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淺談東協智財保護架構下工業設計的保護機制--

越南的工業設計保護制度與申請實務 

2020/04/02  葉雪美 

前言 

近 10 年來，東南亞國家已從農業社會逐漸轉型發展工商業、服

務業。2007 年東協各國簽屬「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藍圖」，2015年 AEC正式成立，東協成為全球除

了中國大陸、印度以外的第三大市場。因為東協市場的天然資源豐

富、勞動力便宜又充裕、年輕族群消費力相當強，且各國政府為了吸

引外資也提供了許多優惠條件，2016 年，我國政府推動「新南向政

策」，鼓勵我國廠商把握契機、投資設廠、開發東協市場。 

鑒於台商過去西進及南向的經驗，只專注於製造和技術的發展，

而忽略智財權的保護和利用，最後都被當地廠商取而代之。這幾年，

我國智慧財產局（TIPO）研究東協各國的專利和商標制度、法規發

展，將綜整報告和統計相關資料置入 TIPO網站的東南亞 IP專區，協

助我國企業了解及利用 IP 保護，以利於市場布局。東協國家的智慧

財產權發展正在萌芽階段，多國已加入專利合作條約（PCT）或是馬

德里系統（Madrid System），業者若想在東南亞申請發明專利或商標

之保護，應儘量利用 PCT 或是馬德里系統等國際申請制度，另外，

汶萊、柬埔寨、新加坡及越南已加入海牙協定的國際申請，不過商標、

工業設計、植物新品種的保護仍是屬地保護原則，業者還是得在想要

布局的國家分別申請，才能得到較好的保護。根據財訊 2018 年的調

查，我國廠商鍾情越南，投資家數 175家居東協之冠，顯示越南在台

商布局東協的重要性。本文將介紹越南的工業設計保護制度、申請實

務和相關規定，提供我國廠商做為開發產品、把握市場和智財布局的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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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工業設計保護制度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保護著作權、工業財產權及植物品種等1。工

業財產權之法定標的包括：發明，工業設計，半導體積體電路佈局設

計，營業秘密，商標，商品名稱和地理標誌。越南的工業設計保護比

較特別，註冊申請後先公告，再進行實質審查2。2019年 12月 30日，

越南簽訂日內瓦版的海牙協定，加入海牙工業設計國際申請體系，不

過國際申請進入越南，必須依據越南智慧財產權法進行國內審查，經

過形式審查，先公告申請書，再進入實質審查程序，授予工業設計專

利及登錄。工業設計的實質審查包含：新穎性、創造性、產業利用性

等專利要件。以下介紹越南工業設計保護之法定標的、註冊申請與相

關費用、形式審查、實質要件審查、領證授予工業設計專利、以及拒

絕通知後的行政救濟等相關規定。 

工業設計之法定標的 

工業設計之定義 

工業設計是指通過 3D輪廓、線條、色彩或這些元素的結合，實

施於產品的特定外觀3。產品應是經由手工或工業方法製造的物品、

工具、設備，用於組裝或組成這些產品的組件或零件，有結構且具功

能性的，作用明確也能獨立流通，工業設計所實施的產品必須是可以

在市場上單獨或獨立流通的。在這種條件下，圖像或螢幕是無法單獨

銷售的（如圖 1右側所示），GUI或圖像本身都不是工業設計之法定

標的，必須搭配實體產品的平板電腦或手機（如圖 1左側所示），才

能是工業設計保護之法定標的。 

                                                      
1
 參見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3 條規定 

2
 參見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 

3
 參見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4 條第 13 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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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右側的 GUI無法單獨銷售不是法定標的 

產品的零組件和部分設計特徵 

設計可能只應用於產品的一部分，而不是整個產品。實施設計的

零件可能是較大物品的整體設計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也可以是可分離

的零件，可分離的零件通常是可替換的複合式產品的零件（part）或

配件（accessory）。越南國內法將物品一部分設計的保護，限制在該

部分是可以單獨製造和出售的條件，因此，產品可分離的零組件可以

註冊工業設計專利。例如：工業設計實施於汽車車輪替換零件中的輪

箍（如圖 2右側所示），輪箍與輪胎可組裝成通常可以正常工作的較

大產品（車輪和汽車），這些產品不是一體成形的，則可視為可分離

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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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可單獨銷售的輪箍是法定標的4

 

關於設計是實施於較大產品或物品中不可分離且不可或缺的部

分或設計特徵，由於該部分或特徵不可分離或不可分割而無法單獨銷

售，不被認為是工業設計之法定標的。因此，如果申請人僅主張較大

產品整體外觀的特定部分或某一設計特徵，請求保護的特定部分或設

計特徵都不是工業設計保護的範圍。而且，依據越南設計事務所的申

請實務慣例，產品不可或缺的部分或設計特徵不能申請工業設計註

冊。例如：圖 3所示之平板電腦的設計 2，只有孔洞部分是以實線揭

露，其他部份都是以虛線揭露，請求保護的是平板電腦中以實線揭露

的部分特徵，在越南不能註冊工業設計。 

 

圖 3 較大產品不可分離的部分或特徵不是法定標的 

                                                      
4
 Example taken from International Design Registration DM/08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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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形狀不確定 

還有，如果產品的形狀不確定或不穩定，例如：糊狀或膏狀物、

貢丸或魚丸（如圖 4所示）等產品，在越南是不被接受的。 

 
圖 4 國際分類 28-03類的牙膏5以及 02-04類的魚丸 

大量複製 

要註冊為工業設計，實施該外觀設計的產品應該能夠大量複製或

大量生產，得以使所生產的每一個產品的外觀都與原始模型相同。如

果不能以工業方式大量生產或以手工藝活動方式生產，則不符合重複

性要件，例如：圖 5所示的拼貼石板。 

 
圖 5 石板設計（LOC. 25-01）6

 

                                                      
5
 Example provided by the industrial property authorities of Viet 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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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不受工業設計保護之標的 

智慧財產權法第 8條 1項的國家智慧財產權政策中規定：智慧財

產權不保護違背社會道德、公共秩序、損害國防和公共安全之客體。

另在第 64 條規定不受工業設計保護之事項，以下標的不應作為工業

設計受到保護：（a）產品的外觀取決於產品的技術特徵；（b）土木

工程或建築結構工程之外觀；（c）產品正常使用期間無法觀察到的

產品外觀。 

如果設計實施在複合式裝置的零組件或配件中，並且該最終部件

在使用該裝置期間對最終使用者是不可見的，則會拒絕對該部件或零

件進行設計註冊。工業設計專利應僅涵蓋在操作和使用過程中全部或

部分可見的產品和對象，如圖 6左側所示之車輛內襯以及右側所示之

卡車滑動天窗接頭，這些複合式產品的零件和配件在正常使用期間通

常是不可見的，不是工業設計保護之法定標的。 

 

圖 6 正常使用期間不可見的產品 

  

                                                                                                                                                        
6
 Example provided by the industrial property authorities of Viet 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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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設計註冊申請及相關費用 

1. 工業設計申請書應當包括下列基本文件及其他文件： 

基本文件 

依據 TT-BKHCN第 33.5條規定的制式表格提出申請7，工業設計

申請文件副本必須包含以下內容：（1）工業設計名稱；（2）工業設

計用途領域；（3）近似的先前技藝及其照片或圖式；（4）工業設計

的詳細說明；（5）請求保護範圍及 4 套工業設計的照片或圖紙或樣

品（例如，照片，圖紙和工業設計描述），如果是 3D產品的設計，

照片或圖式中必須有立體透視圖；（6）申請費用。 

其他文件（如果有）： 

 授權書（如果透過智慧財產權代理機構提出申請）； 

 證明註冊權的文件，如果是申請人從他人那裡取得的； 

 請求優先權的證明文件。 

2. 申請的一般要件 

(a) 每一申請請求授予保護的與授予保護權類型必須符合申請中所述

的工業設計； 

(b) 所有申請文件必須以越南文製作； 

(c) 所有文件必須在 A4尺寸紙張（210mm x 297mm）垂直方向顯示（特

別是圖紙，圖表和表格可以水平方向顯示），每一張紙的上、下、

左、右邊的邊界為 20mm寬，採用 Times New Roman字體，不小

於 13號字體，但其支持文件的來源不算在內； 

(d) 對於需要依照制式表格製作的文件，必須使用這些表格並在適當

的地方填入所需的信息； 

                                                      
7
 依據第 01/2007 / TT-BKHCN 號通知函附錄 A 中的 03-KDCN 號表格,提出工業設計註冊申請。 



8 

(e) 如果文件由多頁組成，則每頁必須刻有阿拉伯數字的頁碼； 

(f) 文件必須以清晰、乾淨又不褪色的墨水打字或印製，不能擦除或

更正；如果在已提交給 NOIP（越南智慧財產局）的文件檔案中檢

查到拼寫錯誤的小錯誤，申請人可以更正這些錯誤，但必須對更

正後的斑點進行簽名以進行認證。（如果有的話應蓋章）； 

(g) 申請文件中使用的術語必須統一並且是通用術語（不得使用本地

語言、稀有詞或自製詞），使用的符號、度量單位、字體和拼寫

規則必須符合越南標準； 

(h) 申請可能包含支持文件、該申請部分或全部內容的電子數據。 

所有申請文件都應使用越南語，一些支持文件、電子數據等文件

可以用其他語言製作，但因應 NOIP要求，也要翻譯成越南語。 

3. 工業設計註冊相關費用 

(a) 申請費：150,000越南盾/每一申請; 

(b) 工業設計分類費：100,000越南盾 /每一分類； 

(c) 申請審查費：700,000 越南盾/每一設計標的； 

(d) 申請公告費：120,000越南盾； 

(e) 從第二張影像開始的公告費：60,000 越南盾/每一張； 

(f) 評價過程的諮詢檢索費：480,000越南盾 / 每一設計標的； 

(g) 優先權請求費（如有）：600,000 越南盾/ 每一優先權申請。 

注意：工業設計註冊申請需要進行羅卡諾國際分類的工業設計分

類，如果申請人沒有分類或分類錯誤，NOIP將進行分類，而申請人

申請需要支付規定的分類費（100,000 越南盾 /每一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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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申請原則 

越南採用先申請原則8，亦即，同一工業設計由許多不同申請人

提交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申請且都符合所有要件，只能授予其中最早

的優先權日或申請日之申請者該工業設計專利。如果有兩個或兩個以

上符合所有要件的申請，並具有相同的最早優先權日或申請日，則根

據所有申請人的同意或協議，只能授予其中單一申請者工業設計專

利。如果無法達成協議時，均不予工業設計專利。 

工業設計申請的形式審查 

申請人向 NOIP提交的工業設計專利申請，應接受形式審查，評

估其申請之有效性。進行形式審查的期限為自提交之日起一個月，在

審查過程中，如果申請人主動或因應 NOIP要求對文件進行更正或補

充，則可延長形式審查的時限，在此期間對文件進行補充或補充。 

設計的單一性（Unity of design） 

從政策和管理簡化的角度來看，單一設計註冊中包含多個設計需

要特定的標準加以限制，亦即，不屬於同一類別的設計不會被包含在

同一申請。設計的單一性標準是基於以羅卡諾協定的「國際分類」類

別所建立的「工業設計的國際分類表」，該分類表包含 32類清單中能

實施設計的所有產品，羅卡諾分類的產品類別相當廣泛。 

根據「單一類別」的標準，如果所有設計都實施在屬於羅卡諾分

類（LOC）中同一類別的產品或物品，則包含多個設計的申請將符合

設計單一性的要件。法律要求申請人指定實施申請中所包含設計的產

品分類時，審查員應核實所建議的分類是正確的。否則，審查員本人

應對申請中的每一個設計進行分類。如果申請人與主管局之間有分

歧，應以主管局的意見為準。 

                                                      
8
 參見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90 條規定。 



10 

如果加入海牙日內瓦文本協定的國家/地區的國家法律包含要求

同一申請的設計應符合設計的單一性，用途的單一性，或應符合屬於

成組產品或同一品項，或在一申請中僅能主張單一獨立且獨特的設

計，該成員國可以發表聲明，將這一事實通知WIPO總幹事。針對單

一性要件的聲明應是全面性、詳細和明確的。成員國對於國際申請符

合指定的單一性要件之前，可以拒絕國際註冊的效力。申請人接到拒

絕通知後，為了克服拒絕的理由，可在該成員國主管局對國際註冊進

行分割申請。 

越南雖簽署海牙協定加入國際申請體系，不過申請人必須遵守越

南國內法的單一性要件。依據其聲明中之規定，在一國際申請中只能

主張一個獨立和獨特的外觀設計，但以下情況除外：（a）由多項物品

構成的成組物品，這些物品設計表達單一發明概念、或因共同目的一

起使用或使用中相互伴隨；（b）一個設計可能伴隨一個或多個選項，

這些選項是其變體，這些變體式表達出單一共同發明構思，並且與該

設計沒有無明顯差異9。 

成組物品設計 

如果成組產品中的各項產品實際上具有共同的外觀特徵、且在使

用時具有功能上的互補性，則一組產品的工業設計註冊申請應視為單

一設計申請（如圖 7所示）。典型的成組產品設計諸如：餐具、廚具，

餐桌紡織品、家具等產品。不過在越南，針對一組產品的計註冊申請

不會被視為單一設計申請，因為在成組產品中的每一個單獨設計都享

有自己單獨的保護範圍10。 

                                                      
9
 參見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01 條第 3 項規定。 

10
 這種成組設計的概念類似於中國大陸外觀設計專利制度的成組設計，成組設計中的每一個設

計都有單獨的保護範圍。另外參見“COMMON GUIDELINES FOR THE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S”, PART 1. GROUNDS FOR REFUSAL OR 

INVALIDATION OF REGISTRATION,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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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屬於同一國際分類的成組物品 

工業設計的變體 

如果工業設計有很多變化，圖 8是多件設計申請/註冊的示例11，

其中包含屬於國際分類（LOC. 07-03、04、06）同一類的幾種不同產

品之設計，設計 1的攪拌器，設計 2是由叉子及湯匙組合的沙拉夾，

設計 3是食物刨絲器，設計 5是泡沫刮杓，這些產品設計有共通的外

觀特徵（握柄部），符合單一性要件，可以在同一案提出申請，工業

設計專利可擴展到全部或部分變化設計，包括基本設計。 

 
圖 8 海牙國際申請一案多件設計的案例 

                                                      
11

 Example taken from International Design Registration Nº DM/08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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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的公告 

NOIP 完成申請的形式審查，並將審查結果通知申請人。對於不

符合形式要件的申請，NOIP 應發函通知申請人，告知擬拒絕接受其

申請，明確說明原因並設定自通知之日起 1個月的期限，以供申請人

發表意見或更正錯誤。如果申請是有效的，NOIP 應向申請人發送接

受申請的通知。從註冊申請被接受為正式有效之日起 2個月內，將在

「工業產權官方公報」上公告，以徵求第三方的反對和評論。 

拒絕接受有效申請之行政救濟 

如果申請人未在規定期限內更正錯誤、或未能令人滿意地更正錯

誤，或者未對預定的拒絕（類似核駁先行通知）提出異議或反對，則

NOIP 應發送通知拒絕申請。如果申請人對於審查員的駁回決定不服

時，申請人、或與該決定相關權益的所有組織和個人，有權在收到決

定通知之日起 90天內向 NOIP局長（Director General）提出第一次上

訴，或者在法院提起訴訟。 

收到拒絕決定上訴之日起 10天內，NOIP應當發出接受或拒絕該

上訴通知，並明確說明拒絕的理由。如果上訴仍未解決或上訴人不同

意 NOIP的上訴決定，則上訴人或與該決定相關權益的組織或個人可

向其上級機關－科技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

提出第二次上訴，或在第一次上訴的解決期限屆滿之日起 30 天內向

法院提起訴訟。在上述第二次上訴的解決期限屆滿後，或如果上訴人

不同意科技部之決定，則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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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設計的實質審查 

原則上，NOIP的審查員將在申請書公告之日起 6個月內進行實

質審查12。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14條規定是有關工業產權註冊申請

的實質審查。第 1 項（b）規定，對工業設計申請進行實質審查之目

的是依據請求和相應的保護範圍，評估申請中所述之設計標的是否符

合法定保護要件及授予專利資格，並確定保護範圍。工業設計註冊申

請的實質要件有（1）新穎性、（2）創造性、（3）產業利用性。工

業設計申請的實質要件及審查原則分析如下： 

新穎性要件 

如果工業設計與在申請日或優先權日之前在國內或國外藉由公

開使用、書面或任何其他形式已經公開揭露的其他工業設計有明顯差

異，則應認為該工業設計是新穎的。如果無明顯不同，則會認為該工

業設計不具新穎性。因此，建議在提交申請之前不要公開其設計。 

設計的同一性（Identity of designs） 

將申請註冊設計與在提交之日或其主張優先權日之前已經揭露

的任何其他外觀設計進行比較，來評估新穎性。原則上，如果找不到

相同的較早設計來檢視申請之設計，則可以符合新穎性的要件。但

是，將申請設計與先前的公開內容或引證設計進行比較時，不應考慮

細小、微不足道或難以察覺的差異以及無關緊要的細節。如果實施設

計之產品的一般消費者通常不會注意到的外觀上差異或變化，或只有

在仔細審視後才能感知的特徵，應視為細小、微不足道、不可察覺或

無關緊要的差異或變化。此類微小差異不會影響申請設計與先前設計

為同一設計之認定。以下示例說明了設計中的微小差異並不能避免缺

乏新穎性的事實發現（如圖 9之申請設計和圖 10所示之先前技藝）。 

                                                      
12

 參見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119 條第 2 項（b）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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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申請設計之圖式 

 

 
圖 10 引證設計：香港 IPO 2002年公告的塑膠瓶設計 

新穎性優惠期 

越南智慧財產權法第 65條第 4項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申

請人並於其公開事實發生後 6個月內提出申請者，可主張優惠期。（1）

第三人未經專利申請權人允許公開者；（2）專利申請權人以科學發

表形式而公開者；（3） 在越南國家展覽會、官方主辦或官方認可之

國際展覽會上公開者13。法律規定 6個月的展覽優惠期，僅適用於官

方或官方認可的國際展覽會上的揭露，在未獲認可的展覽會上公開產

品可能會破壞申請設計的新穎性。圖 11 所示之摩托車設計，申請日

2007年 4月 12日，如圖 12所示摩托車之展覽公開日為 2007年 1月

                                                      
13

 參見越南智慧財產瘸法第 65 條第 4 項及第 86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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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該展覽會未得到官方認可，該展覽會的揭露破壞該設計註冊的

新穎性。 

 
圖 11 申請序號：3-2007-00452的摩托車設計14

 

 

 

圖 12 引證的展覽會公開揭露的摩托車設計 

整體視覺印象 

新穎性的評估應基於被審查設計的整體印象，與每一個先前技藝

之設計比較之整體印象。新穎性檢測將要確定申請設計的視覺上第一

印象是否與先前公開設計的第一印象相同，或審視申請設計與引用設

計的整體視覺印象是實質上相同。審查機關應從產品潛在消費者的角

度或觀點應用此標準。 

                                                      
14

 Example provided by the industrial property authorities of Viet 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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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說明以先前技藝的整體印象為基礎之應用的新穎性檢

測15。圖 13左側所示的是申請設計是 LOC. 13-03類的照明控制器，

申請日是 2006年 3月 27日；圖 13右側所示的是引證請設計是 LOC. 

13-02類的變流器（inverter），申請日是 2004年 4月 2日，2004年

8月 25日申請公告，2005年 12月 26日核准公告，專利號是 8695。

申請設計因缺乏新穎性而被拒絕，該申請設計與引證設計並不相同，

因為引證設計有未出現在申請設計上的按鈕和 LCD 顯示螢幕，但

是，其外觀上的主要特徵已在引證設計中完全揭露。 

 
圖 13 申請設計與引證設計的整體視覺印象比較 

創造性要件 

如果是基於申請日或優先權日之前在國內或國外經由使用或書

面說明或任何其他形式已經公開揭露的先前設計，而該技藝領域通常

知識者認為不是容易創作的，則該工業設計被視為具有創造性。創造

性的審查，將申請設計與兩個或兩個以上先前設計中擷取的特徵組合

進行比較，如果發現僅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先前設計中揭露的特徵之組

合，則申請設計可能由於缺乏創造性而被拒絕16。 

  

                                                      
15

 Example provided by the industrial property authorities of Viet Nam。 
16

 參見“COMMON GUIDELINES FOR THE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S”, PART 1. GROUNDS FOR REFUSAL OR INVALIDATION OF REGISTRATION,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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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自由度 

為了確定工業設計的新穎性與創造性，應考慮設計師在決定產品

外觀時所享有的自由度。實施工業設計之對象的性質將決定設計師在

該對象設計中添加所謂的美學特徵之餘地。工業設計是要實施在實用

性物品和工業產品中，設計目的在不干擾產品技術功能的情況下，使

產品在視覺上賞心悅目，也是潛在購買者所希望的。如果設計在美學

上有價值，但是其實施妨礙或阻礙了該物品的預期使用或操作，則該

設計將無法實現其目的。 

將設計實施在具有預定功能的產品或物品中的事實結果，設計師

必須考慮到其設計自由度會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因為他必須考慮可

接受的產品形狀的特徵，該等特徵是該產品執行其預期功能所必需

的，並根據其用途進行使用。 

產品的性質將決定設計師的創造力不受約束或受到限制的程

度。某些產品包含標準化的功能，以達到特定的功能或技術要求，這

些功能在那種類型的產品中將是司空見慣的，設計人員在設計這些產

品時幾乎沒有或沒有更改、移動或隱藏這些功能的自由度。行動電話

與壁紙或紡織產品相比較，設計人員在形狀的自由度受到更大的限

制。一部電話在產品外觀上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功能特徵，例如：鍵盤

或正面的顯示螢幕。這些特徵在功能上是必需的，設計人員無法忽略

或抑制它們。他只能在有限的自由度內來設計這種產品的外觀。同樣

地，具有共同功能特徵和設計約束或具有標準化特徵的所有裝置的外

觀設計將趨於近似。在這種情況下，與那些標準化程度較低且允許更

大設計自由度的產品相比較，設計師對產品外觀的貢獻度往往是細微

且不顯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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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利用性 

如果工業設計可以通過工業或手工藝方法大量製造可實施該工

業設計的產品，則該工業設計應被視為具有產業利用。 

拒絕通知的行政救濟 

如果申請人未在規定期限內更正錯誤、或更正未能符合規定，或

者未對預定的拒絕提出異議或反對，則 NOIP應發送通知拒絕申請。

如果申請人對於審查員的駁回決定不服時，申請人或與該決定相關權

益的所有組織和個人可以依據前述有關「拒絕接受有效申請」的程序

向 NOIP局長提出上訴，或者在法院提起訴訟。 

工業設計專利的領證及登記 

如果審查員認為申請符合保護要件，NOIP 將發送授予工業設計

專利的通知，並要求向申請人支付工業設計專利的公告費用。申請人

在按時足額繳納規定費用後的 10日內，NOIP應執行工業設計專利的

授予程序。工業設計專利應記錄在國家工業設計註冊簿中，由國家知

識產權局在自公告之日起 2個月內在《工業產權官方公報》上公告授

予專利設計的決定。越南工業設計專利自頒發之日起有效，保護期間

自申請之日起至 5 年，並可延展 2次，每次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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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越南雖已加入海牙國際申請體系，我國廠商要申請產品外觀的工

業設計保護，應該透過國際申請的形式申請比較方便，或是直接在越

南提出註冊申請所花的費用比較經濟實惠，本文以瑞典 AWA公司在

海牙體系的工業設計國際申請 DM 206/047為例說明。 

 

圖 14 WIPO註冊序號 DM 206/047的 6個手錶設計 

DM 206/047申請包含 1個手錶的基本設計和 5個手錶的變體設

計，每一個設計包含 7張視圖，一共 42張視圖。申請人在歐盟提出

海牙國際申請，國際申請有一些基本的申請費用，如果指定越南、日

本、美國和歐盟，可以選擇使用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三種語言中的

一種或兩種提交國際申請，日本的指定費是 3,990瑞士法郎，美國的

指定費是 908瑞士法郎，歐盟的指定費 402瑞士法郎，越南的指定

費 90瑞士法郎，越南附加設計的標準指定費 250瑞士法郎，依據

WIPO的「Hague System Fee Calculator」所估算的註冊申請和公告費

用總額是 12,384瑞士法郎（如表 1所示），1瑞士法郎=台幣 31.24元
17，申請費用總額是台幣 386,876元。 

                                                      
17

 瑞士法郎和越南盾與台幣的匯率係依據 2020 年 4 月 1 日台灣銀行的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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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WIPO海牙體系的國際申請費用 

 

如果申請人將 DM 206/047案件在越南依國內法直接提出的工業

設計專利註冊申請，所有申請文件都要翻譯為越南文，越南的工業設

計從申請到註冊及公告的整個過程如表 2的流程圖所示。依據越南智

慧財產權局所公布與工業設計申請相關規費予以計算（費用內容如表

2 所示），如果過程沒有修正或分割申請的情況，申請費總額大概是

11,300,000越南盾，1.00元台幣=709.21越南盾，大約台幣 16,000元。

由以上的分析可得知，我國廠商如果只是申請越南的工業設計專利保

護，應該在越南當地提出註冊申請的申請費用會比較經濟且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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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越南工業設計申請及審查程序的流程圖18
 

 

  

                                                      
18

 流程圖下載自越南智慧財產權局。網頁：

http://www.noip.gov.vn/en_US/web/english/industrial-design-examination-procedure 

http://www.noip.gov.vn/en_US/web/english/industrial-design-examination-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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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越南國內申請的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