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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行專訴字第 43 號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10 月 05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發明專利舉發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6年度行專訴字第43號

原　　　告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海英俊（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李秋成專利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洪淑敏（局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呂正仲　　　

參　加　人　賴信安　　　

訴訟代理人　黃耀霆專利師

          　梁雨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發明專利舉發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0

6 年4 月12日經訴字第10606303220 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並經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前於民國99年9 月3 日以「風扇及其製造方法」向被告

    申請發明專利，經被告編為第99129810號審查，准予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計15項），發給發明第I418707 號專利證書（

    下稱系爭專利）。嗣參加人賴信安以該專利有違核准審定時

    專利法第26條第1 項、第2 項及第22條第2 項之規定，對之

    提起舉發。原告則於103 年3 月26日提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範圍更正本。案經被告審查，認原告所為之更正應予准許，

    且系爭專利並未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惟

    違反同法第22條第2 項規定，而以105 年10月31日（105 ）

    智專三(三)05134 字第10521342560 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10

    3 年3 月26日之更正事項，准予更正」、「請求項1 至15舉

    發成立，應予撤銷」之處分。原告不服前揭處分中有關舉發

    成立之部分，提起訴願，經經濟部於106 年4 月12日經訴字

    第10606303220 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向本院提

    起行政訴訟。本院認本件判決之結果，倘認原處分及訴願決

    定應予撤銷，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將受損害，爰依

    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 項規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被告

    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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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有關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內容，證據1 未揭露其中之「風扇

    」、「一輪轂，係套設於該金屬殼體上。複數個葉片，係環

    設於該輪轂之外圍」以及「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不具有置軸

    凸環，該轉軸之頂面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之頂面係呈共平

    面」之技術內容；證據2 未揭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不具有

    置軸凸部，且該轉軸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係直接以雷射焊

    接方式結合，該轉軸之頂面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之頂面係

    呈共平面」之技術內容；證據5 未揭露「一輪轂，係套設於

    該金屬殼體上。複數個葉片，係環設於該輪轂之外圍」以及

    「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不具有置軸凸環，且該轉軸與該金屬

    殼體之該頂壁係直接以雷射焊接方式結合，該轉軸之頂面與

    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之頂面係呈共平面」之技術內容；證據

    3 未揭露葉輪之「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不具有置軸凸部，且該

    轉軸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係直接以雷射焊接方式結合，該

    轉軸之頂面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之頂面係呈共平面」之技

    術內容。再者，系爭專利欲解決之技術問題及達到之功效在

    於簡化風扇葉輪模具設計、避免轉軸刮傷、簡化轉軸之加工

    程序、降低風扇厚度，達到使風扇薄型化之目的，然證據1

    、2 、3 、5 無論應用領域、待解決之問題及達到之功效，

    均與系爭專利不同。又證據1 係應用在硬盤驅動器裝置(HDD

    裝置) 、光碟裝置、光磁盤裝置..等領域之主軸電動機的動

    壓流體軸承結構及其組裝方法，其功能與目的在於使磁盤或

    光盤等盤式紀錄媒體旋轉的同時，對於該盤磁性地或光學地

    進行數據的讀寫，其旋轉精度不僅高於風扇，在運行環境、

    技術要求、加工方式等方面亦有顯著不同，因此，證據1 與

    證據2 、3 、5 等風扇領域，顯為不同技術領域，而無組合

    動機，故其等相互間如附表編號1 至8 所示之組合無法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9 不具進步性。

  (二)系爭專利請求項10與請求項1 之差異僅有複數個葉片係環設

    於金屬殼體外圍而設置，是有關證據1 、2 、3 、5 如附表

    編號9 至11所示之組合無法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0不具進步

    性之理由與前述同。又證據4 仍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0所

    載之「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不具有置軸凸環，且該轉軸與該

    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係直接以雷射焊接方式結合，該轉軸之頂

    面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之頂面係呈共平面」之技術內容，

    是證據1 、2 、3 、4 、5 相互間如附表編號12至14所示之

    證據組合無法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1、12不具進步性。

  (三)系爭專利請求項13至15為風扇製造方法，證據1 、3 、5 之

    實體結構顯未揭露上開請求項之特殊流程，更未揭露上開請

    求項所載之「先將葉輪2 之轉軸23與金屬殼體22進行雷射焊

    接並將轉軸23之頂面與金屬殼體22之頂壁之頂面呈共平面之

    步驟，再將轉軸23與金屬殼體22之組合結構置於一模具中，

    透過塑膠成型技術形成輪轂及複數個葉片之步驟，以及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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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將轉軸23與金屬殼體22之組合結構之轉軸23穿設於軸承」

    之步驟，且證據1 、3 、5 無論是應用領域、待解決之技術

    問題、達到之功效以及技術手段，均與系爭專利不同，彼此

    間亦無組合動機，均如前述，因此，證據1 、3 、5 領域不

    同，相互間如附表編號15至16所示之證據組合無法證明系爭

    專利請求項13至15不具進步性。

  (四)因此，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15具進步性，爰聲明：訴願決定

    及原處分有關「請求項1 至15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部分

    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一)系爭專利請求項13僅記載步驟而未限制操作順序，且該請求

    項內容包含元件結構及組裝型態，於比對時，自應一併確認

    各元件「實體結構」之排列關係，是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3

    之標的雖為「製法」，但應以請求項內限定條件（包含結構

    特徵）的整體為對象進行比對。再者，系爭專利請求項13與

    「製法」相關者，主要為「一轉軸與該金屬殼體進行雷射焊

    接」以及「將該轉軸與該金屬殼體之組合結構置於一模具中

    ，透過塑膠成型技術形成一輪轂及複數個葉片」，然證據1

    記載相關轉軸與軸承等各元件之配置方法，以及後續焊接固

    定之製造方法，已實質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3技術內容，證

    據3 已揭示輪轂、金屬環及轉軸構造，以及後續放置於模具

    並射出成型等製程方法，在面臨「為了加強轉軸與輪轂的結

    合強度」問題時，風扇領域之通常知識者自有足夠之結合動

    機，參酌相近領域且具有解決問題高度關聯性之證據1 所教

    示「轉子輪轂50與軸8 一體化地利用激光焊接進行固定」之

    固定方式，而輕易結合如系爭專利請求項13之技術，是以，

    結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3不具進步性。

　(二)判斷進步性時，係確認證據間「技術領域之關連性」，並非

    以技術領域之「相同」或「不同」逕自論斷，而系爭專利與

    證據1 之轉動機構皆具有旋轉軸、定子、磁性元件等元件，

    為相同之旋轉馬達機構，兩者應用技術領域相同；證據1 說

    明書指明該電動機係應用至小型化、薄型化等用途，與系爭

    專利相符，證據１採用激光焊接固定以改善強度且可避免習

    知壓入技術之缺失，與系爭專利所欲解決問題實質相當。此

    外，證據1 申請專利範圍之標的係為「主軸電動機」，系爭

    專利亦屬「主軸電動機」之應用，兩者技術領域具有高度關

    連性。又，證據1 應用至HDD 裝置、光碟裝置等，系爭專利

    與其他證據係應用於風扇上，兩者皆屬「電腦」及「筆記型

    電腦」等電子產品之構件，該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者，於考

    量薄型化、強度等特性而進行設計時，考量「筆記型電腦」

    等元件擺置時即會相互參考以完成整體設計，故系爭專利、

    證據1 及其他證據之技術領域具有關連性，舉發證據自有組

    合動機。

  (三)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15之其餘答辯，爰援引原處分、訴願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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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書及訴願決定書不具進步性之理由。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四、參加人除援引被告答辯外，另主張略以：

  (一)證據1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大部分技術特徵，其中雖未揭

    露「一輪轂，係套設於該金屬殼體上；複數個葉片，係環設

    於該輪轂外圍」，然此部分已為證據2或證據3所揭露；至證

    據1 未揭露之「該轉軸之頂面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之頂面

    係呈共平面」技術特徵僅屬簡單修飾，且證據5 圖1 顯示金

    屬殼體與軸心呈共平面，更可證該部分技術特徵為習知技術

    ，又證據1 、2 、3 、5 之定子結構皆屬相同之主軸電動機

    ，且其製品結構之功能及作用皆係驅使主軸轉動並讓外部載

    體轉動，證據1 與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及產生功效復實

    質相當，上開舉發證據間自有組合動機，故證據1 、2 之組

    合，或證據1 、3 之組合，或證據1 、2 、5 之組合，或證

    據1 、3 、5 之組合，均足證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又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9 為請求項1 之附屬項，所附屬之

    技術特徵已分別為證據1 或證據2 或證據3 所揭露，或僅為

    簡單修飾，自不具進步性。

  (二)再者，證據1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0大部分技術特徵，其

    中雖未揭露「複數個葉片，係環設於該金屬殼體外圍」，然

    此部分已為證據2 或證據3 或證據5 所揭露，而證據1 未揭

    露之「該轉軸之頂面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之頂面係呈共平

    面」技術特徵僅屬簡單修飾，且此部分技術特徵亦為證據5

    所揭露，又上開證據間有組合動機，故證據1 、2 之組合，

    或證據1 、3 之組合，或證據1 、5 之組合，均足證系爭專

    利請求項10 不 具進步性。另系爭專利請求項11及請求項12

    之附屬技術特徵均為證據4 所揭露，而證據4 與上開證據間

    有組合動機，是證據1 、2 、4 之組合，或證據1 、3 、4

    之組合，或證據1 、4 、5 之組合，均足證系爭專利請求項

    11、12不具進步性。

  (三)又證據1 說明書已揭露相關轉軸與軸承等各原件之配置方法

    ，以及後續焊接固定之製造方法，而證據3 已揭露系爭專利

    請求項13「將該轉軸與該金屬殼體之組合結構置於一模具中

    ，透過塑膠成型技術形成一輪轂及複數個葉片，其中該輪轂

    係套設於該金屬殼體上，該葉片係環設於該輪轂外圍」技術

    特徵，證據5 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3「該轉軸之頂面與該金

    屬殼體之該頂壁之頂面係呈共平面」技術特徵，又請求項14

    、15之附屬技術特徵亦均為證據1 所揭露，且上開證據間有

    組合動機，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在既

    有元件之排列下，因應製品及周圍元件之搭配關係，調整各

    元件之大小及尺寸，即可輕易達成各元件對齊與否之調整動

    作，而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3至15之技術內容，是證據1 、

    3 之組合，或證據1 、3 、5 之組合，均足證系爭專利請求

    項13 至15 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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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附表所示證據組合已足證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15不具進步性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並無違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發明專利權得提起舉發之情事，依其核准審定時之規定

    。」為現行專利法第71條第3 項本文所明定，其立法理由載

    稱：「核准發明專利權之要件係依核准審定時之規定辦理，

    其有無得提起舉發之情事，自應依審定時之規定辦理，始為

    一致，爰予明定。」查系爭專利申請日為99年9 月3 日，經

    被告審查後於102 年9 月26日准予專利，並於102 年12月11

    日公告等情，有系爭專利之專利申請書及專利說明書附卷可

    參（見申請卷第24頁、本院卷一第255 至278 頁），是系爭

    專利有無撤銷之原因，應以核准審定時之102 年6 月13日施

    行之專利法為斷（下稱102 年專利法）。本件參加人以系爭

    專利違反102 年專利法第26條第1 項、第2 項、第22條第2

    項規定提起舉發，被告審查後認系爭專利並未違反102 年專

    利法第26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然違反同法第22條第2 項

    規定，而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15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審定

    ，參加人於本院審理中並未再爭執原處分有關系爭專利未違

    反102 年專利法第26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之認定有違法不

    當之處，是本件爭點即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15是否違反10

    2 年專利法第22條第2 項規定。次按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

    想之創作，且可供產業上利用者，得依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

    ，102 年專利法第21條、第22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但發

    明如係「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

    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仍不得取得發明專利，同法第22

    條第2 項亦有規定。而對於獲准專利權之發明，任何人認有

    違反前揭專利法之規定者，依同法第71條第1 項、第73條第

    1 項規定，得附具證據，向專利專責機關舉發之。從而，系

    爭專利有無違反前揭專利法之情事而應撤銷其發明專利權，

    依法應由舉發人附具證據證明之。又原告於本件舉發審查期

    間之103 年3 月26日提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更正本，經

    被告審查認原告所為之更正應予准許並公告，該准予更正之

    審定未經舉發人聲明不服而已確定，是本件舉發案應依更正

    後申請專利範圍為審查，合先敘明。

　(二)系爭專利之技術分析：

    1.如附圖一第1A至1C圖所示，習用葉輪1 的成型方式係於塑

      膠成型模具中放入金屬環12並插入轉軸13後，再透過射出

      方式形成具有輪轂10、葉片11、金屬環12及轉軸13的葉輪

      1 。為了加強轉軸13與輪轂10的結合強度，輪轂10須達一

      定厚度，故有最小厚度之限制。另外，輪轂10中央與轉軸

      13結合處更設有垂直於輪轂10之頂壁並且沿轉軸13軸向延

      伸之置軸凸環101 ，用以插設轉軸13。又，置軸凸環101

      之外圍更可增設複數個放射狀之加強肋102 。轉軸13與置

      軸凸環101 結合處設有壓花槽131 ，可強化轉軸13與輪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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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的結合強度。然而，習用葉輪結構具有以下缺點：由於

      輪轂10有最小厚度之限制，且輪轂10上設置有置軸凸環10

      1 及加強肋102 等結構，使得模具設計較為複雜，不利於

      葉輪的薄型化需求。再者，由於轉軸13頂端須增設壓花槽

      131 來強化轉軸13與輪轂10的結合強度，在葉輪的薄型化

      需求下，較小尺寸的轉軸13並不利於壓花槽131 的加工。

      因此，系爭專利提供一種風扇及其製造方法，其中轉軸係

      以雷射焊接方式結合於金屬殼體上，藉此簡化葉輪模具之

      設計、避免轉軸刮傷及簡化轉軸的加工過程，藉此降低風

      扇之整體厚度，達到風扇薄型化之目的（如附圖一第2 至

      4 圖所示）。

    2.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計15項，其中請求項1 、10、13

      為獨立項，其餘均為附屬項。原告於103 年3 月26日向被

      告提出申請專利範圍更正，經被告核准並於106 年8 月1

      日公告，更正後申請專利範圍如下：

      (1)一種風扇，包含：一馬達基座，其中央具有一軸承座；

        一軸承，係容置於該軸承座內；一葉輪，包含：一金屬

        殼體，具有一頂壁及由該頂壁周緣軸向延伸之一周壁；

        一輪轂，係套設於該金屬殼體上；複數個葉片，係環設

        於該輪轂外圍；以及一轉軸，係凸設於該金屬殼體之該

        頂壁中央且穿設於該軸承中，其中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

        不具有置軸凸環，且該轉軸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係直

        接以雷射焊接方式結合，該轉軸之頂面與該金屬殼體之

        該頂壁之頂面係呈共平面；一定子，係套置於該軸承座

        之外周緣；以及一磁性元件，係設置於該金屬殼體之內

        緣上，並與該定子對應設置。

      (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風扇，其中該金屬殼體之

        該頂壁的厚度為0.1 至2.0mm 。

      (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風扇，其中該金屬殼體之

        該頂壁中央具有一開口，使該轉軸可插設於其中。

      (4)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風扇，其中該轉軸係由金

        屬材質製成。

      (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風扇，其中該轉軸不具有

        壓花槽。

      (6)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風扇，其中該輪轂及該葉

        片係以塑膠一體成型。

      (7)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風扇，其中該金屬殼體更

        包含一水平高度較該頂壁略低之次頂壁，使得該輪轂覆

        蓋於該次頂壁上。

      (8)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風扇，更包含一扇框，其

        係設置於該風扇之外緣。

      (9)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風扇，其中該風扇之整體

        厚度小於10mm。

      (10)一種風扇，包含：一馬達基座，其中央具有一軸承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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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軸承，係容置於該軸承座內；一葉輪，其包含：一金

        屬殼體，具有一頂壁及由該頂壁周緣軸向延伸之一周壁

        ；複數個葉片，係環設於該金屬殼體外圍；以及一轉軸

        ，係凸設於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中央且穿設於該軸承中

        ，其中，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不具有置軸凸環，且該轉

        軸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係直接以雷射焊接方式結合，

        該轉軸之頂面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之頂面係呈共平面

        ；一定子，係套置於該軸承座之外周緣；以及一磁性元

        件，係設置於該金屬殼體之內緣上，並與該定子對應設

        置。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風扇，其中該葉片係由金

        屬材質製成。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所述之風扇，其中該葉片係與該

        金屬殼體為一體成型。

      �一種風扇之製造方法，其係包含下列步驟：提供一金屬

        殼體，其係具有一頂壁及由該頂壁周邊往下延伸之一周

        壁，其中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不具有置軸凸環；將一轉

        軸與該金屬殼體進行雷射焊接，使該轉軸凸設於該金屬

        殼體之該頂壁中央，該轉軸之頂面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

        壁之頂面係呈共平面；將該轉軸與該金屬殼體之組合結

        構置於一模具中，透過塑膠成型技術形成一輪轂及複數

        個葉片，其中該輪轂係套設於該金屬殼體上，該葉片係

        環設於該輪轂外圍；提供一馬達基座，其中，該馬達基

        座之中央處形成一軸承座，一軸承容置於該軸承座內，

        以及一定子套置於該軸承座之外周緣；以及將一磁性元

        件設置於該金屬殼體之內緣上，並將該轉軸穿設於該軸

        承中，使該磁性元件與該定子對應設置。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3項所述之風扇之製造方法，其中該

        雷射焊接係以環型焊接的方式使該轉軸與該金屬殼體結

        合。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3項所述之風扇之製造方法，其中該

        雷射焊接係以對稱點焊接的方式使該轉軸與該金屬殼體

        結合。

  (三)舉發證據說明：

  　1.證據1 ：

      證據1 為西元2003年1 月15日公開之中國第1391325 號「

      主軸電動機及其組裝方法」專利案，其公開日早於系爭專

      利申請日(2010 年9 月3 日) ，故證據1 可為系爭專利之

      先前技術。證據1 為一種軸承壽命、耐衝擊性優異並能小

      型化的主軸電動機。在軸的一端固定有支承該軸(8) 的軸

      線方向負荷的凸緣(11)。在將它們兩者固定而接觸的面上

      設有激光焊接部(14)。並且，將固定於軸(8) 端部上的轉

      子輪轂(50)用激光焊接部(54)來固定（參證據1 摘要），

      其主要示意圖如附圖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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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證據2 ：

      證據2 為2010年7 月11日公告之我國第I327457 號「風扇

      、馬達及其葉輪」專利案，其公開日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

       (2010年9 月3 日) ，故證據2 可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

      。證據2 為一種葉輪係受一定子結構驅動，該葉輪包括一

      傳導殼、一輪轂以及複數個扇葉。該傳導殼覆蓋該定子結

      構至少一側，該輪轂係覆蓋該傳導殼，且該輪轂與該定子

      結構間具有至少一氣隙。該輪轂頂部具有一開口，該開口

      暴露部分該傳導殼頂部。該輪轂內壁與該傳導殼外表面之

      間形成至少一氣流通道，該氣流通道具有至少一進氣口及

      至少一出氣口。該進氣口與該開口連通，該出氣口與該氣

      隙連通。該些扇葉環設於該輪轂周緣（參證據2 摘要），

      其主要示意圖如附圖三所示。

    3.證據3 ：

      證據3 為系爭專利說明書及圖式所揭露之先前技術，故證

      據3 可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證據3 （系爭專利自承之

      先前技術）記載「葉輪1 包括一輪轂10、複數個葉片11、

      一金屬環12及一轉軸13，其中，葉片11係環設於輪轂10周

      緣，且葉片11與輪轂10係以塑膠一體成型，金屬環12係設

      置於輪轂10之內緣，而轉軸13則凸設於輪轂10內部的中央

      」（參系爭專利說明書【0002】段落），其主要示意圖如

      附圖四所示。

    4.證據4 ：

      證據4 為2010年3 月21日公告之我國第M376656 號「操作

      方便之自動快脫構造」專利案，其公開日早於系爭專利申

      請日（2010年9 月3 日），故證據4 可為系爭專利之先前

      技術。證據4 為一種扇葉結構改良，係包括一外殼、一轉

      子及一扇葉組；其中該外殼包含有一頂部及一側部，該側

      部一端與該頂部之周緣連結並界定有一容置空間，所述之

      轉子係組設於容置空間內同時緊固於側部之內壁，前述扇

      葉組係經由金屬材質沖壓成型，而其扇葉組之頂面係貼附

      於外殼之頂部，該頂面具有一鏤空部使該頂部外露在該鏤

      空部，故藉由其扇葉組於頂面所形成一大範圍的鏤空部，

      可有效減輕其扇葉組之重量，並減輕其轉子的負載與提升

      風扇之轉速，以達到馬達轉速極限效果者（參證據4 摘要

      ），其主要示意圖如附圖五所示。

    5.證據5 ：

      證據5 為2009年2 月11日公告之我國第M350746 號「薄形

      化風扇轉子」專利案，其公開日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20

      10年9 月3 日），故證據5 可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證

      據5 為一種薄形化風扇轉子，包含：一金屬殼體，包括一

      頂壁及周壁；一金屬扇葉支架，係由該金屬殼體之周壁一

      體向外側向伸設形成；一塑膠扇葉部，結合固定於該金屬

      扇葉支架外側，包括結合部以及多數葉片所構成；一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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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設於該金屬殼體之頂壁中央；一磁性環，環設於該金

      屬殼體預定部位；藉此，俾可令風扇轉子得以實現薄形化

      又能兼具較佳結構強度，以強化其抗熱變形能力、增進其

      組裝精度，達到提昇風扇產品性能及品質之實用進步性（

      參證據5 摘要），其主要示意圖如附圖六所示。

　(四)證據1 、2 之組合足證請求項1 至6 、9 不具進步性：

    1.系爭專利請求項1：

      (1)茲比對證據2 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 ，其中證據2 發明名

        稱所揭露之風扇可對應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風扇；證

        據2 第3 圖揭露該風扇，包含：一馬達基座，其中央具

        有一軸承座；一軸承，係容置於該軸承座內；一轉子結

        構(31)，包含：一傳導殼(312) ，具有一頂壁及由該頂

        壁周緣軸向延伸之一周壁；一輪轂(311) ，係套設於該

        傳導殼(312) 上；複數個扇葉(313) ，係環設於該輪轂

         (311)外圍；以及一轉軸，係凸設於該傳導殼(312) 之

        該頂壁中央且穿設於該軸承中；一定子磁極(322) ，係

        套置於該軸承座之外周緣；以及一轉子磁極(3122)，係

        設置於該傳導殼(312) 之內緣上，並與該定子磁極(322

        ) 對應設置（見本院卷一第131 頁）。其中，證據2 與

        系爭專利請求項1 同樣具有馬達基座、軸承座、軸承及

        轉軸等相同構件，且證據2 之轉子結構(31)、傳導殼(3

        12) 、輪轂(311) 、扇葉(313) 、定子磁極(322) 及轉

        子磁極(3122)，可分別對應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葉輪

        、金屬殼體、輪轂、葉片、定子及磁性元件，是以，證

        據2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一種風扇，包含：一馬

        達基座，其中央具有一軸承座；一軸承，係容置於該軸

        承座內；一葉輪，包含：一金屬殼體，具有一頂壁及由

        該頂壁周緣軸向延伸之一周壁；一輪轂，係套設於該金

        屬殼體上；複數個葉片，係環設於該輪轂外圍；以及一

        轉軸，係凸設於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中央且穿設於該軸

        承中；一定子，係套置於該軸承座之外周緣；以及一磁

        性元件，係設置於該金屬殼體之內緣上，並與該定子對

        應設置」之技術特徵，所餘差異僅在於未揭露系爭專利

        請求項1 「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不具有置軸凸環」、「

        該轉軸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係直接以雷射焊接方式結

        合」及「該轉軸之頂面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之頂面係

        呈共平面」之技術特徵。然證據1 揭露一種主軸電動機

        ，證據1 說明書第13頁第2 至5 行及圖式第1 圖揭露該

        轉子輪轂(50)之上壁部(51)不具有置軸凸環，該軸(8)

        與該轉子輪轂(50)之上壁部(51)係以雷射焊接方式結合

        （見本院卷一第91頁、第100 頁），是以，證據1 已揭

        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不具有置軸

        凸環」及「該轉軸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係直接以雷射

        焊接方式結合」之技術特徵，因此，證據1 、2 之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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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除「該轉軸之頂面與該金屬殼

        體之該頂壁之頂面係呈共平面」外之技術特徵，惟該等

        技術特徵，僅係風扇在既有元件之排列下，因應製品及

        周圍元件之搭配關係，調整製品各元件之大小及尺寸，

        即可輕易達成進行各元件對齊與否之調整動作，對於該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該轉軸之頂面

        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之頂面係呈共平面」之限定尚屬

        簡單修飾事項，且觀諸系爭專利說明書亦未記載該技術

        特徵具有不可預期之功效或有利功效，是該項技術特徵

        為證據1 、2 所揭露內容之簡單改變，自堪認證據1 、

        2 之組合已實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所有技術特徵。

      (2)再者，證據1 與證據2 之馬達旋轉機構皆由旋轉軸、傳

        導殼、定子、磁性元件等構件所組成，兩者皆為馬達旋

        轉機構於電腦或筆記型電腦等電子產品元件之應用，而

        屬相關技術領域，具有技術領域之關連性。復參酌證據

        1 說明書第13頁第15至16行記載「轉子輪轂50旋轉。因

        此，被夾在轉子輪轂50上的載體（未圖示）旋轉」（見

        本院卷一第91頁）、證據2 說明書第8 頁第6 至9 行記

        載「請參照圖3 所示，依據本發明第一實施例之一種風

        扇3 係包括一轉子結構31、一定子結構32以及一扇框33

        。其中，該轉子結構31及該定子結構32係設置於該扇框

        33內，且該轉子結構31係受該定子結構32驅動」（見本

        院卷一第117 頁），由此可知，證據1 與證據2 製品結

        構之功能及作用皆係驅使主軸轉動並讓外部載體轉動，

        因此證據1 、2 在功能及作用上具有共通性。再者，證

        據1 轉子輪轂50及證據2 輪轂311 、傳導殼312 皆採用

        金屬材質，參酌證據1 說明書第17頁第10至12行記載「

        轉子輪轂50為構成主軸電動機1 中的最大的構件之一，

        且與軸8 一體化地進行旋轉，由於利用激光焊接進行固

        定，故其軸承壽命、耐衝擊性及耐漏出性優異」（見本

        院卷一第95頁），而證據2 說明書第8 頁第14至20行則

        記載「該等扇葉313 與該輪轂311 可為一體成型或相互

        組合... 該傳導殼312 之材質係可為金屬... 且該傳導

        殼312 與該輪轂311 可以卡合... 焊接... 或黏著方式

        連結」（見本院卷一第117 頁），足見證據1 已教示利

        用雷射焊接固定軸與轉子輪轂之功效，證據2 亦已建議

        及教示可在風扇各元件中採用金屬元件並利用焊接方式

        連結，因此，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基於

        證據1 所揭露利用雷射焊接進行固定之功效，以及雷射

        焊接本身具有焊道微細、熱影響區小、形成牢固焊接結

        構、適合薄材精密焊接等諸優點，在面臨風扇薄型化、

        加強轉軸與傳導殼的牢固焊接等問題時，自有動機將具

        有相關技術領域、相同功能作用之證據1 所揭露雷射焊

        接的技術內容，應用於證據2 轉軸與傳導殼之連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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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風扇薄型化、轉軸與傳導殼的牢固焊接等問題，進

        而達到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功效。因此，證據1 、2 之

        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3)原告雖稱：組合證據1 、2 仍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不具有置軸凸環，該轉軸之頂面與

        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之頂面係呈共平面」之技術特徵，

        且證據1 與證據2 之領域不同實無組合動機云云。然，

        證據1 圖式第1 圖已揭露該轉子輪轂(50)之上壁部(51)

        並未具有置軸凸環，證據1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

        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不具有置軸凸環」之技術特徵，至證

        據1 之凹陷部(53)係上壁部(51)上之環形凹槽，該凹陷

        部(53)並無任何凸出於上壁部(51)的部分，無法等同於

        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置軸凸環；另系爭專利請求項1 「

        該轉軸之頂面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之頂面係呈共平面

        」之技術特徵，為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

        證據1 、2 所揭露之內容能輕易完成之簡單改變，已如

        前述，是原告上開所稱並不足採。再者，舉發證據間有

        無組合動機，在技術領域之判斷上，並非以技術領域相

        同或不相同為僵化性之認定，而須視證據間是否有技術

        領域之關聯性為斷，證據1 與證據2 之馬達旋轉機構皆

        由旋轉軸、傳導殼、定子、磁性元件等構件所組成，且

        均運用於電腦或筆記型電腦等電子產品，兩者間自有技

        術關聯性，又證據1 已教示利用激光焊接固定軸與轉子

        輪轂之功效，證據2 已建議及教示可在風扇各元件中採

        用金屬元件，並可採用焊接連結方式，是兩者間難謂無

        相互參照之動機，業如前述，原告上開主張並不足採。

    2.系爭專利請求項2：

      系爭專利請求項2 係請求項1 之附屬項，其權利範圍包括

      請求項1 之全部技術特徵以及請求項2 附加技術特徵「該

      金屬殼體之該頂壁的厚度為0.1 至2.0mm 」，其中證據1

      、2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已如

      前述。又該附加技術特徵之數值限定條件，僅係風扇在既

      有元件之排列下，因應製品及周圍元件之搭配關係，調整

      製品各元件之大小及尺寸，即可輕易達成厚度調整動作，

      上述限定尚屬簡單修飾事項，為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所能輕易完成者，且觀諸系爭專利說明書亦未記

      載該限定數值具有不可預期之功效或有利功效，故證據1

      、2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不具進步性。

    3.系爭專利請求項3 ：

      系爭專利請求項3 係請求項1 之附屬項，其權利範圍包括

      請求項1 之全部技術特徵以及請求項3 附加技術特徵「該

      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中央具有一開口，使該轉軸可插設於其

      中」，其中證據1 、2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查證據1 說明書第17頁第2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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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行記載「利用激光焊接將轉子輪轂50焊接在軸8 的端部

      。轉子輪轂50具有上壁部51和周壁部52而成為大致圓盤狀

      的形狀，在其中心部周邊上穿設未圖示的孔，在該孔中嵌

      入軸8 」（見本院卷一第95頁），已可實質對應系爭專利

      請求項3 之開口容置構造，故證據1 、2 之組合足以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3 不具進步性。

    4.系爭專利請求項4：

    　系爭專利請求項4 係請求項1 之附屬項，其權利範圍包括

      請求項1 之全部技術特徵以及請求項4 附加技術特徵「該

      轉軸係由金屬材質製成」，其中證據1 、2 之組合足以證

      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查證據1

      說明書第9 頁倒數第5 至4 行記載「軸8 及凸緣11既可以

      由金屬、非金屬中的任何一種材料構成」（見本院卷一第

      87頁），已可實質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4 之金屬材質，故

      證據1 、2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 不具進步性

      。

    5.系爭專利請求項5：

  　  系爭專利請求項5 係請求項1 之附屬項，其權利範圍包括

      請求項1 之全部技術特徵以及請求項5 附加技術特徵「該

      轉軸不具有壓花槽」，其中證據1 、2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

      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查證據1 說明

      書及圖式所揭露之軸8 亦無壓花槽設計，已可實質對應系

      爭專利請求項5 之技術內容，故證據1 、2 之組合足以證

      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 不具進步性。

    6.系爭專利請求項6：

  　  系爭專利請求項6 係請求項1 之附屬項，其權利範圍包括

      請求項1 之全部技術特徵以及請求項6 附加技術特徵「該

      輪轂及該葉片係以塑膠一體成型」，其中證據1 、2 之組

      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

      查證據2 說明書第8 頁第14至15行記載「該等扇葉313 與

      該輪轂311 可為一體成型或相互組合」（見本院卷一第11

      7 頁），已可實質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6 之技術內容，故

      證據1 、2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 不具進步性

      。

    7.系爭專利請求項9：

    　系爭專利請求項9 係請求項1 之附屬項，其權利範圍包括

      請求項1 之全部技術特徵以及請求項9 附加技術特徵「該

      風扇之整體厚度小於10mm」，其中證據1 、2 之組合足以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該數值

      之限定條件，僅係風扇在既有元件之排列下，因應製品及

      周圍元件之搭配關係，調整製品各元件之大小及尺寸，即

      可輕易達成厚度調整動作，上述限定尚屬簡單修飾事項，

      為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完成者，且

      觀諸系爭專利說明書亦未記載該限定數值具有不可預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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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效或有利功效，故證據1 、2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

      請求項9 不具進步性。

　(五)證據1 、3 之組合足證請求項1 至6 、9 不具進步性：

    1.系爭專利請求項1：

　    (1)茲比對證據3 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 ，其中證據3 圖式第

        1A至1C圖揭露一種風扇之習用葉輪(1) ，該葉輪(1) ，

        包含：一金屬環(12)，具有一周壁；一輪轂(10)，係套

        設於該金屬環(12)上；複數個葉片(11)，係環設於該輪

        轂外圍；以及一轉軸(13)，是以，證據3 已揭露系爭專

        利請求項1 「一種風扇，包含：一葉輪，包含：一輪轂

        ，係套設於該金屬殼體上；複數個葉片，係環設於該輪

        轂外圍」之技術特徵。證據3 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一馬達基座，其中央具有一軸承座；一軸承，係容

        置於該軸承座內」、「一金屬殼體，具有一頂壁及由該

        頂壁周緣軸向延伸之一周壁」、「一轉軸，係凸設於該

        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中央且穿設於該軸承中」、「其中該

        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不具有置軸凸環，且該轉軸與該金屬

        殼體之該頂壁係直接以雷射焊接方式結合，該轉軸之頂

        面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之頂面係呈共平面」、「一定

        子，係套置於該軸承座之外周緣」及「一磁性元件，係

        設置於該金屬殼體之內緣上，並與該定子對應設置」之

        技術特徵。

      (2)證據1 揭露一種主軸電動機，其圖式第1 圖揭露該主軸

        電動機包含：一底座構件2 ，其中央具有一內部圓筒部

        3 ；一套筒5 ，係容置於該內部圓筒部3 內；一轉子輪

        轂50，具有一上壁部51及由該上壁部51周緣軸向延伸之

        一周壁部52；以及一軸8 ，係凸設於該轉子輪轂50之該

        上壁部51中央且穿設於該套筒5 中，其中該轉子輪轂50

        之該上壁部51不具有置軸凸環，且該軸8 與該轉子輪轂

        50之該上壁部51係直接以雷射焊接方式結合；一定子鐵

        心56，係套置於該內部圓筒部3 之外周緣；以及一磁性

        57，係設置於該轉子輪轂50之內緣上，並與該定子鐵心

        56對應設置（見本院卷一第100 頁）。其中，證據1 之

        底座構件2 、內部圓筒部3 、套筒5 、轉子輪轂50、上

        壁部51、周壁部52、軸8 、定子鐵心56、磁鐵57可分別

        對應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馬達基座、軸承座、軸承、

        金屬殼體、頂壁、周壁、轉軸、定子、磁性元件，是以

        ，證據1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一馬達基座，其中

        央具有一軸承座；一軸承，係容置於該軸承座內；一金

        屬殼體，具有一頂壁及由該頂壁周緣軸向延伸之一周壁

        ；以及一轉軸，係凸設於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中央且穿

        設於該軸承中，其中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不具有置軸凸

        環，且該轉軸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係直接以雷射焊接

        方式結合；一定子，係套置於該軸承座之外周緣；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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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磁性元件，係設置於該金屬殼體之內緣上，並與該定

        子對應設置」之技術特徵。

  　  (3)證據1 、3 之組合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除「該轉軸

        之頂面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之頂面係呈共平面」外之

        技術特徵，然該技術特徵為簡單修飾事項，已如前述，

        故證據1 、3 之組合已實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所有

        技術特徵。再者，證據1 與證據3 皆為馬達旋轉機構於

        電腦或筆記型電腦等電子產品元件之應用，兩者屬相關

        技術領域，具有技術領域之關連性，而證據3 乃利用電

        動機之原理驅動該葉輪旋轉，其與證據1 之製品結構之

        功能及作用皆係驅使主軸轉動並讓外部載體轉動，兩者

        在功能及作用上具有共通性，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基於證據1 所揭露利用雷射焊接進行固定之

        功效，以及使用雷射焊接本身具有焊道微細、熱影響區

        小、形成牢固焊接結構、適合薄材精密焊接等諸優點，

        當該通常知識者在面臨風扇薄型化、加強輪轂、金屬環

        及轉軸等元件牢固連接之問題時，會有動機將具有相關

        技術領域、相同功能作用之證據1 所揭露雷射焊接的技

        術內容，應用於證據3 輪轂、金屬環及轉軸等元件之連

        結，以解決風扇薄型化、輪轂、金屬環及轉軸等元件牢

        固連接之問題，進而達到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功效。因

        此，證據1 、3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

        進步性。至原告雖主張組合證據1 、3 未揭露系爭專利

        請求項1 「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不具有置軸凸環，該轉軸

        之頂面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之頂面係呈共平面」之技

        術特徵，且證據1 、3 無組合動機云云，然原告此部分

        主張不可採之理由與前開「證據1 、2 之組合可證明系

        爭專利不具進步性」之理由相同，茲不贅述。

    2.系爭專利請求項2至6、9：

      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6 、9 為請求項1 之附屬項，其中證

      據3 說明書第【0002】段落第6 行記載「葉片11與輪轂10

      係以塑膠一體成型」（見本院卷一第138 頁），可實質對

      應系爭專利請求項6 之附加技術特徵「該輪轂及該葉片係

      以塑膠一體成型」，另系爭專利請求項2 、9 之附加技術

      特徵僅為簡單修飾，系爭專利請求項3 、4 、5 之附加技

      術特徵均為證據1 所揭露，已如前述，是證據1 、3 之組

      合足證系爭專利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6 、9 不具進步性。

　(六)證據1 、2 、5 或證據1 、3 、5 之組合均足證系爭專利請

    求項1 至6 、9 不具進步性：

    證據1 、2 之組合或證據1 、3 之組合足證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至6 、9 不具進步性，業如前述。而證據5 揭露一種薄形

    化風扇轉子，其圖式第1 圖已揭露該軸心(40)之頂面與金屬

    殼體(10)之頂面係呈共平面（見本院卷一第184 頁），故證

    據5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該轉軸之頂面與該金屬殼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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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該頂壁之頂面係呈共平面」之技術特徵。又證據5 與證據

    2 、證據3 均同屬風扇的技術領域，其等間具有實質相同之

    構件及功效，而證據5 與證據1 同樣欲解決轉子小型化的問

    題，兩者在所欲解決之問題亦具有關連性，是證據5 實有與

    證據1 、2 之組合，或與證據1 、3 之組合間，有相互參酌

    之動機，故證據1 、2 、5 或證據1 、3 、5 之組合均足證

    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6 、9 不具進步性。

　(七)證據1 、2 之組合，或證據1 、2 、3 之組合，或證據1 、

    2 、5 之組合，或證據1 、2 、3 、5 之組合，足證系爭專

    利請求項7 、8 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7 、8 乃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附屬項，其中

    證據2 圖式第3 圖揭露「傳導殼312 包含一水平高度較該頂

    壁略低之次頂壁，使得該輪轂311 覆蓋於該次頂壁上」（見

    本院卷一第131 頁），該技術內容可實質對應系爭專利請求

    項7 之附屬技術特徵「該金屬殼體更包含一水平高度較該頂

    壁略低之次頂壁，使得該輪轂覆蓋於該次頂壁上」；證據2

    說明書第8 頁第6 至9 行記載「請參照圖3 所示，依據本發

    明第一實施例之一種風扇3 係包括一轉子結構31、一定子結

    構32以及一扇框33。其中，該轉子結構31及該定子結構32係

    設置於該扇框33內」（見本院卷一第117 頁），該技術內容

    可實質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8 之附屬技術特徵「更包含一扇

    框，其係設置於該風扇之外緣」。因此，證據2 已揭露系爭

    專利請求項7 、8 之附屬技術特徵，又系爭專利請求項7 、

    8 包含請求項1 之全部技術特徵，又因證據1 、2 之組合，

    或證據1 、3 之組合，或證據1 、2 、5 之組合，或證據1

    、3 、5 之組合，均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故證據1 、2 之組合，或證據1 、2 、3 之組合，或證據1

    、2 、5 之組合，或證據1 、2 、3 、5 之組合，均可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7 、8 不具進步性。

  (八)證據1 、2 之組合，或證據1 、3 之組合，或證據1 、5 之

    組合，均足證系爭專利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

    1.系爭專利請求項10與請求項1 ，差別僅在於請求項10之「

      複數個葉片係環設於『金屬殼體』外圍而設置」。

    2.查證據2 說明書第8 頁第6 、10行以下記載：「請參照圖

      所示... 在本實施例中，該轉子結構31係包括一輪轂311

      、一傳導傳導殼312 及複數個扇葉313 。該傳導殼312 係

      覆蓋該定子結構32至少一側，該輪轂311 係耦接於該傳導

      殼312 ，該等扇葉313 係環設於該輪轂311 周緣... 」（

      見本院卷一第117 頁），是證據2 上開技術內容實已揭露

      系爭專利請求項10「複數個葉片係環設於金屬殼體外圍而

      設置」之技術特徵，另證據3 說明書第【0002】段記載「

      葉輪1 包括一輪轂10、複數個葉片11、一金屬環12及一轉

      軸13，其中，葉片11係環設於輪轂10周緣，且葉片11與輪

      轂10係以塑膠一體成型，金屬環12係設置於輪轂10之內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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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轉軸13則凸設於輪轂10內部的中央」（見本院卷一第

      138 頁），亦已實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0「複數個葉片

      係環設於金屬殼體外圍而設置」之技術特徵。又其餘請求

      項10與請求項1 相同之技術特徵，均已為證據1 、2 之組

      合或證據1 、3 之組合所揭露，已如前述，是證據1 、2

      之組合，或證據1 、3 之組合，足證系爭專利請求項10不

      具進步性。

    3.又比對證據5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0，證據5 揭露一種薄形

      化風扇轉子，證據5 圖式第1 圖揭露該風扇，包含：一馬

      達基座，其中央具有一軸承座；一軸承(61)，係容置於該

      軸承座內；一葉輪，包含：一金屬殼體(10)，具有一頂壁

       (11) 及由該頂壁周緣軸向延伸之一周壁(12)；複數個葉

      片(32)，係環設於該金屬殼體(10)外圍；以及一軸心(40)

      ，係凸設於該金屬殼體(10)之該頂壁(11)中央且穿設於該

      軸承(61)中，該軸心(40)之頂面與該金屬殼體(10)之該頂

      壁(11)之頂面係呈共平面；一線圈組(62)，係套置於該軸

      承座之外周緣；以及一磁性環(50)，係設置於該金屬殼體

       (10) 之內緣上，並與該線圈組(62)對應設置（見本院卷

      一第184 頁），故證據5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0除「該

      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不具有置軸凸環，且該轉軸與該金屬殼

      體之該頂壁係直接以雷射焊接方式結合」外之技術特徵，

      然該項技術特徵已為證據1 所揭露，且證據1 、5 有組合

      動機，均已如前述，是證據1 、5 之組合足證系爭專利請

      求項10不具進步性。

  (九)證據1 、2 、4 之組合，或證據1 、3 、4 之組合，或證據

    1 、4 、5 之組合，均足證系爭專利請求項11、12不具進步

    性：

    1.系爭專利請求項11乃系爭專利請求項10之附屬項，其中證

      據4 說明書第6 頁第9 至10行記載「其中所述之該扇葉組

      4 係由如鐵、鋁、銅及金屬合金之金屬材質沖壓成型」（

      見本院卷一第162 頁），該技術內容可實質對應系爭專利

      請求項11之附屬技術特徵「該葉片係由金屬材質製成」，

      因系爭專利請求項11包含請求項10之全部技術特徵，而證

      據1 、2 之組合，或證據1 、3 之組合，或證據1、5之組

      合，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故證據1 、2

      、4 之組合，或證據1 、3 、4 之組合，或證據1 、4 、

      5 之組合，均足證系爭專利請求項11不具進步性。

    2.系爭專利請求項12乃系爭專利請求項11之附屬項，其中證

      據4 說明書第6 頁第14至16行記載「又該扇葉組4 於該頂

      面41外側延伸形成有貼附於側部22之複數延伸部43，其延

      伸部43一側係延伸連接於頂面41外側，而另一側係分別延

      伸連接有葉片44」（見本院卷一第162 頁），該技術內容

      可實質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2之附屬技術特徵「該葉片係

      與該金屬殼體為一體成型」之葉片與金屬殼體整組構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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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態樣。因此，證據4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2之附屬技術

      特徵，又系爭專利請求項12包含請求項11之全部技術特徵

      ，而證據1 、2 、4 之組合，或證據1 、3 、4 之組合，

      或證據1 、4 、5 之組合，均足證系爭專利請求項11不具

      進步性，已如前述，故證據1 、2 、4 之組合，或證據1

      、3 、4 之組合，或證據1 、4 、5 之組合，均足證系爭

      專利請求項12不具進步性。

  (十)證據1、3之組合足證系爭專利請求項13至15不具進步性：

    1.系爭專利請求項13：

      (1)茲比對證據3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3，其中證據3說明書第

       【0003】段落記載「葉輪1 包括一輪轂10、複數個葉片1

        1 、一金屬環12及一轉軸13，其中，葉片11係環設於輪

        轂10周緣，且葉片11與輪轂10係以塑膠一體成型，金屬

        環12係設置於輪轂10之內緣，而轉軸13則凸設於輪轂10

        內部的中央。」（見本院卷一第138 頁）依證據3 記載

        內容可知，習用葉輪成型方式係先於塑膠成型模具中置

        入各元件，後續再利用射出成型技術形成輪轂及複數葉

        片之製程方法，至其雖為「先組合置入模具中射出成形

        」，與系爭專利乃「各別置入模具中射出成形」之方法

        步驟略有差異，然該差異僅係輪轂及葉片進行塑膠射出

        成形前，被包覆元件放置於模具中之步驟的簡單改變，

        該差異並不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完成者，故證據3 已實質揭

        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3「將該轉軸與該金屬殼體之組合結

        構置於一模具中，透過塑膠成型技術形成一輪轂及複數

        個葉片，其中該輪轂係套設於該金屬殼體上，該葉片係

        環設於該輪轂外圍」之技術特徵，惟證據3 並未揭露系

        爭專利請求項13「提供一金屬殼體，其係具有一頂壁及

        由該頂壁周邊往下延伸之一周壁，其中該金屬殼體之該

        頂壁不具有置軸凸環；將一轉軸與該金屬殼體進行雷射

        焊接，使該轉軸凸設於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中央，該轉

        軸之頂面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之頂面係呈共平面；提

        供一馬達基座，其中，該馬達基座之中央處形成一軸承

        座，一軸承容置於該軸承座內，以及一定子套置於該軸

        承座之外周緣；以及將一磁性元件設置於該金屬殼體之

        內緣上，並將該轉軸穿設於該軸承中，使該磁性元件與

        該定子對應設置」之技術特徵。

      (2)證據1 揭露一種主軸電動機之製造方法，其係包含下列

        步驟：提供一轉子輪轂(50)，其係具有一上壁部(51)及

        由該上壁部(51)周邊往下延伸之一周壁部(52)，其中該

        轉子輪轂(50)之該上壁部(51)不具有置軸凸環；將一軸

         (8)與該轉子輪轂(50)進行雷射焊接，使該軸(8) 凸設

        於該轉子輪轂(50)之該上壁部(51)中央；提供一底座構

        件(2) ，其中，該底座構件(2) 之中央處形成一內部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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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筒部(3) ，一套筒(5) 容置於該內部圓筒部(3) 內，以

        及一定子鐵心(56)套置於該內部圓筒部(3) 之外周緣；

        以及將一磁鐵(57)設置於該轉子輪轂(50)之內緣上，並

        將該軸(8) 穿設於該軸承中，使該磁鐵(57)與該定子鐵

        心(56) 對 應設置。是以，證據1 已實質揭露系爭專利

        請求項13「提供一金屬殼體，其係具有一頂壁及由該頂

        壁周邊往下延伸之一周壁，其中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不

        具有置軸凸環；將一轉軸與該金屬殼體進行雷射焊接，

        使該轉軸凸設於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中央；提供一馬達

        基座，其中，該馬達基座之中央處形成一軸承座，一軸

        承容置於該軸承座內，以及一定子套置於該軸承座之外

        周緣；以及將一磁性元件設置於該金屬殼體之內緣上，

        並將該轉軸穿設於該軸承中，使該磁性元件與該定子對

        應設置」之技術特徵，因此，證據1 、3 之組合已揭露

        系爭專利請求項13除「該轉軸之頂面與該金屬殼體之該

        頂壁之頂面係呈共平面」外之技術特徵，惟該等技術特

        徵僅為簡單修飾，業如前述，故證據1 、3 之組合已實

        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3所有技術特徵，又證據1 、3

        有組合動機，亦如前述，而系爭專利相較於證據1 、3

        之組合並未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是證據1 、3 之組合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3不具進步性。

      (3)至原告雖辯稱：證據1 、3 為實體結構，無法證明有揭

        露系爭專利方法項之流程及步驟云云，然，系爭專利請

        求項13並未限制操作順序，自無從以舉發證據未揭露與

        系爭專利相同之製造流程而謂系爭專利具進步性，再者

        ，系爭專利請求項13製造風扇方法之步驟，包含許多實

        體元件結構，例如「提供一金屬殼體，其係具有一頂壁

        及由該頂壁周邊往下延伸之一周壁，其中該金屬殼體之

        該頂壁不具有置軸凸環... 使該轉軸凸設於該金屬殼體

        之該頂壁中央，該轉軸之頂面與該金屬殼體之該頂壁之

        頂面係呈共平面... 其中該輪轂係套設於該金屬殼體上

        ，該葉片係環設於該輪轂外圍；提供一馬達基座，其中

        ，該馬達基座之中央處形成一軸承座，一軸承容置於該

        軸承座內，以及一定子套置於該軸承座之外周緣；以及

        將一磁性元件設置於該金屬殼體之內緣上，並將該轉軸

        穿設於該軸承中，使該磁性元件與該定子對應設置。」

        故比對該請求項是否具進步性時，引證案間特定結構特

        徵之排列關係自得納入比對。證據3 已揭示輪轂、金屬

        環及轉軸構造，以及後續放置於模具並射出成型等製程

        方法，證據1 則揭示相關轉軸與軸承等各元件之配置方

        法及後續焊接固定之製造方法，風扇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通常知識者在面臨「為了加強轉軸與輪轂的結合強度」

        問題時，自有足夠之結合動機，參酌相近領域且具有解

        決問題高度關聯性之證據1 、3 而輕易完成如系爭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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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項13之技術，是原告上開所述自不足採。

　  2.系爭專利請求項14：

    　系爭專利請求項14係請求項13之附屬項，其權利範圍包括

      請求項13之全部技術特徵以及請求項14附加技術特徵「該

      雷射焊接係以環型焊接的方式使該轉軸與該金屬殼體結合

      」，其中證據1 、3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3不

      具進步性，已如前述。證據1 說明書第19頁第19至22行記

      載「一邊向旋轉方向依次移動一邊進行激光焊接」（見本

      院卷一第97頁），上述證據1 技術內容實質對應系爭專利

      請求項14之環形焊接方式，故證據1 、3 之組合足以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14不具進步性。

    3.系爭專利請求項15：

      系爭專利請求項15係請求項13之附屬項，其權利範圍包括

      請求項13之全部技術特徵以及請求項15附加技術特徵「該

      雷射焊接係以對稱點焊接的方式使該轉軸與該金屬殼體結

      合」，其中證據1 、3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3

      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證據1 說明書第19頁倒數第5 行

      記載「本發明的主軸電動機的特徵在於，使軸與圓盤狀凸

      緣的中空部的接觸面，以相對所述軸的中心軸位於旋轉對

      稱位置上的2 點以上的多點，一邊向旋轉方向依次移動，

      一邊進行激光焊接。這樣地多個的加熱熔融位置被配置成

      旋轉對稱」（見本院卷一第97頁），上述證據1 技術內容

      實質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5之部分焊接技術，故證據1 、

      3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

  (十一)證據1、3、5之組合足證系爭專利請求項13至15不具進步性

    ：

    證據1 、3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3至15不具進步

    性，已如前述，又證據5 與證據1 、3 之組合間有組合動機

    ，已如前述，故證據1 、3 、5 之組合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

    請求項13至15不具進步性。

  (十二)至原告雖稱本案對應的中國大陸舉發案均認定證據1 與系爭

    專利之風扇屬不同領域，無法以證據1 為基礎而應用到風扇

    領域來解決風扇葉輪輪轂薄型化之技術問題云云，然專利採

    屬地主義原則，各國專利審查制度及審查基準不同，自難以

    其他國家有關本件對應案之舉發審定結果，作為有利原告之

    論據，是原告上開主張，並非有據。

六、綜上所述，附表所示之證據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15違反102 年專利法第22條第2 項規定，而有撤銷原因存

    在，因此原處分所為「請求項1 至15舉發成立，應予撤銷」

    之審定，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

    執前詞，聲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七、本件事證已明，本件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院判決結果不

    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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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智慧財產審理案件法第1

條、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5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維心

                                      法  官　熊誦梅

                                      法  官　蔡如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

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

第241 條之1 第1 項前段），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

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1 項但書、第2 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

│代理人之情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  一者，得不委任律│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  師為訴訟代理人　│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

│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利代理人者。                  │

├─────────┼────────────────┤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  情形之一，經最高│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者，亦得為上訴審│  。                            │

│  訴訟代理人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                  │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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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邱于婷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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