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國設計專利之比較—以我國新法制度為基礎 

一、前言 

西元 1883 年簽訂的《保護工業產權巴黎公約》

（Paris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及西元 1994 年簽訂的《貿易有關之智

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RIPS）

均約定成員國對於工業產品外觀設計都能得到一

定的保護。 

各國在《保護工業產權巴黎公約》及《貿易有

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的規定下均針對工業產品外

觀設計訂定相關保護制度。近年來，基於產業發展

的快速變遷，各國針對工業產品外觀設計之保護制

度不斷地在修正，以符合現況需求。 

以我國為例，我國於西元 2011 年 11 月 29 日

由立法院三讀通過專利法修正案，該修正案（以下

稱新專利法）並即將於西元 2013 年 1 月 1 日施行。

其中新專利法變更新式樣專利名稱為「設計專

利」，並針對設計專利制度整理配套規劃作出大幅

度修正。新增的設計專利制度包括「部份設計」、「電

腦圖像（Computer-Generated Icons，簡稱 Icons）

及使用者圖形介面設計(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成組物品設計」、「衍生設計」，並廢止「聯

合新式樣」。 

我國新專利法導入的這些設計專利制度並非

一致性地存在於世界各國。各國對於設計專利制度

存有部份的差異，本文擬整理歸納世界各國之設計

專利制度，以使申請人在佈局全球設計專利時，能

夠更為清楚明瞭。 

 

二、各主要國家之相關規定 

(一) 我國 

1. 「部份設計」： 

根據我國新專利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之

規定，設計指對物品之全部或部分之形狀、花紋、

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 

依我國現行條文規定，新式樣專利保護之創作

必須是完整之物品（包含配件及零、組件）外觀之

形狀、花紋、色彩或其結合之設計，若設計包含多

數新穎特徵，而他人只模仿其中一部分特徵時，就

不會落入新式樣專利所保護之權利範圍。如此，無

法周延保護設計，一方面為鼓勵傳統產業對於既有

資源之創新設計，另一方面為因應國內產業界在成

熟期產品開發設計之需求，強化設計專利權之保

護，故我國將部分設計納入設計專利保護之範圍，

明定於新專利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 

2. 「電腦圖像及使用者圖形介面設計）」： 

根據我國新專利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二項之

規定，應用於物品之電腦圖像及圖形化使用者介

面，亦得依本法申請設計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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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圖像（Icons）與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UI）

係屬暫時顯現於電腦螢幕且具有視覺效果之二度

空間圖像（two-dimensional image），囿於無法如

包裝紙與布匹上之圖像及花紋能恆常顯現於所實

施之物品上，且不具備三度空間特定形態，依我國

現行規定，並非新式樣專利保護之標的。然有鑒於

我國相關產業開發利用電子顯示之消費性電子產

品、電腦與資訊、通訊產品之能力已趨成熟，又電

腦圖像或圖形化使用者介面與前述產品之使用與

操作有密不可分之關係，為配合國內產業政策及國

際設計保護趨勢之需求，導入電腦圖像及圖形化使

用者介面為設計專利保護之標的，自有其必要性。

因此我國新專利法增訂應用於物品之電腦圖像及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亦得依本法申請設計專利。 

3. 「成組物品設計」： 

根據我國新專利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二項之

規定，二個以上之物品，屬於同一類別，且習慣上

以成組物品販賣或使用者，得以一設計提出申請。 

我國現行專利法並無准予成組物品專利之規

定，惟開放成組物品設計專利為國際之趨勢，我國

現行實務中亦不乏申請之案例。因此我國新專利法

明定屬於同一類別之二個以上之物品，若習慣上是

以成組物品販賣，或成組使用者，得以一設計提出

申請。至於所稱「同一類別」，指國際工業設計分

類表之同一類別而言。 

以成組物品設計提出申請獲准專利者，在權利

行使上，只能將成組設計視為一個整體行使權利，

不得就其中單個或多個物品單獨行使權利，亦不得

將成組物品設計分割行使權利。 

4. 「衍生設計」： 

根據我國新專利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一項之

規定，同一人有二個以上近似之設計，得申請設計

專利及其衍生設計專利。 

產業界在開發新產品時，通常在同一設計概念

發展出多個近似之產品設計，或是產品上市後由於

市場反應而為改良近似之設計，為考量這些同一設

計概念下近似之設計，或是日後改良近似之設計具

有與原設計同等之保護價值，應給予同等之保護效

果。因此，我國新專利法明定同一人以近似之設計

申請專利時，應擇一申請為原設計專利，其餘申請

為衍生設計專利。 

 

(二) 中國大陸 

1. 「成套出售或者使用」： 

根據中國大陸專利法第三十一條第二款之規

定，同一產品兩項以上用於同一類別並且成套出售

或者使用的產品的兩項以上外觀設計，可以作為一

件申請提出。 

2. 「相似外觀設計」 

根據中國大陸專利法第三十一條第二款之規

定，同一產品兩項以上的相似外觀設計，可以作為

一件申請提出。 

 

(三) 美國 

1. 「部份設計」： 

根據美國專利審查基準(MPEP)第 1503.02 節

第 III 點之規定，虛線可以用以說明產品的使用環

境，並不作為請求設計專利權之一部份。 

2. 「電腦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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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專利審查基準第 1504.01(a)節之規

定，電腦圖形包含：全螢幕上的畫面，或者是個別

的圖形，都屬於具有二維空間的圖像，都是一種表

面裝飾。不過單純的表面裝飾係無法授與專利，電

腦圖像應具體實施於電腦螢幕、終端機、其他顯示

面板或其部份，才能符合美國專利法第 171 條所規

定的製成物品(article of manufacture)的要件。 

3. 「成組設計」： 

美國專利審查基準第 1504.01(b)節說明了，雖

然 35 U.S.C. 171 規定所請求的設計必須實施於一

製成物品中，法條所謂的製成物品可以包含多個物

品，或是可以是此物品的多個部分。 

4. 「同一設計」： 

根據美國專利審查基準第 1504.05 節第 II(A)

點說明了，允許將一個設計發明之一個以上的實施

例說明於同一個申請案中。然而，這些實施例必須

包含一個單一的發明概念。如果兩個設計無法可專

利性地被區分(patentably indistinct)的話，則兩個

設計可以被視為包含一個單一的發明概念。 

 

(四) 日本 

1. 「部份設計」： 

根據日本意匠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設計是

指一物品（包括物品的一部份）之形狀、圖案或色

彩或其任意結合，透過視覺美感的創作。 

2. 「電腦圖像」： 

根據日本意匠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前項之

物品的一部份之形狀、圖案或色彩或其任意結合應

包括於螢幕上的圖形者 (those in a graphic 

image on a screen)。所述之螢幕上之圖形限制於

為了使該物品去執行其功能所完成的操作。而且此

螢幕上的圖形顯示於此物品，或者顯示於與此物品

結合使用之其他物品。 

3. 「成組設計」： 

根據日本意匠法第八條之規定，兩個或兩個以

上一起使用的物品，且為日本經濟產業省所指定者

(以下稱為成組物品)，如果此成組物品可以作為一

個整體使用的話，則該成組物品可以於一設計申請

案中提出申請。 

4. 「關聯意匠（related designs）」： 

根據日本意匠法第十條第一項之規定，申請人

可以就近似於所選擇之同一申請人的另一已申請

之設計或另一已核准之設計獲得設計專利。所選擇

之設計稱為主要意匠，而近似的設計稱為關聯意

匠。 

 

(五) 歐洲 

1. 「部份設計」： 

根據歐盟專利規則（European Communities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mmunity Designs）

第 3 條第(a)項之定義，設計係表現於全部或部份之

產品上的線條、輪廓、色彩、形狀、紋路及/或材質

的外觀特徵。 

2. 「電腦圖像」： 

根據歐盟專利規則第 3 條第(b)項之定義，產品

係指工業物件或手工藝物件，其包括內部元件所組

成的複雜產品、包裝、外觀、圖像及印刷字體，但

不包括電腦程式。 

3. 「多重申請(multipl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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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歐盟專利規則第 37 條第 1 項之規定，複

數個設計可以合併於一件多重申請中。  

4. 「成組設計」： 

在 歐 盟 設 計 專 利 審 查 基 準 (Examination 

Guidelines Community Design)之第 5.1 節之設計

之定義(Definition of “design” (Article 3(a) CDR))

中，係敘述了： 

多個物品的呈現通常不被認為符合設計之規

定。但當某一設計係由多個物品之特徵的組合所表

現出來時，則此些成組的物品可以被認定為單一產

品，而符合規定。舉例來說，當叉子、湯匙及刀具

顯示出共同的特徵時，他們可以被視為成組物品。 

 

三、綜合比較與實務建議 

綜上所述，各國針對專利保護制度上有些許的

不同，茲整理如下： 

1. 在「部份設計」方面，我國、美國、日本、

歐洲都有相關制度，而中國大陸沒有「部份設計」

之制度。因此，當第一申請國為我國、美國、日本

或歐洲時，申請人可以虛線表示不主張權利的部

份，僅以實線表示主張權利的部份。申請人在向中

國大陸就同一設計專利提出申請時，須特別將圖式

中的虛線部份補成實線來進行申請。 

2. 在「電腦圖像」方面，我國、美國、日本、

歐洲有相關制度，申請人需留意「電腦圖像」無法

向中國大陸提出設計專利申請。 

3. 在「成組設計」方面，我國、中國大陸、

美國、日本、歐洲都有「成組設計」之制度。 

4. 在「衍生設計」方面，我國的衍生設計與

日本的關聯意匠較為近似，衍生設計與原設計專利

係屬不同的專利申請案。而於其他國家申請時，相

類似的設計可以參考中國大陸的「相似外觀設

計」、美國「同一設計」及歐洲的「多重申請」之

規定，於同一申請案中將多個相似的設計發明併案

申請。 

總之，申請人在針對各個國家提出設計專利申

請時，必須設想到各國設計專利制度的差異。尤其

是在部份設計、電腦圖像或衍生設計這三個方面，

更是需要特別注意在不同國家申請時，應該作的必

要調整，以符合各國的相關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