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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专利法【题注】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三日，第一二五号

法律）【章名】 第一章 总 则 （目的）施行 一九六○年四月

一日（一九五九年第一二六号法律）修改 一九六二年第一四

○号法律、第一六一号法律；一九六四年第一四八号法律；

一九七○年第九十一号法律；一九七一年第九十六号法律；

一九七五年第四十六号法律；一九七八年第二十七号法律、

第三十号法律；一九八一年第四十五号法律。第一条 本法的

目的，是通过对图案设计的保护和利用，鼓励图案设计的创

作，以利于产业的发展。（定义）第二条 （１）本法所说的

“图案设计”，是指物品的形状、花样或色彩或者它们的结

合，能使人通过视觉引起美感者。（２）本法所说的“图案

设计专利注册”，是指业经注册的图案设计专利。（３）本

法所说的图案设计“实施”，是指制造、使用、转让、出租

属于图案设计的物品及其为转让或出租而展出或者进口的行

为。【章名】 第二章 图案设计的注册及其申请 （图案设计注

册的要件）第三条 （１）创作出能供工业上利用的图案设计

者，除下列图案设计外，其图案设计可以办理图案设计专利

注册：一、申请图案设计专利注册以前，在日本国内或者外

国已为众所周知的图案设计；二、申请图案设计专利注册以

前，在日本国内或者外国已在出版的刊物上登载过的图案设

计；三、类似前两项所列图案设计的图案设计。（２）在申

请图案设计专利注册以前，只要是具有这方面一般知识的人



，就能按照日本国内众所熟悉的形状、花样或色彩或者基于

它们相结合的工艺设计轻而易举地作出这种图案设计时，则

该图案设计（前款各项所列者除外），虽有前款的规定，仍

不能办理图案设计专利注册。（丧失图案设计新颖性的例外

）第四条 （１）违反享有图案设计专利注册权利者的意愿，

关于符合前条第一款第一项或第二项的图案设计，从其符合

之日起六个月以内，该人提出了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时，

该图案设计应视为符合该款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的图案设计

。（２）起因于享有图案设计专利注册权利者的行为，关于

符合前条第一款第一项或第二项的图案设计，从其符合之日

起六个月以内，该人提出了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时，与前

款同样处理。（３）就有关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的图案设

计，拟办理适用前款的规定者，将记载其意旨的书面材料和

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一并呈报专利厅长官，并且必须将有

关证明该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的图案设计书面材料，从图

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之日起在十四日以内呈报专利厅长官。

（不能办理图案专利注册的图案设计）第五条 下列图案设计

，尽管有第三条规定，也不能办理图案设计专利注册：一、

可能破坏公共秩序或者败坏良好风气的图案设计；二、可能

与他人的有关业务物品发生混淆的图案设计。（图案设计专

利注册的申请）第六条 （１）希望取得图案设计专利注册者

，必须填写具有下列事项的申请书，并附上图案设计专利注

册申请的图案设计图纸，呈报专利厅长官：人的姓名或者名

称和地址或者住处，如果是法人则为代表人的姓名；一、图

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二、提出申请的年月日；三、图案设

计创作人的姓名和地址或者住处；四、有关图案设计的物品



。（２）在通商产业省另有规定时，则可以呈报能够表现图

案设计的照片、雏形或者样品，以代替前款申请注册的图案

设计图纸。在这种场合，必须在申请书上注明照片、雏形或

者样品的区别。（３）拟申请注册的图案设计，为类似自己

已经注册的图案设计或者正在申请的图案设计时，必须在申

请书上注明其已经注册的图案设计或者正在申请注册的图案

设计申请书的号码。（４）在该图案设计所属领域内具有一

般知识的人，只靠第一款第四项的有关图案设计物品的记载

或者申请书上所附的图纸、照片或雏形不能理解该图案设计

的物品质料或者尺寸以致不能辩明该图案设计时，必须在申

请书上注明该图案设计物品的质料或者尺寸。（５）图案设

计物品的形状、花样或者色彩，基于该物品的功能而有变化

时，就其变化过程前后的该形状、花样或色彩或者将它们结

合起来的工艺设计申请图案设计专利注册时，必须在申请书

上注明情况并说明该物品的功能。（６）按照第一款或者第

二款的规定呈报的图纸、照片或者雏形涂上图案设计的彩色

时，对于白色或者黑色的任何一色可免涂彩色。（７）根据

前款规定而免涂彩色时，必须在申请书上加以注明。（８）

根据第一款规定呈报的图案纸上记载的图案设计或者根据第

二款规定呈报的照片或雏形上表现图案设计时，如果该图案

设计物品的全部或一部分是透明的，则必须在申请书上注明

。（一种图案设计申请一次）第七条 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

，必须按照通商产业省令规定的物品划分，一种图案设计申

请一次。（成套物品的图案设计）第八条 （１）两种以上的

物品，在习惯上成套销售和使用者，凡是构成产业通商省令

规定的成套物品（以下称“成套物品”），而其图案设计又



成为统一的整体时，则可当作一种图案设计申请专利注册。

（２）在前款规定的情况下，构成成套物品的图案设计只限

于根据第三条、第五条和下条第一款或第二款的规定允许图

案设计专利注册的，才可以取得图案设计专利注册。 （优先

）第九条 （１）如有同样或者类似的两个以上图案设计在不

同的日期提出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时，只限最先申请的人

，才可进行图案设计专利注册。（２）在同一天内提出的图

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有两个以上同样或者类似的图案设计时

，只能由申请人经过协商而决定的一个图案设计申请人取得

专利注册。如未达成协议，或者不能进行协商时，任何一方

都不能进行该图案设计的专利注册。（３）图案设计专利注

册申请被撤销或者被宣布无效时，该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

，则不适用前两款的规定，视为第一次申请的专利注册。（

４）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人，既不是图案设计的创作者，

又不是该图案设计专利注册权利的继承人，该人的图案设计

专利注册申请，则不能适用第一款或第二款的规定。（５）

专利厅长官在执行第二款时，必须指定相当的期限，命令该

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人进行该款规定的协商，并申请其结

果。（６）专利厅长官在根据前款规定而指定的期限内，不

见按照该款的规定进行申报时，则可以视为第二款的协商没

有成立。（类似的图案设计）第十条 （１）享有图案设计专

利权者，只对与自己的专利注册相类似的图案设计（以下称

“类似图案设计”）可以取得类似图案设计的图案设计专利

注册。（２）根据上款规定，仅与取得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类

似的图案设计，则不适用该款规定的类似图案设计。（图案

设计专利注册申请的分割）第十条之二（１）图案设计专利



注册申请人，可以将包括两个以上的图案设计，作为图案设

计专利注册申请的一部分或作为一个、两个以上新的图案设

计专利注册申请。（２）根据上款规定，图案设计专利注册

申请的分割，不得在评定或审查决定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

确定之后。（３）根据第一款规定，遇有分割图案设计专利

注册申请时，新的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视为原来的图案

设计专利注册时的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但适用第四条第

三款和第十五条第一款，以及适用专利法（１９５９年第１

２１号法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不在此限

。第十一条 （１）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人，根据第八条第

一款规定，分割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时，可以将组成该成

套物品的图案设计作为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２）根据

前款规定，遇有分割图案设计专利注册时，根据第八条第一

款规定，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视为撤销了的图案设计专利

注册申请。（３）前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根据第一款规

定适用于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的场合。（改变申请）第十

二条 （１）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人，可以将类似图案设计

专利注册申请，改变为独立的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称类

似图案设计的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以外的图案设计专利注

册申请，以下同）。（２）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人，可以

将独立的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改变为类似图案设计的图

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３）根据前两款规定，图案设计专

利注册申请的变更，不得在评定或审查决定图案设计专利注

册申请之后。（４）第十条之二第三款和前条第二款的规定

，根据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适用于变更图案设计专利注册

申请的场合。第十三条 （１）专利申请人，可以将其专利申



请改变为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但该专利申请，从送达具

有拒绝内容的最初审查决定副本之日起经过三十日之后，不

在此限。（２）实用新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人，可以将其实用

新设计专利注册申请，改变为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但该

实用新设计专利注册，从送达具有拒绝内容的最初审查决定

副本之日起经过三十日之后，不在此限。（３）第一款但书

规定的期限，根据专利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延长该法第一

二一条第一款规定期限时，只要延长其期限，即视为延长了

期限。（４）第二款但书规定的期限，根据在实用新设计法

（１９５９年第１２３号法律）第五十五一款中适用专利法

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延长实用新设计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

定期限时，只要延长其期限，即视为延长了期限。（５）第

十条之二第三款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根据第一款或第二

款规定，适用于变更申请的场合。（基于专利合作条约，有

关国际申请变更申请的特例）第十三条之二 （１）根据专利

法第一八四条之三第一款或第一八四条之十六第四款规定，

关于视为专利申请的国际申请的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的变

更，遇有该法第一八四条之五第一款的日本语专利申请时，

或遇有该款、该法第一八四条之四第一款的外国语专利申请

时，如果不是根据该款和该法第一八四条之五第一款规定办

理手续，并且根据该法第一九五条第一款规定缴纳应缴纳的

手续费之后（根据该法第一八四条之十六第四款规定，视为

专利申请的国际申请，规定于该款决定之后），则不能办理

手续。（２）根据实用新设计法第四十八条之三第一款或第

四十八条之十四第四款规定，关于视为实用新设计专利注册

申请的国际申请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的变更，遇有该法第



四十八条之五第一款的日本语实用新设计专利注册申请时，

或遇有该款、该法第四十八条之四第一款的外国语实用新设

计专利注册申请时，如果不是根据该款和该法第五十四条第

一款的规定办理手续，并且根据该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缴纳应缴纳的手续费之后（根据该法第四十八条之十四第四

款的规定，视为实用新设计专利注册申请的国际申请，规定

于该款决定之后），则不能办理手续。（图案设计的保密）

第十四条 （１）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人，可以指定自其图

案设计专利权设立专利注册之日起三年以内的期间，请求为

其图案设计保守秘密。（２）根据前款规定进行请求的人，

必须在申请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的同时，以书面向专利厅长官

呈报下列事项：一、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

和住址或住处；二、请求保守秘密的期限。（３）图案设计

专利注册申请人或有图案设计专利权者，可以请求延长或缩

短根据第一款规定请求的保密期限。（４）专利厅长官在下

列各项情况之一时，对于根据第一款规定请求保密的图案设

计，必须向有图案设计专利权以外的人公开：一、得到有图

案设计专利权者的同意；二、对该图案设计或者与之相同或

类似的图案设计进行审查、审判再审时或者经诉讼当事人或

参与者请求时；三、法院有请求时；四、利害关系人提出记

载享有图案设计专利权者的姓名或者名称和注册号码的以及

通商产业省令规定的其他文件向专利厅长官请求时。（专利

法的适用）第十五条 （１）专利法第三十七条（共同申请）

、第四十条（明细书等的补充和变更主要内容）和第四十三

条（优先权主张的手续）的规定，适用于图案设计专利申请

。（２）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和



从第四款至第七款（办理专利的权利）的规定，适用于办理

图案设计专利注册权利。（３）专利法第三十五条（职务发

明）的规定，适用于从业人员、法人的负责人、国家公务员

或地方公务员创作的图案设计。【章名】 第三章 审 查 （由

审查官进行的审查）第十六条 专利厅长官必须使审查官审查

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拒绝的审定）第十七条 图案设计

专利注册申请符合下列各项之一时，对于该图案设计专利注

册申请审查官应该拒绝审定：一、有关该图案设计专利注册

申请，根据在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一

款或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中适用专利法

第三十七条或者在第六十八条第三款中适用专利法第二十五

条规定，不得办理图案设计专利注册时。二、有关该图案设

计专利注册申请的图案设计，根据条约规定，不得办理图案

设计专利注册时。三、该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不视为符

合第七条所规定的要件时。四、该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人

，既不是图案设计创作者，又不是该图案设计专利注册权利

的继承人时。（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的审定）第十八条 审查官

对于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没有发现拒绝理由时，应该审定

该图案设计专利注册。（专利法的适用）第十九条 专利法第

四十七条第二款（审查官资格）、第四十八条（对审查官的

排斥）、第五十条（拒绝理由的通知）、第五十三条（补充

的驳回）、第六十三条（审定的方式）和第六十五条（与诉

讼的关系）的规定，均适用于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的审查

。【章名】 第四章 图案设计专利权第一节 图案设计专利权 

（设立图案设计专利权的注册）第二十条 （１）图案设计专

利权通过注册而成立。（２）根据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



规定，已经缴纳第一年度注册费时，即应予以办理图案设计

专利权的注册。（３）前款的注册实行后，必须在图案设计

专利公报上登载下列事项：一、享有图案设计专利权者的姓

名或者名称和住址或者住所；二、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书

的号码和年月日；三、注册号码和设立注册年月日；四、申

请书和所附的图纸、照片、雏形或样品的内容。（４）前款

第四项所列属于根据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请求保密的图案设

计专利事项，一经超过按照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指定的期

限，则不受第四款规定的限制，应立即予以发表。（有效期

）第二十一条 图案设计专利权的有效期为自成立注册之日起

满十五年为止。（类似图案设计的图案设计专利权）第二十

二条 类似图案设计的图案设计专利权，应和同它类似的最先

取得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类似图案设计的图案设计专利注册

除外）的图案设计（下称“正式图案设计”）的图案设计专

利权并为一体。（图案设计专利权的效力）第二十三条 享有

图案设计专利权者，独自享有以实施注册图案设计及其类似

图案设计为业的权利。但在另外制定该图案设计专利权的专

用实施权时，则享有专用实施权者所专有的实施注册图案设

计及其类似图案设计的权利范围，不在此限。（注册图案设

计的范围）第二十四条 注册图案设计的范围，必须根据申请

所记载和申请书所附图纸上的记载或者申请书所附的照片、

雏形或样品所表现的图案设计而定。（要求专利厅判定注册

图案设计的范围）第二十五条 （１）关于注册图案设计和类

似图案设计的范围，可以要求专利厅予以判定。（２）专利

厅长官根据前款规定遇有要求时，必须指定三名审查官进行

该判定。（３）除前款规定者外，关于判定的手续，以政令



规定之。（与他人注册图案设计的关系）第二十六条 （１）

享有图案设计专利权者、专用实施权者或通常实施权者，其

专利注册的图案设计，是利用在其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之

日前有关他人申请的专利注册图案设计或类似的图案设计、

专利发明或注册专利实用新设计时；或者在其图案设计专利

权中有关专利注册的图案设计部分，是与其图案设计专利注

册申请之日前有关他人申请的专利权、实用新设计权或商标

权或者与在其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之日前产生的他人著作

权相抵触时，作为营业，不得实施其专利注册的图案设计。

（２）享有图案设计专利权者、专用实施权者或通常实施权

者，类似其专利注册图案设计的图案设计，为利用在其图案

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之日前，有关他人申请的专利注册图案设

计、专利发明或者专利注册的实用新设计时；或者在其图案

设计权中有关类似专利注册图案设计的图案设计部分，是与

其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之日前有关申请的图案设计专利权

、实用新设计权或商标权或者与在其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

之日前产生的他人著作权相抵触时，作为营业，不得实施其

专利注册的图案设计。（专用实施权）第二十七条 （１）享

有图案设计专利权者，可就其图案设计专利权设立专用实施

权。（２）享有专用实施权者，在其设立行为所规定的范围

内，享有以实施该注册图案设计及其类似图案设计为业的专

有权利。（３）专利法第七十七条第三款至第五款（转移等

）、第九十七条第二款（放弃）和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

和第二款（注册的效果）的规定，适用于专用实施权。（通

常实施权）第二十八条 （１）享有图案设计专利权者，有权

就其图案设计专利权许诺他人以通常实施权。（２）享有通



常实施权者，根据本法的规定，或者在其设立行为所定的范

围内，享有以实施该注册图案设计或者类似图案设计为业的

权利。（３）专利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共有）、第九十七

条第三款（放弃）和第九十九条（注册的效果）的规定，适

用于通常实施权。（取决于先使用的通常实施权）第二十九

条 因不了解有关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的图案设计，自己创作了

该图案设计或者类似的图案设计，或者因不了解有关图案设

计专利注册的图案设计，被该图案设计或类似图案设计的图

案设计创作者知悉，在申请其图案设计专利注册时（根据在

第十五条第一款中适用专利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或者根据在

第十九条中、在第五十二条中适用专利法第一五九条第一款

的规定，或者在第五十七条中适用专利法第一七四条第一款

中适用专利法第一五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均分别适用该法第

五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其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视为已

提出手续补充书时，则作为原来的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之

时或提出手续补充书之时），现在在日本国内已有实施该图

案设计或类似的图案设计实施事业者或准备实施该事业者，

因而关于其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的图案设计专利权，只能

在该实施或准备实施的图案设计及事业的目的范围内，享有

通常实施权。第三十条 （取决于请求无效审判专利注册前实

施的通常实施权），略。第三十一条 （图案设计专利权等有

效期满后的通常实施权），略。第三十二条 （图案设计专利

权等有效期后的通常实施权）、第三十三条（设立通常实施

权的裁定）、第三十四条（通常实施权的转移等）、第三十

五条（抵押权），略。第二节 侵犯权利 （请求停止权）第三

十七条 （１）享有图案设计专利权者或专用实施专利权者，



对于侵犯自己图案设计专利权或专用实施专利权者或有可能

侵犯者，可以请求停止其侵犯或预防。（２）享有图案设计

专利权者或专用实施专利权者，根据前款的规定进行请求时

，可以请求废除构成侵犯行为的物品、排除供侵犯行为使用

的设备，以及其他需要预防侵犯的行为。（３）根据第十四

条第一款规定，关于请求保密的图案设计的有关享有图案设

计专利权者或专用实施专利权者，关于其图案设计，为记载

第二十条第三款各项所列事项的书面图案设计，出示办理的

专利厅长官证明，如果不是在警告之后，则不得根据第一款

规定进行请求。（视为侵权行为）第三十八条 只以制造、使

用专利注册图案设计或有关与此相类似的图案设计物品为业

，为了制造、转让、出租、馈赠、出售、展出或进口的行为

，视为侵犯该图案设计专利权或专用实施专利权的行为。（

损害额的推定等）第三十九条 （１）享有图案设计专利权者

或专用实施专利权者，对于故意或过失侵犯自己的图案设计

专利权或专用实施专利权者，在请求损害赔偿时，依据该人

的侵权行为所得利益额，推定享有图案设计专利权者或专用

实施专利权者遭受损害的金额。（２）享有图案设计专利权

者或专用实施专利权者，对于故意或过失侵犯自己的图案设

计专利权或专用实施专利权者，可以对于该专利注册的图案

设计或实施与此相类似的图案设计所获得的相当于通常应获

得的金钱数额的金钱，作为自己遭受损害额，请求赔偿。（

３）前款的规定，不妨害请求超过规定于该款的金额进行损

害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图案设计专利权者或专用实施

专利权者的侵犯，如不是故意或严重过失时，法院可以酌情

规定其损害赔偿的金额。（过失的推定）第四十条 侵犯他人



图案设计专利权者或专用实施专利权者，其侵犯行为虽被推

定为有过失，但根据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侵犯的属于有关

请求保密的图案设计的图案设计专利权或专用实施专利权，

不在此限。（专利法的适用）第四十一条 专利法第一○五条

（提出书类）和第一○六条（恢复信用措施）的规定，适用

于侵犯图案设计专利权或专用实施专利权。第三节 注 册 费第

四十二条至第四十五条，略。【章名】 第五章 审 判 （对拒

绝审查的审判）第四十六条 （１）凡接受审查对该审查不服

时，从该审查副本送达之日起三十日以内，可以请求审判。

（２）请求前款的审判者，由于不属于其责任的理由，在该

款规定的期限内，未进行该请求时，虽有前款的规定，但从

该理由丧失之日起在十四日以内，在其期限经过六个月以内

，仍可进行该请求。（对于补充驳回决定的审判）第四十七

条 （１）根据第十九条中适用专利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

定，遭受驳回决定者，对该决定不服时，从该决定副本送达

之日起三十日以内，可以请求审判。但进行第十九条中适用

专利法第五十三条第四款规定的新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时

，不在此限。（２）前条第二款规定，适用于前款审判的请

求。（图案设计专利注册无效的审判）第四十八条 （１）凡

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符合下列各项之一时，关于使该图案设计

专利注册无效问题，可以请求进行审判：一、该图案设计专

利注册，违反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一

款或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中适用专利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或者在第六十八条第三款中适用专利法第

二十五条的规定时。二、该图案设计专利注册违反条约时。

三、该图案设计专利注册为无创作图案设计的所属领域内，



具有普通知识者基于前两项所列图案设计，已经可以轻而易

举地制作的图案设计者，就该图案设计办理图案设计专利注

册权利者是由无继承权者办理的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时。

四、在图案设计专利注册之后，该享有图案设计专利权者，

根据第六十八条第三款中适用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已

成为不能享有图案设计专利权时，或该图案设计专利注册已

违反条约时。（２）前款的审判，即使在图案设计专利权消

灭后，也可以请求。（３）审判长遇有第一款规定的请求审

判时，应将其内容通知有关该图案设计专利权的专用实施专

利权者以及其他享有关于该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的注册权者。

第四十九条 图案设计专利注册，凡符合下列的图案设计时，

关于该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的前条第一款的审判，从设立图案

设计专利权的注册之日起经过五年后，不得请求：一、在图

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前，在外国已属于众所周知的图案设计

。二、在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前，在外国已在出版的刊物

上登载过的图案设计。三、在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前，在

该图案设计情况下的图案设计。第五十条（无效图案设计的

确定）、第五十一条（关于审查规定的适用）、第五十二条

（专利法的适用），略。【章名】 第六章至第七章，略。 【

章名】 第八章 罚 则 （侵权罪）第六十九条 （１）侵犯图案

设计专利权或专用实施专利权者，判处三年以下徒刑或三十

万圆以下的罚金。（２）前款之罪，不告不理。（诈骗行为

罪）第七十条 以诈骗行为办理图案设度专利注册或办理审查

决定者，判处一年以下徒刑或十万圆以下罚金。（虚伪表示

罪）第七十一条 违反第六十五条规定者，判处一年以下徒刑

或十万圆以下罚金。（伪证等罪）第七十二条 根据本法规定



，宣誓的证人、鉴定人或翻译员受专利厅委托，对法院进行

虚伪陈述、鉴定或翻译时，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

泄露秘密罪）第七十三条 专利厅职员或具有该职者，泄露从

事职务知悉的图案设计专利注册申请中关于图案设计的秘密

或盗用时，判处一年以下徒刑或五万圆以下罚金。（两罚规

定）第七十四条 法人的代表、法人或本人的代理人、雇用人

或其工作人员，关于该法人或本人的业务实施违反第六十九

条第一款、第七十条或第七十一条的行为时，除了处罚行为

人以外，对该法人或本人也应处以各该条的罚金刑。（违章

罚款）第七十五条 根据在第五十二条中或第五十七条中适用

专利法第一七四条第一款至第三款中所分别适用的该法第一

五一条中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六七条第二款或第三三六条规

定，宣誓人接受专利厅或专利厅委托对裁判所进行虚伪陈述

时，判处五千圆以下的违章罚款。第七十六条 根据本法规定

，专利厅或接受其委托的人员，裁判所传唤时，无正当理由

而不出面，或者拒绝宣誓、陈述、证言、鉴定或翻译时，判

处五千圆以下的违章罚款。第七十七条 关于调查证据或保护

证据，根据本法规定，专利厅或接受其委托的人员，对裁判

所发布命令要求提出或提示文件以及物件时，无正当理由，

不服从命令时，判处五千圆以下的违章罚款。附 则本法施行

日期，由其他法规规定之（１９６０年４月１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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