積極的觀點進行專

利申請之審查，因此允許進行有利於專利所有者之法條更動。而自通用電氣獲得食油細

菌之專利申請權始，專利權之客體亦再度擴大至想法、生物產品等面向。美國專利法明

確規定，非存在於自然界之方法或組合可申請並接受專利之授予。1990 年，當上訴法院

代表聯邦巡迴法院作出有利於安進公司的裁決時，基因測序正式列入專利法之管轄範圍，

從而對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帶來了莫大的助益。 

  現今，美國專利商標局每年都有數百萬件的專利申請，並且在 2012 年被中國超越

以前皆為全球最繁忙、規模最大之專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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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專利制度之歷史沿革 

第一節 專利概念之萌芽 

  在我國近代史中，專利概念始於清朝末年，當時出現了近代史第一件專利及第一套

專利法規。雖然當時「專利」之概念與現今法規的定義有所差別、第一套「法規」也只

有二個月的壽命，然其對往後專利制度之發展仍有一定程度之影響。(林晉章、江丕群、

王錦寬，1996) 

  清朝末年由於鴉片戰爭的發生，使得原本封閉的清朝開始與外國有了接觸，工業開

始在社會上出現，列強也於中國國境內開辦了許多企業。而由世界專利制度之發展史可

得知，專利的出現通常與工商業之發展有所關連，當時的中國亦不例外。因此，社會上

逐漸開始出現倡議清朝政府成立專利制度之聲音。 

  我國近代史中第一件「專利」之申請乃由上海機器織布局之商人鄭觀應所提出。其

於 1881年向政府要求紡紗織布之專利權，而該申請亦於 1882年經光緒皇帝批准後通過，

為期十年。而隨著該專利權之產生，1882 至 1896 年間陸續出現了多件獲准專利。我國

近代史中第一套正式的專利法規「振興工藝給獎章程」亦於 1898 年 7 月 2 日頒布。較

為可惜的是，該章程與眾多戊戌變法之政策同樣因慈禧太后重新垂簾聽政而夭折，僅有

兩個月壽命 (林晉章、江丕群、王錦寬，1996)。 

第二節 民國以來制度專利之發展 

  自中華民國建國以來，民國元年年底，政府便頒佈首部工藝品設計之獎勵章程，而

民國 12 年也另有相關章程之發佈。由此即可看出，當時的社會與政府對專利之概念及

其重要性已有了初步的認知。 

  民國十七年軍閥時期開始，各地雖出現了不同的軍閥進行統治，北京、南京等地仍

有專利相關條例之頒布，內容雖不盡相同，然可看出專利制度之概念已逐漸萌芽於人民

心中。更有甚者，即始於對日抗戰前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仍有相關之條例的公佈，專利

權受重視之程度可見一斑(林晉章、江丕群、王錦寬，1996)。下表為我國專利法自民國

元年起之立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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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民國以來我國專利制度之發展 

民國 1 年 六月十三日，訂定「獎勵工藝品暫行章程」，全文凡十三條， 十二月十

二日公布施行。 

民國 12 年 三月十九日，修正「獎勵工藝品暫行章程」為「工業品獎勵章 程」，全

文增為十九條，其中將專利分為三年及五年兩種，並 增訂施行細則二

十一條，三月三十日公布施行。 

民國 17 年 二月二十二日，北京政府將專利與獎勵分別施行，審查與特許 亦分部

辦理，並公布「工藝品發明審查鑑定條例」，全文凡十 二條，附施行細

則十九條；並公布「工藝品褒狀條例」，全文 凡九條，附施行細則十

條，均由農工部執行；並另公布「專賣 特許條例」，全文二十條，附施

行細則十九條，將專利仍改為 專賣，分為五年、十年及十五年三種，

由實業部執行。六月， 先行成立註冊局，同時受理商標與專利案件。

迨工商部設立後； 頒行「獎勵工業品暫行條例」，全文凡二十一條。 

民國 18 年 七月，國民政府公布「特種工業獎勵法」。 

民國 19 年 二月，工商部公布「特種工業獎勵法審查暫行標準」四月二十 八日，

廢止「獎勵工業品暫行條例」。 

民國 21 年 九月三十日，國民政府公布「獎勵工業技術暫行條例」，全文 凡二十九

條；同日並公布「獎勵工業技術暫行條例施行細則」，全文計二十七

條。 

民國 28 年 四月六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獎勵工業技術暫行條例」，將創作之新

型及新式樣亦予以專利。規定發明專利為十年，新型 專利為五年，新

式樣專利為三年。 

民國 30 年 二月六日，國民政府再度修正「獎勵工業技術暫行條例」，全 文共二十

四條，並修正「獎勵工業技術暫行條例施行細則」， 計三十一條。 

民國 31 年 八月，經濟部擬訂「專利法」草案。 

民國 33 年 五月二十九日，國民政府依據我國歷年公布之「獎勵工藝品暫行條

例」、「特種工業獎勵法」及「工業提倡獎勵辦法」等法 規，並參酌

英、美、德、日等國專利制度，以及國內學術團體及專家之意見，在重

慶公布我國第一部「專利法」，全文分四章八節，共一三三條。 

民國 35 年 十月，經濟部訓令商標局籌備兼辦專利案件。 

民國 36 年 九月二十四日，行政院公布「專利法施行細則」，全文共五十 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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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38 年 一月一日，專利法及實施細則同日施行。 

民國 39 年 專利案件自三十五年經濟部訓令商標局兼辦後，三十八年政府 遷台，

商標局未能即時遷出，專利業務因而中斷，至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經

濟部始訓令中央標準局兼辦。 

民國 42 年 七月十八日，經濟部公布「專利代理人規則」，全文凡十二條。 八月間

中央標準局成立專利室，辦理專利業務。 

民國 44 年 十月二十六日，經濟部修正公布「專利代理人規則」，全文仍 為十二

條。 

民國 47 年 行政院八月十六日修正公布專利法施行細則第四十八條條文。 

民國 48 年 立法院一月九日三讀通過專利法第十四條、第五十九條第五款、第七十

五條、第七十六條、第七十七條、第八十條、第一 ○五條、第一二四

條條文修正案。一月二十二日公布。 

民國 49 年 五月一日，經濟部訂定「經濟部委託及交付台灣省政府主管廳 處部份

業務暫行辦法」公布施行，全文計十五條。該辦法第六 條規定專利事

項中關於新型及新式樣部分，委託台灣省政府建 設廳依專利法及專利

法施行細則辦理，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只辦 理發明專利一項。五月三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專利法第三十二 條、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第

二款、第一一八條條文修正案。  

五月十二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民國 62 年 八月二十二日經濟部修正公布「專利法施行細則」第八條條 文。 

民國 68 年 四月三日立法院修正專利法第一條至第四條、第六條、第十條、 第三

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第四十 三條、第六

十一條、第六十七條至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五條、 第七十六條、第七

十八條、第八十九條至第九十二條、第九十 四條、第九十六條、第九

十九條、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五 條至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十

條、第一百十四條、第一百十八 條、第一百二十四條至第一百二十七

條、第一百二十九條、第 一百三十二條及第一百三十三條；並刪除第

七十七條、第八十 條及第一百三十一條條文並於四月十六日公布。  

立法重點包括：  

一、將專利權適用範圍由工業擴大為產業。  

二、改採絕對新穎性。  

三、動植物及微生物新品種不予專利。  

四、增加進步性為專利要件之一。 

民國 70 年 十月二日經濟部令修正發布專利法施行細則，此次乃全盤修 正。

十月二日經濟部令發布專利規費收費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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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3

年 

四月二十四日經濟部令發布修正專利規費收費準則第三條、第 四

條。 

民國 75

年 

十二月十二日立法院修正專利法第四條、第十二條至第十四 條、第

四十二條、第五十六條、第五十九條至第六十一條、第 六十五條、

第六十七條、第六十九條、第七十五條、第七十六 條、第八十二

條、第八十八條至第九十二條、第一百條、第一 百零四條至第一百

零八條、第一百十條、第一百十二條、第一 百十五條、第一百十六

條、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百二十四至 第一百二十七條及第一百二

十九條；並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一、 第八十五條之一、第八十八條之

一及第八十八條之二條文。並 於十二月二十四日總統公布。修正專

利法重點為開放化學品、 醫藥品及其用途准予專利。

四月十八日經濟部令修正發布專利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第 三十

三條。

民國 76 年 七月十日經濟部令發布修正專利法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五條、 第六條、

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第十六條、第十

九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三條、第四十七

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 五條、第五十六條暨增訂第十

條之一、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五 十六條之一，並刪除第二十條、第四

十五條、第四十六條條文。 

民國 79

年 

六月二十九日經濟部令發布修正專利規費收費準則第三條、第 四條

及第五條。 

民國 83

年 

一月二十三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專利法全文。十月三日經濟部令 修正

專利法施行細則。七月八日修正專利規費收費準則。 

民國 86 年 五月七日中華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系列法案，總統令修正 公布第二

十一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六條、第五十七條、第 七十八條至第八

十條、第八十二條、第八十八條、第九十一條、 

第一百零五條、第一百零九條、第一百十七條、第一百二十二 條、第

一百三十九條。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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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各國專利制度之比較 

  下表為研究者閱讀各國相關法條與部分論文資料後整理而成，研究者挑選第二章

世界專利制度史中探討過的英國(即歐盟)、美國，以及我國鄰國中國、日本進行專利

制度之比較。比較之項目則包括法源、專利種類、保護期間、申請程序、審查人員以

及救濟程序等。 

表二：各國專利制度比較表 

國家 台灣 日本 中國 美國 歐盟 

法源 專利法 1.特許法

2.實用新案法

3.意匠法

中國專利法 美國專利法

(United States 

patent law) 

歐洲專利

公約(EPC) 

專利

種類 

1.發明

2.新型

3.設計

1.發明

2.新型

3.設計

1.發明

2.實用新型

3.外觀設計

1.發明

2.植物

3.設計

1.發明

2.設計

保護

期間 

1.發明：20 年

2.新型：10 年

3.設計：15 年

1.發明：20 年

2.新型：10 年

3.設計：20 年

1.發明：20 年

2.實用新型：

10 年

3.外觀設計：

10 年

1.發明：20 年

2.植物：20 年

3.設計：14 年

4.延長專利期

限：最長 5 年

1.發明：

20 年

2.設計：

25 年

申請

文件 

1.申請書

2.說明書

3.申請專利範圍

4.摘要

5.必要圖式

1.申請書及 2.說

明書

3.申請專利範圍

4.必要圖式

5.發明摘要

1.發明專利請

求書

2.摘要附圖

4.說明書

5.說明書附圖

6.權利要求書

1.說明書

2.至少一個請

求項

3.任何必要圖

式

1.申請書

2.說明書

3.請求項

4.必要圖

示

5.摘要

審查

單位 

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 

日本特許廳 中國專利局 美國專利及商

標局 

歐洲專利

局 

救濟

程序 

1.智慧財產局專

利三組

2.經濟部訴院願

會

3.行政院再訴願

會

4.行政法院

1.特許聽廳審判

部

2.東京高等法院

3.東京最高法院

1.中國大陸國

家知識產權局

2.專利複審委

員會

1.專利訴願暨

牴觸委員會

2.美國聯邦巡

迴上訴法院

1.上訴委

員會

2.擴大上

訴委員會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請勿抄襲



自主學習｜林同學｜北一女中 

16 

第五章 科技與專利

  社會變遷可分為器物、制度與理念三層面。三者發展速度的不一致往往導致各式社

會問題的產生。為解決制度改革落後於器物創新而產生的社會問題，法律勢必需隨社會

脈動時刻革新。人工智慧是近來科技業發展的一大重點，而隨著人工智慧技術日漸成熟、

蓬勃發展，相關專利爭議便如雨後出筍般冒出，可分為人工智慧作為權利客體或權利主

體兩大類。 

第一節 人工智慧作為權利客體 

  欲探討人工智慧是否擁有被認作權利客體之適格性，需先認定人工智慧究竟為技術

或只是單純的數學演算法實踐。美國於 2019 年修訂之發明認定指南中寫道，審查人工

智慧相關專利時，應先判斷申請範圍是否為演算法、自然現象、數學公式或是抽象概念，

若是且能獨立運作即可成立；若否，便須討論其是否能由抽象概念轉為技術貢獻(人工

智慧與法律規範學術研究群，2020)。雖然美國專利商標局核駁幾乎所有未以「核心人工

智慧」加以包裝之申請，謝國廉(2019)教授認為「美國專利商標局未來應不會輕易地將 

AI 科技成果認定為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所界定的欠缺適格性專利客體，而會讓人工智

慧科技成果的新穎性、非顯而易知性及其技術揭露的程度，獲得更多被檢視的機會。」 

第二節 人工智慧作為權利主體 

  我國現行法規只以自然人及法人作為專利權的權利主體，若承認人工智慧為發明者，

或另以法定歸屬方式使發明歸屬於為人工智慧專設之法人，問題如人工智慧是否可以作

為專利申請權人與專利權人，發明人、專利申請權人與專利權人之分野、人工智慧取得

專利權卻無法處分、運用該權利，皆值得深思(人工智慧與法律規範學術研究群，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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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專利權存在之目的是為了維護發明者的自身利益、同時提升社會總體利益，作個人

與社會利益衝突之調和。專利權之濫觴誕生於西元前五世紀的希臘城邦之中，當時目的

乃為保障人民所研發之料理方式或食譜；成熟於十七世紀的英國，一度遭君王利視為一

種獎勵功臣、攏絡民心之手段，而詹姆士一世統治期間因此種行為之失控而促成了國會

通過《壟斷法》，為專利制度史上一大里程碑；於十八世紀末首先受到美國憲法之保障。

至於我國專利制度之發展，我國近代史中第一件「專利」之申請由上海機器織布局之商

人鄭觀應所提出，除�1898�年短命的《振興工藝給獎章程》，相關規章大都於民國元年起

陸續頒布。我國、日本與中國之專利種類皆為「發明、新型、設計」，美國為「發明、

植物、設計」，歐盟則只有「發明、設計」二種。專利制度之發展受科技發展影響甚鉅，

且存在許多爭議。以人工智慧技術為例，人工智慧是否具備權利客體之適格性受其定義

影響，若為技術可受到保護、數學演算法之應用則；是否具備權利主體之適格性則牽涉

到專利權法定歸屬之對象，以及發明人、專利申請權人與專利權人之分野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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