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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專利共有關係及智慧財產法院對專利共有關係之認定
簡秀如*／吳詩儀**
壹、 前言
專利權可能因法律規定或契約約定而形成共有，例如數人因共同研發創作而產生專利共有關係、受
雇人就職務上完成之發明與雇用人約定共有專利、自然人依合夥、繼承、夫妻財產制等民法相關規
定而公同共有或分別共有專利、或法人依公司法之合併或分割等程序而導致專利共有等。尤其，在
近年來產學合作或企業共同開發模式發展蓬勃下，企業為獲得產業價值較高之專利，往往透過共同
開發或共同出資等合作方式，明文以契約約定專利共有以達到創造經濟效益之目的，是以，在專利
共有關係日益增加之趨勢下，專利共有之法律適用即為一重要議題。
然而，專利法對於共有之規定甚為簡陋，除未明文定性專利共有之性質，當專利共有發生相關法律
爭議時，例如共有專利權人自行實施專利是否須給付其他共有人報酬、共有人得否單獨對第三人主
張共有專利之權利、共有專利之應有部分得否作為強制執行之標的等，專利法均未有明文規範，此
時是否得依民法第 831 條規定，以專利權屬於所有權以外之財產權而準用民法共有規定解決爭議，
或是應考量專利權為無體財產權，與有體物權之本質不相同，而無法類推適用或準用民法規定，均
有疑義。
智慧財產法院成立 6 年餘來，外界對其裁判的研究多集中於勝訴率、專利無效率等數據分析，或聚
焦於進步性等專利要件判斷標準之評論，較少針對該法院於實體法律問題之具體見解進行回顧及討
論。有鑑於專利法對「專利共有」並無完整制度設計，但實務中又屢見因「共有」之法律關係所衍
生之各種糾紛，本文乃就智慧財產法院於個案中曾表示之立場加以整理，並參酌學者及其他法院意
見，探討「專利共有」之相關法律問題。
貳、 專利法關於「共有」之制度設計
依專利法之規定，專利申請權與專利權皆得為共有之標的，專利法並分別針對兩種標的之共有，設
有相關規範：
一、 專利申請權
我國對於專利權的授與，係採取申請主義，即發明或創作完成後，須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申請，
經審查核准者，始能獲得專利。依專利法第 5 條之規定，除專利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
原則上僅有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具有專利申請權，得依專利法提
出專利之申請。
專利申請權人，即指發明或創作完成後，專利公告之前，擁有對該發明或創作決定是否提出專
利之申請、申請何種專利、以及向哪些國家提出申請專利之人；於提出專利申請後，專利申請
權人亦享有決定是否繼續申請或將申請權轉讓的權利。專利申請權本質上係屬期待權，於專利
申請權人提出的專利申請案獲得專利專責機關核准，並完成繳費與領證暨公告手續時，該專利
申請人即成為專利權人；當申請權為多數人所共有時，專利權亦應由全體申請權共有人取得1。
二、 共有專利的申請
(一) 專利共有時應由何人申請
專利申請人有二人以上時，依專利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專利申請權為共有者，應由
全體共有人提出申請。」此外，同條第 2 項（詳下（三））進一步規定，專利申請以外
之相關程序得約定由代表人提出申請；依反面解釋可知，共同申請專利時，不得約定由
代表人代表全體申請人提出共有專利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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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共有人單獨申請專利之效果
承上，專利申請權如為多數人所共有，不得僅由各共有人單獨提出申請；若有任何共有
人違反上開「應共同申請」之規定而單獨提出申請並取得專利權時，其他共有人得對該
專利權提出舉發，請求撤銷專利權（專利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若專利權共有人
於該共有專利權公告後二年內，依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提起舉發，並於舉發撤銷
確定後二個月內就相同發明申請專利者，得以該經撤銷確定之專利權申請日為其申請日
（專利法第 35 條）。
(三) 專利申請以外相關程序
申請以外之專利相關程序，依專利法第 12 條第 2 項之規定，「二人以上共同為專利申請
以外之專利相關程序時，除撤回或拋棄申請案、申請分割、改請或本法另有規定者，應
共同連署外，其餘程序各人皆可單獨為之。但約定有代表者，從其約定。」亦即，對於
涉及申請權之處分等較為重要之事項，如未由全體申請人提出，恐影響其他申請人之權
益，故為免將來發生爭執，仍須由所有申請人共同連署。除此之外之程序，則可由各共
有人單獨申請之。此外，各共有人間得約定由代表人代表全體申請人提出，於此情形，
即可以不必共同連署。
(四) 相關文書之送達
多數人共同申請時，專利專責機關應如何送達，專利法第 12 條第 3 項規定：「前二項應
共同連署之情形，應指定其中一人為應受送達人。未指定應受送達人者，專利專責機關
應以第一順序申請人為應受送達人，並應將送達事項通知其他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亦表示，因為專利法已明定以第一順序之申請人為應受送達人，故於有指定應受送達人
之情形下，關於送達之效力及法定或指定期間之計算，均以送達第一順序之申請人時起
算，該副本通知送達其他申請人係屬通知性質，與送達發生效力之時間及法定期間之起
算無關2。
依專利法第 12 條第 3 項之文義，該送達之規定係適用於「同條（即第 12 條）前二項應
共同連署之情形」，亦即「提出申請」（第 12 條第 1 項）與「申請以外之專利程序」（第
12 條第 2 項）。此條文於 90 年 10 月修正之專利法版本中，原列於第 13 條，其規定與
現行內容並無實質差異；惟在專利法 90 年 10 月修正前之版本，其條文內容則與現在略
有不同，謂：「二人以上共同申請專利、提起異議或舉發，或為專利權之共有者，除約
定有代表者外，辦理一切程序時，應共同連署，並指定其中一人為應受送達人。未指定
應受送達人者，專利專責機關除以第一順序申請人、異議人或舉發人為應受送達人外，
並應將送達事項通知其他人」；依上開條文文義，相關送達之規定適用對象為「一切程
序」。無論現行法或舊法，專利專責機關均得將有關通知僅送達專利共有人所指定之應
受送達人，惟此送達原則是否可及於專利核准審定後之通知事項，抑或僅限於專利申請
階段之事項，法文皆無明確規範。
實務上曾有主張，雖共同申請人於申請專利時指定其中一人為應受送達人，但上開送達
之規定僅適用於專利申請階段，至於專利核准審定後，專利專責機關所為之通知仍應送
達共有人之全體，因而質疑專利專責機關僅將繳費領證通知寄送於所指定之應受送達人，
程序上並不合法。對此，最高行政法院採取否定之見解：「於二人以上共同申請專利時，
其利害與共，必須合一確定，為避免分別送達發生歧異，無法同法確定，而影響處分之
安定」3；最高行政法院並表示，專利核准後之繳費領證通知，專利專責機關依申請人之
指定送達於指定應受送達人係屬合法，該受指定之送達人未於法定期限內繳納繳費領證，
致專利權自原繳費期限屆滿之次日消滅，其他共有人亦不得爭執。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
決雖係於 91 年作成，但其意旨於現行法下，似無不能加以援用之理。
三、 共有專利申請權的處分
依專利法第 13 條規定：「專利申請權為共有時，非經共有人全體之同意，不得讓與或拋棄。
專利申請權共有人非經其他共有人之同意，不得以其應有部分讓與他人。專利申請權共有人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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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其應有部分時，該部分歸屬其他共有人。」
由此條文之立法理由4可知，該規定係參考自民法第 831 條準用同法第 819 條第 2 項之規定，
並就讓與或拋棄共有專利應得全體共有人之同意為明文規範。按權利之共有人讓與其應有部分，
依民法規定本應得自由為之，然專利法第 5 條已就專利申請人之資格為特別規定（必須為發明
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此時若允許共有專利申請權人，未經其他共
有人全體同意而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恐致專利核准後共有專利關係趨於複雜，故專利法有別
於民法，特別規定共有人未得其他共有人之同意，不得以其應有部分讓與他人。至於專利申請
權共有人拋棄其應有部分時，該應有部分歸屬之爭議，即明定應歸屬其他共有人。
四、 共有專利權之更正
專利權為共有時，非經共有人全體之同意，不得就「請求項之刪除」與「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
為更正之申請，此係基於「請求項之刪除」與「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將實質變更專利權之範
圍，故於專利權為共有時，應得全體共有人之同意始得為之（專利法第 69 條、第 67 條第 1
項 1、2 款），專利共有人提出相關更正之申請時，應提出全體共有人同意之證明文件（專利
法施行細則第 70 條第 1 項第 3 款）。
五、 共有專利權的實施與處分
專利法第 64 條規定：「發明專利權為共有時，除共有人自己實施外，非經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不得讓與、信託、授權他人實施、設定質權或拋棄」。是以，專利權為共有時，任何共有人都
可自由實施專利權之全部，不需取得全體共有人的同意，但若是讓與、信託、設定質權或拋棄
專利權時，均涉及共有專利之處分，而影響到全體共有人之權益，故不問屬於分別共有或公同
共有，均應得全體共有人的同意5。
此外，專利權之授權實施，性質上屬於專利權之管理行為 6，共有人自己實施專利發明固然不
需取得共有人全體同意，惟專利權授權他人實施與否，對於各共有人自己實施專利權所可獲得
之經濟利益顯然有重大影響，如係為專屬授權，專利權之全體共有人將不得實施發明，對全體
共有人顯然會有重大利害關係；如係為非專屬授權，被授權人之人數、資力、信用及技術能力
如何，對於專利權之經濟價值及各共有人自己實施專利權可得之收益也有重大影響，故特別規
定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不適用民法第 820 條第 1 項共有物管理之多數決之規定。
立法理由亦指出此條文係參照民法所定，故「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得適用歷年判例見解對民
法第 819 條「共有人全體之同意」之解釋，即非必須由全體共有人分別為同意之明示，更不
必限於一定之形式；如有明確之事實，足以證明其他共有人已經為明示或默示之同意者，亦屬
之7，且不限行為時為之，若於事前預示或事後追認者，均不能認為無效8。此外，全體同意之
方式，得依多數決為之9，或全體推定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代表處分者10，均無不可。
六、 共有專利應有部分的處分
依專利法第 65 條之規定「發明專利權共有人非經其他共有人之同意，不得以其應有部分讓與、
信託他人或設定質權。發明專利權共有人拋棄其應有部分時，該部分歸屬其他共有人。」
承前所述，為避免共有專利關係趨於複雜，共有專利權應有部分之處分亦需全體共有人之同意，
與民法第 819 條第 1 項規定「各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不同。另關於專利共有人
得否授權他人實施應有部分，立法理由已揭示：「專利權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係抽象地存在於專
利權全部，並無特定之應有部分，如承認共有人得將應有部分授權他人實施，其結果實與將專
利權全部授權他人實施無異，故不宜承認有應有部分授權他人實施之情形存在」11。是以，凡
專利權共有人欲授權他人實施發明者，均適用第 64 條之規定，應得全體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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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專利共有之性質
由我國立法歷程觀之，專利法之共有相關規定，大多皆參考民法共有之規定。民法共有之種類可分
為「分別共有」（民法第 817 條至第 826 條之 1）、「公同共有」（民法第 827 條至第 830 條）及
「準共有」（民法第 831 條）三種，於專利法未明文使用「分別共有」或「公同共有」一詞下，專
利共有之性質，究竟屬「分別共有」、「公同共有」或「準共有」，學說向有爭議：
一、 準共有說
民法第 831 條有謂：共有一節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財產權由數人共有或公同共有者準用
之。此等權利究應準用民法關於分別共有或公同共有之規定，視其共有關係而定，法律對各該
財產權設有特別規定時，應優先適用12。
故關於專利共有權之性質，多數學說以專利權為無體財產權，自屬於「所有權以外之財產權」，
而得適用「準共有」之規定，僅於專利法有特別規定時（如專利法第 64 條、第 65 條），優
先適用特別規定13；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亦持相同之見解，認為專利權作為一種無體財產權，理
應有民法共有規定之適用，得由數人準共有，其準共有關係可依發生共有之原因，分別準用「分
別共有」或「公同共有」之規定14。
惟觀諸民法第 831 條之規定，其並未說明「所有權以外之財產權」之共有性質，僅規範此等
權利義務關係於分別共有或公同共有之型態下，得於性質相同時準用民法相關規定，亦即此條
文僅為法律適用之依據，無法據以為共有性質之判斷。是以，專利共有之性質，仍應回歸專利
特有之本質判斷之，進而認定法律適用上究應準用民法之分別共有或公同共有之規定。惟由準
共有說之論述可知，其係肯認專利共有同時存在「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兩種型態，且依
法令規定或當事人約定來判斷應適用之共有規範。
二、 分別共有說
數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一物有所有權者，為共有人（民法第 817 條第 1 項），此為民法分
別共有之規定。分別共有為共有之一般型態，其特徵在於各共有人持有應有部分，應有部分係
指共有人對共有物所有權所享權利之比例15，亦即所有權分配於數人之抽象成數，該應有部分
未具體分割自共有物特定部分，而係抽象存在於共有物中，應有部分之內容與所有權並無不同，
僅為行使所有權時比例之限制。應有部分之成數，依法律規定或共有人之約定，各共有人之應
有部分不明者，推定其為均等（民法第 817 條第 2 項）。
關於專利共有之性質，有認為分別共有既為財產權共有之常態，專利法亦有揭示專利申請權及
專利權具有「應有部分」（專利法第 13 條與第 65 條），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專利權之共
有應解為共有人之分別共有16；且從專利權流通之觀點，因專利權具可讓與性，除非有法律規
定或特別約定，應無解釋成公同共有以阻礙專利權處分或設定負擔之必要，因此在公同共有型
態係民事財產權歸屬之特例下，為免對交易流通設置過度障礙，宜將專利共有專利解釋為分別
共有關係17。
亦有論者表示18，公同共有為傳統社會之餘緒，帶有濃厚之團體色彩，成員無應有部分又不可
任意分割，故權利之流通殊有不利，於公同共有為共有之例外下，應從嚴解釋並合目的性地限
縮適用，除非法律有明顯規定適用例外，應準用民法分別共有之規定較為妥當，且不宜將共有
專利約定成公同共有。
三、 公同共有說
依法律規定、習慣或法律行為，成一公同關係之數人，基於其公同關係，而共有一物者，為公
同共有人（民法第 827 條第 1 項）。公同共有之形成，有依法律之規定（如民法第 1151 條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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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澤鑑，
《民法物權》
，2009 年 7 月，頁 333。
鄭玉波、黃宗樂，
《民法物權》，2009 年 10 月，頁 184。
同註 1，頁 220。
最高法院 57 年台上第 2387 號判例參照。
楊崇森，
《專利法理論與應用》，2013 年 5 月，頁 283。
蔡明誠，
《發明專利法研究》
，1997 年 4 月，頁 96。
侯慶辰，
〈論企業共同開發完成後之專利權共有〉
，
《政大智慧財產評論 7 卷 1 期》
，2009 年 4 月 15 日，頁 23。

繼承）、有依法律行為（如民法第 1031 條之夫妻共同財產制）、有依習慣（如祭祀公業、同
鄉會）等。
公同共有與分別共有之區別之一，在於公同共有人間不得主張公同共有物之特定部分由其承受
19
。然因公同共有人對於公同關係下之全體財產，仍享有一定比例之利益20（如合夥之股份、
繼承人之應繼分、祭祀公業之房份），此一潛在應有部分，仍得於符合法令規定下予以處分。
惟因公同共有權利行使受有較大之限制，公同共有關係存續中不得請求分割公同共有物（民法
第 829 條），此共有關係並不利於交易之流通，為避免因法律行為成立之公同關係範圍過廣，
民法第 827 條第 2 項明定依法律行為成立之公同關係，以有法律規定或習慣者為限。
關於專利共有之性質，有論者即以專利權客體並無應有部分，性質上僅得為公同共有，不可能
為分別共有，而應適用民法第 827 條公同共有之規定21。亦有論者以為，專利共有人雖對共有
之專利權享有應有部分，但專利權之處分、授權實施或應有部分之處分，對各專利權共有人之
專利權益影響重大，基於各共有人間利害關係共同之考慮，專利法已規定非經全體共有人之同
意不得逕行為之（現行專利法第 13 條及第 65 條），其結果將使專利權共有人對共有專利權
之應有部分，基於利害關係之共同性而成為潛在，因此專利權之共有性質應屬公同共有，除共
有人間另依契約約定或專利法另有特別規定外，應優先準用民法有關公同共有之規定22。
此外，亦有論者提出23，基於專利全要件原則之概念，建構共有專利之所有特徵要件，乃由所
有共有人所共同提出，缺少其一即可能導致發明之完整性受到破壞，而影響其可專利性，是故
每一共同發明人在共有專利之形成上實具有不可分之特性，且共有發明人間，亦為基於特殊共
同目的之多數人所結合之團體，而應認為專利共有具公同共有之性質。
四、 實務立場
專利法第 13 條及第 65 條固明文規範共有專利應有部分之處分與歸屬，似已將專利共有之一
般型態定性為「分別共有」，惟實務亦皆肯認專利公同共有關係之存在，如最高法院曾表示：
「如專利權人以專利權作為合夥財產之出資，該專利權即屬於合夥人全體之共同共有」24；經
濟部智慧財產局亦表示，「基於專利法第 6 條第 1 項之規定，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均得為讓
與或繼承之標的，擁有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人死亡時，其財產由所有繼承人公同共有」25。準
此，實務上似較傾向採準共有說，在相關法律對共有關係有明確之規範下，專利共有之當事人
依各該法律成立共有關係，進而依民法第 831 條分別準用「分別共有」或「公同共有」之規
定。
肆、 專利共有之內部關係
一、 各共有人得否主張共有專利無效
(一) 各共有人得否自為舉發申請？
依專利法第 71 條第 1 項之規定「發明專利權有下列情事之一，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
提起舉發」，其中得提起舉發之人，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2014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
第 5-1-2 頁有關「2.1 提起舉發之人」一節，已敘明：「舉發為公眾審查制度，因此舉發
之提起，除特定事由應由利害關係人提起外，任何人均得為之。惟專利權人自為舉發者，
因與本法規定舉發程序之進行均係以兩造當事人共同參與為前提，並應踐行交付專利權
人答辯程序，且舉發案件以審酌舉發聲明、理由及所檢附證據為原則，審定舉發不成立
時，尚對第三人發生一事不再理之阻斷效力，故上述所謂『任何人』並不包含專利權人
自己在內，以免與公眾審查之制度不符，故專利權人自為舉發申請者，應不予受理。」
是以，原則上專利共有人應不得自為舉發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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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於專利共有之事實本身有爭議，而欲主張有違反專利法第 12 條第 1 項（「專利申請權
為共有者，應由全體共有人提出申請」）或有「發明專利權人為非發明專利申請權人」
之情事者，已具名為專利共有人者得否自為提出舉發，仍有疑義。前引專利審查基準雖
謂，專利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2 項之利害關係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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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但在「共有」情況中，其意是否僅指「真
正共有專利申請權但於申請專利時並未被具名為共有人」者，抑或雖於申請專利時已具
名為共有人但對於共有事實有爭執者亦屬之。若後者，即可能發生專利共有人自為提出
舉發之情形。依專利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2 項規定，欲以前述理由提出舉發者，
僅限制需為「利害關係人」；既然此時所爭執者與共有之事實相關，專利共有人亦為利
害關係人，似無不許自為提出舉發之理由。
(二) 各共有人得否於訴訟中主張共有專利無效？
智慧財產法院曾於個案中依據上述專利審查基準表示，共有人為共有專利權人之一，為
專利法專利法第 71 條第 1 項所排除之對象，不得於訴訟中為系爭專利無效之抗辯26。此
案所涉爭議與「共有」之事實本身無關，因此尚無法得悉法院對於共有人能否基於專利
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2 項規定於訴訟中自行提出專利無效抗辯，將採取何等見
解。
二、 共有專利之單獨實施
(一) 各共有人得否單獨實施共有專利？
關於各共有人得否未經他共有人之同意自行實施共有專利，38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專利法
施行細則曾規定，專利共有人須將全體共有人同意單獨實施之契約呈請專利局備查，故
早期的司法實務見解對此問題係採否定說。例如：最高法院曾在判決中表示，各共有人
不得未經全體同意單獨實施，其要旨為：「專利法第 47 條規定：『專利權為共有時，除
共有人自己實施外，非得各共有人之同意，不得讓與或租與他人實施，但另有約定者，
從其約定』。所謂共有人自己實施係指共有人共同實施，或共有人以契約約定由共有人
中之一人或數人實施者而言，參諸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40 條：『專利權為共有，而非由共
有人全體實施時，應以契約規定共有人間之權利義務，並呈請專利局備案』之規定，尤
為顯然。倘容許各共有人單獨實施，無從貫徹保護全體共有人之利益。」27
惟上開施行細則已於 1994 年 10 月修正刪除，且專利法第 64 條之文義已明白指出共有
人自己實施專利無需得到全體共有人之同意，故司法實務已改變前述最高法院見解，對
此問題改採肯定說。例如，智慧財產法院即於個案中肯認，各共有人縱未經他共有人之
同意，仍得依專利法之規定自行實施專利28。
(二) 共有人單獨實施是否須支付他共有人報酬？
關此，智慧財產法院曾於個案中具體表示否定見解如下：「按一般物權之權利係依本質
而生，但無體財產權之發生、消滅、存續期間限制、排他性等性質皆以人工方式創設。
兩者於本質上有相當之差異。雖無體財產權常藉附著或與其他有體物結合呈現，但因其
無體性，故於使用收益時不若一般物權會相互衝突，可同時由多人使用收益。復按專利
法之目的係藉由賦予專利權人一定期間之壟斷權利，以交換其公開創造發明資訊與成果，
使公眾得以分享內容，促進社會之進步。故專利法一方面獎勵發明人公開其發明，另方
面對利用該發明之人課以責任。專利權人自行實施專利無法達到上開技術擴散之目的，
亦即並非利用他人發明之行為，故不在專利制度規制範圍。即專利權人自行實施專利不
須支付權利金，與自己交換公開創造發明…僅有需將整個專利權讓與或授權他人實施時，
因使得公眾分享專利權，始需經過他共有人同意，以保障全體專利權人之利益。」29
換言之，法院認為專利權人自行實施，並非利用他人發明之行為，故不須支付權利金與
自己交換公開創造發明。且專利法既已規定專利權人自行實施專利權不須經他共有人同
26
27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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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自無須再支付他共有人使用報酬，否則將與「不需他共有人同意」之規範目的相違，
進而架空該規定。
(三) 共有人單獨實施是否構成共有專利之妨害或侵害？
此外，關於他共有人得否對單獨實施之共有人主張排除侵害或損害賠償，智慧財產法院
亦於表示見解如下：「因專利權與有體物權之本質亦不相同，故無法類推適用或準用民
法第 821 條及第 767 條第 1 項中段之規定，得排除共有人之利用。又因專利共有人自行
實施專利，並不妨礙他共有人之利用或行使專利權，依我國損害賠償之法理『無損害則
無賠償』，其他共有人自無法依民法第 179 條及第 184 條規定，請求不當得利及侵權行
為之損害賠償。」30
依據前述見解，專利共有人自行實施專利，並不妨礙他共有人之利用或行使專利權，於
無損害之發生下，他共有人自無法請求不當得利及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
三、 公司得否實施股東與他人共有之專利？
關於共有人實施專利，實務上亦曾出現下述問題，亦即公司得否實施其股東或負責人與他人共
有之專利？經濟部智慧局已提出釋示如下31：
「專利權為共有時，其實施應依共有人間之約定，
共有人間無約定時，則除共有人自已實施外，若將專利權讓與或授權他人實施，必須經其他共
有人全體之同意：按公司和公司之股東、或負責人，在法律上係不同的權利主體，故公司股東
或負責人與他人所共有之專利權，對公司股東或負責人以外之其他專利共有人而言公司即係他
人，因此，公司欲實施該專利權必須經其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始得為之。」
伍、 專利共有之外部關係
一、 對第三人之權利—共有人得否單獨提起民事侵權訴訟
關於「專利共有人得否自行提起民事侵權訴訟」之法律問題，智慧財產法院係採取肯定立場，
認為專利共有人應有民法第 821 條之適用，自得援引司法院於院字第 1950 號解釋中對民法第
821 條之見解：「按為訴訟標的之權利，非數人共同不得行使者，固須數人共同起訴，原告之
適格，始無欠缺。惟民法第 821 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
權之請求，此項請求權，既非必須由共有人全體共同行使，則以此為標的之訴訟，自無由共有
人全體共同提起之必要。所謂本於所有權之請求權，係指民法第 767 條所規定之物權的請求
權而言，故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共有物者，請求返還共有物之訴，對於妨害共有權者，請求除
去妨害之訴，對於有妨害共有權之虞者，請求防止妨害之訴，皆得由各共有人單獨提起。惟請
求返還共有物之訴，依民法第 821 條但書之規定，應求為命被告向共有人全體返還共有物之
判決，不得請求僅向自己返還。」32
惟於各共有人單獨提起訴訟後，其得主張之損害賠償數額，前述判決亦依據院字第 1950 號解
釋之見解表示：「債權的請求權，例如共有物侵權行為而滅失毀損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固不在
民法第 821 條規定之列，惟應以金錢賠償損害時（參照民法第 196 條、第 215 條）其請求權
為可分債權，各共有人僅得按其應有部分，請求賠償，即使應以回復原狀之方法賠償損害，而
其給付不可分者，依民法第 293 條第 1 項之規定，各共有人亦得為共有人全體請求向其全體
為給付。故以債權的請求權為訴訟標的之訴訟，無論給付是否可分，各共有人均得單獨提起。」
智慧財產法院後於另一個案中，就相同爭議，以專利法未明文禁止下，直接肯定各共有人單獨
提起訴訟之適格性；其判決明揭：「固規定新式樣專利為共有時，除共有人自己實施外，非得
共有人全體之同意，不得讓與或授權他人實施，惟此與專利權共有人提起民事訴訟無涉，法律
並未限制專利權共有人不得單獨提起民事侵權訴訟，是被告抗辯原告為系爭專利共有人之一，
單獨提起本件訴訟，為當事人不適格云云自非可取。」33
二、 對第三人之義務—共有專利應有部分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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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民專訴字第 206 號判決參照。
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民專訴字第 122 號判決參照。

專利權雖為無體財產權之一種，其強制執行仍受強制執行法之規範。依強制執行法第 117 條
「特殊財產權」之規定，對專利權之執行程序係準用強制執行法中「對於其他財產權執行」之
程序，即執行法院得核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就被執行之專利為移轉、授權、設定質權或為
他一切處分；但債權人之金錢債權因附條件、期限、對待給付或其他事由，致難以依前述規定
辦理者，執行法院得依聲請，準用對於動產執行之規定，將該專利權拍賣或變賣之（強制執行
法第 115 條第 1、3 項）；執行法院並得酌量情形，命令管理該專利權，而以管理之收益清償
債權人（強制執行法第 117 條）。
當執行標的之專利權為多人共有，而其中一共有人之應有部分遭執行法院扣押、拍賣時，由於
專利法規定各專利共有人對於其應有部分之處分，必須得到其他共有人之同意（專利法第 65
條第 1 項），則法院應如何執行？實有疑問。
(一) 執行法院對共有專利應有部分之扣押
就執行法院得否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扣押專利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台灣高等法院見解
如下：「專利法第 65 條第 1 項係就共有專利權應有部分『讓與』、『信託』或『設定質
權』等情形所為之規定，如非屬上述『處分』共有專利權應有部分之行為時，則無上開
法條之適用。」「執行法院核發執行命令，禁止抗告人就系爭專利權應有部分為移轉、
授權、設質登記或其他一切處分，僅係就抗告人所有系爭專利權應有部分，進行『禁止
處分』之扣押程序而已，非就抗告人所有系爭專利權應有部分，為拍賣或變賣等『處分』
之換價程序，依前揭說明，尚無專利法第 65 條第 1 項規定之適用，是抗告人依據該等規
定，對執行法院之扣押程序聲明異議，於法自難謂為有據。」34
由上述高等法院之民事裁定可知，執行法院核發執行命令，禁止債務人處分其專利權應
有部分，並無專利法第 65 條第 1 項規定之適用。
(二) 執行法院對共有專利應有部分之拍賣
執行法院於扣押某一專利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後，是否需經其他共有人之同意始能進行拍
賣，亦為實務上之難解問題。
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於 99 年之法律座談會之審查意見結論有謂：「專利法對於共有
專利權之拍賣法無明文禁止，且若須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下才得以進行換價程序，反而
造成全體共有人同意與否影響執行法院執行上之障礙事由產生，易形成債務人逃避執行
之漏洞。故為滿足債權人之債權得以求償及確保執行程序進行之順遂，應不須得全體共
有人之同意。」35等語，對於專利法第 65 條第 1 項規定於此種情況之適用，採取否定見
解。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對同一問題，則表示意見如下：「專利案應有部分之拍賣，係依強制
執行法之相關法令，專利法對此並無特別規定，亦無專利法第 65 條之適用。」36
台灣新竹地方法院基於上述司法研討會之結論與智慧財產局之意見，認為於共有人之應
有部分遭執行法院拍賣換價時，並無專利法第 65 條規定之適用37；即執行法院得不經其
他共有人之同意，逕行拍賣債務人之專利應有部分。
(三) 共有專利中，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不清時，推定其為均等
在執行法院執行債務人之專利應有部分，無法知悉債務人與第三人共有專利之應有部分
比例，法院與主管機關亦無法查知時，債務人之應有部分如何認定？台灣新竹地方法院
曾在個案中表示：「依民法第 817 條第 2 項規定，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不明時，推定其
為均等。」38，可供參照。
故執行法院執行專利共有人應有部分之拍賣，得適用民法相關規定，以共有人之人數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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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抗字第 661 號民事裁定參照。
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9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 54 號審查意見參照。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2 年 10 月 28 日(102)智專一(一)15189 字第 10221464000 號函參照。
台灣新竹地方法院 99 年度司執字第 32540 號民事裁定參照。
同註 37。

定債務人之應有部分比例以進行拍賣程序。
陸、 結語
我國專利法在專利權共有之規範上，僅對於專利之申請、申請權及專利權之處分設有規定，關於專
利共有人間內部關係（如專利權的實施）、外部關係（各共有人對第三人之主張、或共有專利之應
有部分受強制執行）等均未有明文規範，或規範不甚明確，致實務上衍生諸多法律問題。
關於專利共有之內部關係，就共有專利權人自行實施專利是否須給付其他共有人報酬之疑義，智慧
財產法院考量專利權為無體財產權，與有體物權之本質不相同，作出共有專利權人縱未經他共有人
之同意，仍得自行實施專利，且無須給付其他共有人報酬之見解；就他共有人得否對單獨實施之共
有人主張排除侵害或損害賠償之疑義，智慧財產法院亦表示因專利權與有體物權之本質不相同，無
法類推適用或準用民法規定而排除共有人之利用，他共有人亦無法依不當得利及侵權行為請求損害
賠償。
然關於專利共有之外部關係，智慧財產法院於處理共有人得否單獨對第三人主張共有專利權利之疑
義時，認為此時專利共有人應有民法第 821 條之適用，而得單獨對第三人主張共有專利之權利。
是以，當專利共有發生相關法律爭議時，究應考量無體財產權與有體物權本質不同而無法類推適用
或準用民法規定，抑或與民法規定為相同解釋，智慧財產法院仍因應個案而為不同之見解，尚未形
成一體性之適用原則。對此，除需仰賴智慧財產法院於日後更多案例中逐漸建立共通法律見解外，
適度修法或亦為將來努力之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