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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6日是世界智慧財產權日（World IP Day），亦為一年一度的專
利師節，專利師季刊也已經發行至第45期，專利師季刊一向秉持持續推廣多
元、具深度之專利議題之嚴謹態度，希望在專利實務與理論之研究與討論上，

提供具參考價值之題材與資訊，使本刊持續成為專利實務工作領域之代表性刊

物之一。 

專利師季刊第45期特別針對專利法修正草案中有關「專利爭議案與複審案
救濟制度」推出專欄討論，此一專欄係就智慧財產局於2020年12月30日所公布
之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關於爭議案與複審案救濟制度之改革進行介紹

與分析，包含對審制引入、救濟制度從行政訴訟改成民事訴訟以及相關制度的

修改，特別邀請王仁君專利師提出「試論專利法修法草案關於專利爭議案與複

審案救濟制度之變革」一文；朱淑尹專利師提出「以生物科技專利之觀點評估

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衝擊」一文；周良吉、胡書慈、王雅萱等三位專利

師共同提出之「針對專利法修正案第34條及第130條──建議放寬得提分割案之
期間的規定」一文；以及彭國洋專利師提出「專利法修正草案關於爭議案之爭

議訴訟階段不得提出新證據及新理由之規定的簡析」一文，多面向針對此一專

利法修正草案提出建言，以期提出主管機關於修法時廣納實務界心聲之相關建

言，也希望主管機關於修法草案送院審議前應更頻繁、多方面聽取專利實務界

之意見，避免修正草案雖有意解決實務界長期面臨之問題，但未蒙其利先受其

害，反而創造出新的實務上的問題。而專利師公會針對此一專利法修正草案，

亦已擬具正式書面意見（https://www.twpaa.org.tw/files/download/123_0.pdf），
敬請主管機關惠予一併參酌。 

另本期亦收錄有四篇精彩的專題研究，分別針對專利間接侵權的重要議題

邀請劉國讚教授、陳冠鳴研究助理解析美國專利教唆侵權，以及邀請王立達教授

從現行法及修訂新法角度解析如何適切均衡間接侵權責任範圍，另外針對鋼鐵



 

 

業（中鋼）在轉型過程如何進行相映專利管理策略之議題，以及針對專利訴訟

書狀如何撰寫與提出等重要議題，分別提供讀者參考： 

其中劉國讚教授、陳冠鳴研究助理所著之「從美國專利教唆侵權判例探討

境外間接侵權之風險」一文，以美國專利教唆侵權判例探討境外間接侵權之風

險為題，論述美國專利法上教唆侵權之法院成立基準及相關著名案例，作者文

筆流暢，對於多個案例採取總體分析以解釋專利法上稍複雜概念，亦使人清楚

易懂，極具參考價值。 

王立達教授所著之「專利間接侵權：如何適用現行法及修訂新法以達適切

均衡」一文，介紹專利間接侵權之源起及剖析國內司法實務民法第185條第2項
適用專利侵權案件之情形，並對於國內如何建構妥善適切之間接侵權規範提出

許多精闢的具體建議，對於現行法的適用問題，以及如何修定新法提出建議，

從衡平角度出發，以期適切均衡間接侵權責任範圍，相當值得讀者參考。 

芮嘉瑋博士所著之「中鋼集團積極轉型迎向曙光」一文，則針對我國鋼鐵

龍頭中鋼公司之專利布局進行分析，提供讀者對產業在轉型階段相關專利布局

策略進行介紹與剖析，有助於專利實務界從產業界角度瞭解專利布局之策略與

考量，相當值得參考。 

蔡惠如庭長所著之「專利訴訟書狀之撰寫及提出」一文，則是從書狀如何

達到「易讀性」出發，剖析如何使讀者（當事人、對造及法院）清楚理解其意

欲在專利訴訟書狀中所主張事項，以圓滿達成保護當事人訴訟權益之目標，本

篇文章是專業代理人必習課程，也是不可多得的好文。 

本期專利師季刊之內容豐富多元，兼具廣度與深度，衷心希望讀者與我們

一樣可以從中獲益良多，並能繼續支持我們，讓我們可以持續推出更多兼具理

論與基礎之專題研究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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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爭議案與複審案救濟制度修法專欄  

試論專利法修法草案關於 
專利爭議案與複審案救濟 
制度之變革 

王仁君* 

壹、前 言 

智慧局於2020年12月30日公布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中最受矚目的修

正，無非是針對專利之舉發、專利申請之核駁、專利期間延長申請之核駁、專利之

更正等專利行政案件，廢除訴願階段，並將後續之救濟程序由現行之行政訴訟改採

民事訴訟程序。話說在專利業界多年來均倡議將專利行政爭訟案件救濟層級予以簡

併及舉發案採對審制，然而將行政訴訟程序之適用整套改變為適用民事訴訟程序，

卻多譁然，甚至誤認為此修法方向可能僅為智慧局單方的芻議，未來未必會被司法

院接受。然而經過智慧局在2021年1月19日的公聽會之說明，大家始知這個看似匆

促成案的專利案件救濟程序之重大變革，其實是經過智慧局與司法院自2019年1月

開始長達2年之研商結果，且是由司法院定調應適用民事訴訟程序。 

                                                        
DOI：10.3966/221845622021040045001 
收稿日：2021年3月22日 
*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法學博士。現任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常

務理事。本文純為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專利師公會及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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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承襲大陸法系，公私法二元制及普通法院、行政法院之二元訴訟制度為我

國法制中根深蒂固的概念。這樣的法制及制度設計固可有其長遠的歷史淵源，是法

國大革命的產物1，然而這樣的歷史價值在歷經300年的社會文化變遷後，已經簡化

成「二元訴訟制度遵循不同基本原則」這樣的體現。民事訴訟強調處分權主義、當

事人進行主義、辯論主義，追求相對真實而非絕對真實；行政訴訟則強調法院的積

極審查，採職權探知及職權調查主義。然如細查民事訴訟法與行政訴訟法中若干條

文，不難得出兩種訴訟制度仍有殊途同歸之感。民事訴訟法第199條與行政訴訟法

第125條均有審判長闡明權行使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88條亦有法官得職權調查證

據之規定；當行政訴訟之法官在依職權調查後，事實仍不明之情形下，當事人仍有

客觀證明責任。是以張瓊文大法官、詹森林大法官及黃昭元大法官在大法官釋字第

758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認為：「採取公法或私法之訴訟途徑，就判決結果而言，

並無因制度上所採取調查原則之不同，而必然產生結果歧異之情形。」2 

訴訟法之法條規定如是，法院的實務操作亦如是，而專利案件更是。由於專利

案件為智慧財產法院所優先管轄，專利民事案件及行政案件均由智財法院審理，雖

然有民事庭及行政庭的區別，審理的法官並未特別按民事、行政案件做職務上的區

別，甚至涉及同一件專利的專利民事侵權案件及專利舉發行政案件均指派同一個法

官、技術審查官亦所在多有。筆者身為實務工作者亦即制度使用者，覺得專利民事

案件及行政案件之審理過程明顯不同之處不多，無非在於民事庭開庭次數較多（但

這應是因為專利侵權案件所涉爭點一般而言較專利行政案件要多，法院除審理專利

有效性外，尚須調查審理侵權、損害賠償等爭點）、程序較多變化（當事人有權隨

時變更及追加訴訟聲明及訴訟標的，甚至包括當事人之追加）。 

貳、專利法修法草案之試評析 

自修法草案公布後，有不少論者秉持同意對審制之理念，不反對修法草案規定

                                                        
1 李建良，近代行政法史要略──西洋近代前期篇，月旦法學教室，2005年12月，38期，44

頁。 
2 大法官釋字第758號解釋張瓊文大法官等協同意見書。 



試論專利法修法草案關於專利爭議案與複審案救濟制度之變革 3 

專利師︱第四十五期︱2021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爭議案應採民事訴訟，然對於複審案亦一併改採民事訴訟程序則持保留態度3，認為

與我國法制不符。不過基於以上理由，筆者較不傾向以公私法二元制的思考模式來

評析本次專利法修法草案，而是以實用主義的觀點探討修法草案對於實務之影響。 

一、最高法院之審理效率及品質 

專利爭議案、複審案均改採民事訴訟後，最高法院將成為所有專利案件的終審

法院，案量勢將激增。依據司法院統計，最高法院在2020年共受理12,573件民事案

件（其中7,813件為新收案件），相對而言，2019年智慧財產法院共終結了258件行

政案件，2020年則有229件4。在2020年，最高行政法院終結事件平均一件所需日數

以收案至結案計為221.59日，如以分案至結案計則為52.9日5。最高法院是否有足夠

的人力及資源消化專利爭議案及複審案之審理，是否會影響審理效率及品質，實應

得到更多關注。 

二、爭議案及複審案之訴訟標的 

我國向來將智慧局針對專利舉發案等所為之決定視為行政處分，修法草案現將

爭議案改採對審制並改為依民事訴訟程序救濟，則此時雙方爭訟的訴訟標的為何、

訴之聲明應如何請求，為實務工作者相當關心的問題。修法草案將爭議案之當事人

改為舉發人及專利權人兩造，智慧局不再是當事人，然原告究應循撤銷訴訟模式聲

明「撤銷智慧局之審定」、或循確認訴訟模式而聲明「確認專利權有／無效」6，亦

即究應將法院審理之標的，認為是智慧局作成之決定本身、抑或是專利權本身7，修

                                                        
3 依據修法草案第66條之1，專利複審案係指不服不予專利審定之核駁複審案、發明專利權期

間之延長申請案、更正案、不服其他有關專利申請及其他程序處分之複審案；專利爭議案係

指專利權之舉發案及發明專利權期間之延長舉發案。 
4 司法統計月報2021年1月（表十七、智慧財產法院終結案件訴訟種類）。 
5 相較於最高行政法院，最高法院2020年終結之民事案件平均一件所需日數為37.51日，對

此，司法統計數據未如其他法院註明此日數係為「收案至結案」或「分案至結案」所需日

數，但依常理推斷此應指後者之日數。 
6 就此，修法草案第82條第2項有「經第91條之7第1項之專利爭議訴訟判決該專利權無效確

定」之用語，不知是否透露出智慧局認為訴訟標的應為專利權本身之初步立場。 
7 日本特許法及實務、學說均將特許廳授予專利權、或在專利異議、無效程序中所作成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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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草案並未明訂，顯然未來尚待決定。 

三、爭議案及複審案之捨棄、認諾、和解 

民事訴訟採處分權主義，當事人對於訴訟之開始、審判之對象、範圍，及訴訟

之終結，均具有主導權，是以民事訴訟法肯認當事人有捨棄、認諾、撤回，及和解

之權利。相對而言，行政訴訟法對於行政訴訟程序中當事人捨棄、認諾、撤回、及

和解之權利較有限制，第202條規定行政法院唯有在針對訴訟標的當事人具有處分

權及不涉及公益者，始得本於其捨棄或認諾而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第219條規

定行政法院僅能在當事人就訴訟標的具有處分權且其和解無礙公益之維護者，始得

隨時試行和解。換言之，如要謂公法訴訟或私法訴訟在制度上採取不同原則而最有

可能造成不同的判決結果，當屬當事人針對訴訟標的捨棄、認諾、撤回，及和解之

情形。修法草案針對爭議案訴訟，在第91條之9第2項特別規定當事人「不得以變動

專利專責機關所為審議決定之專利權，為捨棄、認諾或和解之範圍」。所謂「不得

以變動專利專責機關所為審議決定之專利權」之前提，較行政訴訟法第202條及第

219條「就訴訟標的具有處分權且無礙公益之維護」之前提看似更為嚴格，此應為

智慧局顧及專利具有公益性質之體現8。然在智慧財產法院已作成判決推翻智慧局之

審議決定時，當事人針對智慧財產法院所為之判決上訴至最高法院，後經最高法院

                                                                                                                                                        
視為是行政處分，但針對專利異議、無效程序係採對審制，特許廳所為之行政處分係由知的

財產裁判所審理，而以專利權人或異議人／舉發人為兩造當事人，知的財產裁判所針對專利

有效性訴訟事件之訴訟標的，係審查特許廳作成之決定是否符合專利法令規定。德國則是於

1976年制定行政程序法時，在行政程序法中將德國專利局所為決定明文排除，認為德國專利

局之程序為特殊程序，專利權是否授予具有民事法上作用，本質較接近民事事件，與一般行

政程序法上之行政處分不同，故明文排除而不適用行政程序法。基此，聯邦專利法院對核駁

專利審定之抗告事件與專利無效訴訟事件之訴訟標的，均係審查專利權本身，而不是審查德

國專利局所作成之決定。謝銘洋，從德國法看我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採對審制之可行性，司

法院智慧財產訴制度相關論文彙編第5輯，2016年12月，463-464頁。李維心，專利行政訴訟

採 取 對 審 制 後 之 訴 訟 標 的 ， 2020 年 12 月 16 日 ， 網 址 ： https://www.tipa.org.tw/p3_1-
1.asp?nno=335，最後瀏覽日：2021年4月6日。 

8 草案第91條之9的立法理由表示：「當事人如……為和解時，基於專利權有無撤銷事由，業

經專利專責機關之審議決定，故當事人就該專利權之爭議，如為捨棄、認諾或和解，而應限

專利專責機關所為審議決定之專利權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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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回更審時，如當事人於更審程序中欲進行和解，此時是否仍應受草案第91條之9

第2項「不得以變動專利專責機關所為審議決定之專利權」之限制，或應允許當事

人依據前審法院決定而和解？似有待進一步研究9。 

四、是否允許訴訟參加之標準 

民事訴訟法對於訴訟參加分為獨立參加及輔助參加，而針對輔助參加，係要求

參加之一方需針對該訴訟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行政訴訟法對於訴訟參加之要件，

則規定係「撤銷訴訟之結果，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者」。無論是基

於法條文字或法院實務，目前行政訴訟傾向訴訟參加之要件從嚴解釋。修法草案將

爭議案及複審案均改採民事訴訟程序，但對於訴訟參加未有明文規定，僅在第91條

之5第4項及第91條之9第3項分別規定，民事訴訟法與專利複審訴訟或專利爭議訴訟

性質不相牴觸者準用之。則未來在爭議訴訟時，不同舉發人是否可在符合民事訴訟

法第58條「與該訴訟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情形下，即被允許互相參加訴訟；或

針對智慧局所為之專利核駁決定，或專利權期間延長核駁決定，第三人得援引該條

而參加訴訟，輔助智慧局或原告，未來可拭目以待。另外，放寬訴訟參加之適用，

或可平衡論者惟恐爭議案改為對審制後可能產生之弊端，相當程度維護專利公眾審

查之色彩10。 

                                                        
9 舉例而言，如於一專利舉發案中，智慧局作成審議決定認定舉發成立，專利權人不服而上訴

至智慧財產法院，法院推翻智慧局決定而認為舉發應不成立，經舉發人上訴至最高法院，最

高法院又廢棄智財法院決定而發回更審，而專利權人與舉發人最終希望在更審程序中以「專

利有效、舉發不成立」之前提而為和解，依草案第91條之9第2項規定，此和解內容雖曾為智

財法院認定有理由，似仍無法允許。 
10 關於舉發採對審制之優劣，請參劉國讚，智慧財產行政訴訟採對審制之可行性──以專利行

政訴訟為例，智慧財產法院十週年論文集，2018年11月，3、13-14頁。惟針對爭議案改採對

審制可能擴大「打假球」的弊端，修法草案第81條規定：「舉發人或參加人對同一專利權，

曾於他舉發案就同一事實以同一證據提起舉發，經審查或審議不成立者，不得就同一事實以

同一證據再為舉發。」依此，智慧局之舉發審議決定未來僅拘束當事人，而不再有對世效

力，不同舉發人仍得援引相同的舉發證據及理由挑戰專利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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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代結論 

針對舉發案改採對審制之最大優點，是智慧局終可自無限循環的行政訴訟案件

中脫身，尤其是在認定部分舉發成立、部分舉發不成立的案件，或在法院與智慧局

作成不同決定時，智慧局必須同時面臨來自專利權人及舉發人兩邊的挑戰，在後端

爭訟階段耗費相當大的行政及人力資源11。此次智慧局將實務界探討多年的「對審

制」正式納入修法，並與司法院能達成初步共識，對整個制度的架構完成整體規

劃，跨出一大步，有助於將有限的人力時間資源集中於前端審理品質之提升，亦可

回應外界對我國專利制度改革的期待。而修法草案將複審案一併改為適用民事訴訟

程序，雖然外界之異見多於對爭議案採民事訴訟之贊同，然而筆者認為，對於當事

人及制度使用者言，訴訟程序規定縱有差異，然法院只要能恪守程序公平、公正，

秉持專業審理，審理過程透明、公開，避免造成突襲，增加人民對司法的信賴，這

才是最重要的課題。 

 

 

                                                        
11 李維心，我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採行對審制之可行性研究，司法研究年報第36輯（行政

類），2020年3月，175-1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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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爭議案與複審案救濟制度修法專欄  

以生物科技專利之觀點 
評估專利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之衝擊 

朱淑尹* 

壹、前 言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智財局」）鑑於我國行政救濟程序冗長，向為

產業界、學界與業界所詬病及為營造更優質專利救濟制度與國際接軌的需求，參考

日本、美國及德國等外國立法例及實務，研擬修正專利法並於2020年12月30日預告

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此次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

修正重點包括下列1：一、簡併救濟層級：不服專利專責機關就專利申請及專利權有

效性等案件之審議決定，免經訴願，逕提訴訟；二、訴訟制度之變革：由現行行政

訴訟改採民事訴訟程序；三、專利申請權歸屬之爭議，限以民事訴訟途徑解決；及

四、放寬設計專利之優惠期期間為12個月等。 

相對於其他科技領域，生物科技產業由於研發時間長、研發成本高，對於專利

                                                        
DOI：10.3966/221845622021040045002 
收稿日：2021年3月22日 
* 理律法律事務所專利師。

 

1 智財局於2020年12月30日預告修正「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參見智財局2020年12月30
之公告，網址：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751-884440-8199b-101.html，最後瀏覽
日：2021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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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的仰賴與需求也較其他產業為高。由於專利保護對於生物科技產業的成長與產

值非常重要，生技產品亟需獲得國際性的專利保護。在專利實務上，生物科技被認

為是預測結構或功效具不確定性的技術領域，因此在專利要件的判斷標準也與其他

產業不同。筆者嘗試以生物科技專利之觀點評估此次專利法修正草案對生物技術專

利申請審查實務之影響與衝擊。 

貳、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修正重點 

本案專利法修正草案可謂是歷年來對於專利制度最大之變革，顛覆了過去專利

案件之救濟程序與訴訟程序，其中變動最顯著者為：在專利申請程序廢除現行審查

制度中之「再審查」制度、於專利救濟程序導入審議制度並簡併訴願層級、並將專

利行政訴訟程序改為民事訴訟程序等，在此簡述影響專利申請審查實務及爭議案審

查較重要的修正重點如下2： 

一、於智財局內部設立「複審及爭議審議會」，並改變相關審議

程序（修正條文第66條之1至第66條之7） 

關於專利申請案於再審查階段接獲核駁審定之案件以及專利舉發案件，依現行

法係由智財局審查委員進行審查，審查方式以書面審理為原則，必要時得請求面詢

以言詞表達意見。 

參照日本、美國、韓國及德國之救濟制度，對於不予專利核駁審定之救濟，或

對專利權有無效事由之舉發程序，多在專利專責機關內部另設獨立之專責單位審

議，因此，修正草案於智財局內部設立「複審及爭議審議會」之專責審議之獨立組

織，以三人或五人合議審議，並採直接審理、言詞審理、預備程序及適度公開心證

等等機制。期待藉由專業審議會之審查，強化對不服不予專利審定之救濟審議程

序，並獲得專業、即時、有效率之救濟3。 

                                                        
2 參見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網址：https://topic. 

tipo.gov.tw/patents-tw/cp-751-884440-8199b-101.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3月20日。 
3 參見前述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第66條之1之立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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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利申請程序廢除再審查並導入複審審議制度（修正條文

第66條之8至第68條之1） 

關於接獲初審核駁審定之專利案件，依現行法係向智財局請求「再審查」作為

救濟程序。修正草案導入複審審議制度，並明定發明專利複審案包括下列四種類

型4：(一)申請人不服發明專利不予專利審定之核駁複審案；(二)發明專利權期間之

延長申請案；(三)更正案；以及(四)不服其他有關專利申請及其他程序處分之複審。 

配合前述導入複審及爭議審議制度審理不予專利審定之核駁複審案，修正草案

廢除現行審查制度中的「再審查制度」。智財局公告之公聽會簡報描述該專利核駁

複審案之流程圖5。經比較美、日等國之實務，修正草案所設計之專利核駁複審案之

流程與日本之「審判及訴願系統」（Trial and Appeal System）6中不服拒絕查定提起

訴願之流程最為相似，幾乎完全相同。 

由於修正草案廢除了再審查程序，筆者認為可能隨之衍生出下列問題： 

(一)依現行制度，申請人於初審階段及再審階段均得申請分割案。然而，在修

正草案的審查制度下，一俟接獲核駁審定後，申請人即無法申請分割案，喪失了原

先於再審查階段得以申請分割案的機會。 

(二)依現行制度，申請人於初審及再審階段，會有至少3次的修正及答辯機會，

且在原申請說明書直接無歧異的範圍內均得為修正。在修正草案設計的專利審查及

複審審議制度下，審查階段與現行初審階段相同。然而，在複審審議制度下，申請

人於接獲核駁審定後，於申請複審時併提修正，則於合議審議前，尚有前置審查程

序，經前置審查後，如符合專利要件，可逕予核准專利；如仍不符合專利要件，則

由複審及爭議審議會合議審議7。若申請人於接獲核駁審定後，於申請複審時未提修

正，則無前置審查階段，而直接由複審及爭議審議會合議審議。在合議審議階段，

                                                        
4 參見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修正條文第66條之1。 
5 參見專利核駁複審案之流程圖請參公聽會簡報，網址：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

751-884440-8199b-101.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3月20日。 
6 參見日本專利局，Handbook for Trial and Appeal System in Japan，6頁，網址：https://www. 

jpo.go.jp/e/resources/report/sonota-info/document/pamphlet/shinpan_gaiyo_e.pdf ， 最 後 瀏 覽 日 ：

2021年3月20日。 
7 參見修正條文第66條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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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所為之修正僅限於下列情形：1.請求項之刪除；2.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3.誤

記之訂正；及4.不明瞭記載之釋明8。相對於現行再審查階段下的修正，前述合議審

理階段的修正相當嚴格，趨近於核准後更正的標準。雖然就修正及答辯機會而言，

複審制度表面上看起來僅是將現行之再審階段移入複審階段，與現行的初審及再審

制度相似；然而，由於前述修正的限制，可謂實質上限縮了申請人的審查利益。 

三、專利舉發案件之審理導入爭議審議制度（修正條文第71條
至第82條） 

修正草案明定發明專利爭議案件由複審及爭議審議會進行審理，前述爭議案件

包括發明專利權之舉發以及發明專利權期間之延長舉發案。本次修正針對舉發制度

作出大幅度的修正，包括(一)以言詞審議、公開審議為原則，例外於智財局認有必

要時，得依當事人合意或依職權採書面審議；(二)舉發人須於舉發後3個月內提出舉

發證據的限制；及導入民事訴訟程序概念下之審議計畫、預備程序制度、職權調查

證據、中間決定制度等9。前述修正草案舉發制度的變革強化舉發審查之審議程序，

對舉發案件應無不利的影響。 

參、生物科技專利於專利審查實務之特殊性 

2019年與2020年全球經濟受到美國、中國貿易戰與新冠疫情的影響，全球經濟

成長下滑。由於生技產業與全球經濟的連動性較其他產業（例如消費性產業）低，

整體生技產業仍維持成長的趨勢。科技創新向為生物科技的支柱，對於專利保護的

仰賴與需求也較其他產業為高，鑑於專利對於生物科技產業的成長與產值的重要

性，生技產品亟需國際性專利保護的重要性更是自不待言。 

專利法包含專利申請、審查、有效性及侵權的相關規定，通用性地適用於各種

產業的技術。然而，在設定法律適用標準時，不同科技間無法作區別，僅能在實務

上，針對不同技術而彈性適用這些法律標準而有實務上的不同。雖然專利法在理論

                                                        
8 參見修正條文第66條之10。 
9 參見修正條文第73～7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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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技術中性的，但在適用上卻具有技術特異性。 

在專利實務上，生物科技被認為是預測結構或功效具不確定性的技術領域，在

充分揭露而可據以實現要件上賦予高於機械領域與電子領域的判斷標準。相對的，

在進步性方面，基於同樣的不確定性技術領域的邏輯，生物科技領域之通常知識者

也較為不易合理預期到所請發明。以下針對進步性及可據以實施分別說明之。 

一、進步性要件 

關於進步性，在美國，KSR v. Teleflex（550 U.S. 398 (2007)）之最高法院判決

後，建立非顯而易見的初步證據（prima facie case of obviousness）變得較為容易10，

這使得專利申請人及專利權人必須增加依賴輔助性判斷因素（ secondary 

considerations）來克服非顯而易見性的核駁。多數國家的進步性判斷實務亦與前述

美國非顯而易見性的專利實務呈現同一趨勢。在此情形下，各國的專利實務趨勢傾

向於要求申請人說明所請發明具無法預期的功效，為證明此功效，通常需要提供數

據作為進步性的佐證。 

在提出專利申請的時間點，實難以預期在審查階段會遭遇什麼核駁理由以及引

證案。在提出專利申請數年後，於審查階段始出現的引證案及核駁理由，實非於申

請時所能預測者，而無法於申請前的說明書撰寫階段即預作準備。對於申請時點發

明申請案已明示或暗示性描述的性質或效果，理論上當可藉由申請後提出數據予以

證明。因此，世界上主要專利局（美國、歐洲、日本及韓國等）均允許申請後提出

的數據（post-filing data）作為證明進步性的方式之一。 

美國專利局通常接受申請後提出的數據用於證明發明的非顯而易見性，此等數

據不需要存於原申請的說明書而可於任何時間以宣示書的形式提出11。 

歐洲專利實務亦接受申請後提出的數據用於證明發明的進步性。歐洲審查基準

明白指出：審查委員用於評估進步性的相關答辯理由及證據可採用自原申請的專利

                                                        
10 Glynn S. Lunney, Jr., Not So Obvious after All: Patent Law’s Nonobviousness Requirement, KSR, 

and the Fear of Hindsight Bias, TEXAS A&M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2012, available at 
https://scholarship.law.tam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522&context=facscholar (last visited: 
Mar. 21, 2021). 

11 參見Richardson-Vicks Inc. v. Upjohn Co., 122 F.3d 1476, 1482-83 (Fed. Ci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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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或申請人在後續程序所提出（ “The relevant arguments and evidence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examiner for assessing inventive step may be either taken from the 

originally-filed patent application or submitted by the applicant during the subsequent 

proceedings”）。然而，是否新效果可用於支持進步性，則必須原申請說明書建議的

技術問題暗示該新效果或至少該新效果與該技術問題相關（“Care must be taken, 

however, whenever new effects in support of inventive step are referred to. Such new 

effects can only be taken into account if they are implied by or at least related to the 

technical problem initially suggested in the originally filed application”）12。 

日本審查基準也指出：為回應進步性核駁，申請人藉由提出申請後的數據證明

試驗結果作為答辯（“As a response to the notice of reason for refusal on an inventive 

step, the applicant may make a rebuttal statement by submitting post-filing data in a 

certificate of experimental results”）。然而，該審查基準也陳明：該試驗結果無法替

代原申請書明書中的發明詳細說明，在釐清或驗證原申請說明書所述情事為正確或

合理的情況下，始允許申請人提出試驗結果13。同樣地，韓國專利局也接受申請後

肉提出的證據用於克服進步性的核駁。 

綜上所述，許多國家的專利局均接受採用申請後提出的數據作為克服進步性核

駁的證據。我國也不例外，實務上亦接受申請後提出的數據作為無法預期功效的證

據，證明所請發明相對於引證案具進步性。 

二、充分揭露而可據以實現之要件 

設立充分揭露而可據以實現之要件的立法目的在於使公眾能經由說明書之揭露

得知該發明的內容，進而利用該發明開創新的發明，促進產業之發展。因而要求說

明書明確且充分揭露發明，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者，基於說明書的揭

                                                        
12 European Patent Office,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pt. G, ch. VII, § 11, available at https://www. 

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guidelines/e/g_vii_11.htm (last visited: Mar. 21, 2021). 
13 Japan Patent Office, Examination Guidelines for Patent and Utility Model in Japan, pt. III, ch. 2, 

§ 3, 5.3 Procedure of examination pertaining to determination on inventive step (Apr.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jpo.go.jp/e/system/laws/rule/guideline/patent/tukujitu_kijun/ (last visited: 
Mar. 2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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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以及通常知識的基礎，無須過度試驗即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現所請發明。

然而，可據以實現要件在不同技術領域的適用上有所差異。在預測性高的技術領域

（例如機械及電子領域），由於這些技術根基於已明確且可預測的因子，專利實務

上並不會要求提供大量關於發明具體實施例的詳細敘述。相對的，在預測性低的技

術領域（例如生物科技、醫藥領域），由於通常知識者無法由一物質預測另一物質

的結果，專利實務上通常要求說明書提供詳細的敘述及實驗數據，以達到通常知識

者無須過度實驗即可實施發明的要求。 

在先申請主義下，申請人須盡早提出專利申請；然而，取得實驗數據需要花費

時間及金錢，此取得實驗數據的時間需求與盡早申請專利相衝突。因此，當申請專

利範圍較說明書中記載的具體實施例為廣時，具體實施例與申請專利範圍間的缺口

如為通常知識者基於申請時之通常知識得以充填該缺口者，即應符合可據以實現的

要件。在此方面，如何解讀通常知識者的技術水準即相當重要，如申請人與審查委

員所解讀的技術水準不同，對於可據以實現要件的評估也會不同14。目前許多國家

的審查實務，在特定限制條件下，允許申請後提出的數據作為可據以實現的證據。 

美國專利局接受申請後數據佐證申請專利範圍所請發明符合可據以實現的要

件15。通常，此等數據需以發明人簽署宣誓書的方式呈送。 

根據歐洲專利實務，說明書充分揭露之要件必須在申請日時即已滿足，說明書

揭露不足的缺陷不能藉由導入新事項的方式治癒。然而，當說明書已包含初步數據

但審查委員質疑是否所請範圍均可達成所述效果時，申請人通常可提出申請後數據

作為佐證。然而，申請後數據只有在申請時說明書揭露已合理說明或確認所請發明

解決技術問題的情況下才會被列入考慮16。此外，申請後始公開的文件可作為證據

說明申請時揭露的概念性發明確實無須過度實驗即可再現17。 

                                                        
14 Sean B. Seymore, Heightened Enablement in the Unpredictable Arts, UCLA Law Review, October 

14, 2008. 
15 參見Amgen Inc. v. Hoechst Marion Roussel, Inc., 314 F.3d 1313 (Fed. Cir. 2003). 
16 參見EPO Boards of Appeal判決T609/02。 
17 參見EPO Boards of Appeal判決T 994/95 and T 157/03: In the absence of any tangible proof in the 

patent specification that the claimed concept can be put into practice, post-published documents can 
be used as evidence whether the invention merely disclosed at a general conceptual level was 
indeed reproducible without undue burden at the relevant filing date, available at https://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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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審查基準指出，為回應不符充分揭露而據以實現要件的核駁理由，申請人

可提出申請後數據證明實驗結果18。須注意的是，此種申請後數據不能加入說明書

的發明詳細說明成為說明書的一部分，無法用於彌補說明書揭露不足的缺陷。 

我國審查基準亦有類似歐洲及日本的規範，現行審查基準第二篇發明專利實體

審查第13章醫藥相關發明第2-13-11頁指出，「申請專利之發明經審查認為違反可據

以實現要件時，審查人員應敘明該發明無法據以實現之理由，申請人得提出申復說

明、相關文獻或與技術內容有關之補充說明或實驗結果等資料，以佐證根據說明書

之記載，可使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識，無須過度實

驗，即能瞭解其內容，據以製造及使用申請專利之發明，惟不得於說明書中增加新

的實施方式、實施例或實驗數據19。」 

雖然申請後數據在充分揭露而可據以實現要件的適用上較為嚴格，不若在進步

性要件的適用上廣為各國專利實務接受。然而，在申請時說明書已揭露至特定程度

的情況下，申請後數據仍可作為證明可據以實現的佐證。 

肆、修正草案對生物技術專利申請案的衝擊──代結論 

如本次專利法修正草案總說明所指出，修正目的係為：「營造更優質專利救濟

制度，並與國際接軌，經參考日本、美國及德國等各國專利救濟制度，審慎研議專

利案件救濟制度之修正方向，確立在憲法保障人民救濟權益及提升效能目標下，強

化專利專責機關之審議程序，革新專利案件之救濟層級及訴訟程。」筆者認同亦支

持本次修法增進我國專利救濟制度的目標。然而，各種不同的科技有其不同的特

性，雖然專利法係適用於所有技術領域的通則性法律，各國專利實務操作時，面對

                                                                                                                                                        
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caselaw/2019/e/clr_ii_c_6_8.htm (last visited: Mar. 21, 2021). 

18 參見Japan Patent Office, Examination Guidelines for Patent and Utility Model in Japan, pt. II, ch. 
2, § 2, 3.2 Argument and/or explanation by applicant, available at https://www.jpo.go.jp/e/system/ 
laws/rule/guideline/patent/tukujitu_kijun/document/index/02_0202_e.pdf (last visited: Mar. 21, 
2021). 

19 參見審查基準第二篇發明專利實體審查第13章醫藥相關發明，網址：https://topic.tipo.gov.tw/ 
patents-tw/cp-682-870050-ab485-101.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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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技術領域時即調整其適用標準。生物科技係屬預測性較低的技術領域，因此，

申請後提出的數據在進步性與充分揭露而可據以實現之要件上占有重要角色，相關

討論請參前開第參點。雖然本次專利法修正廢除再審查且簡併訴願層級，提高專利

審查品質且提高效率，對生物科技專利申請案卻可能衍生實務問題，衝擊生物科技

產業，筆者說明如下。 

一、專利法修正草案致使申請分割案的機會減少所造成的衝擊 

依現行專利法之規定，申請人於初審階段與再審階段均能提出分割案申請，因

此申請人有較長時間依審查意見適時提出分割案，使申請人發明獲得較周延的專利

權保護。修正草案廢除再審查，致使申請人僅能於(一)原申請案審定前；或(二)原申

請案核准審定書送達後3個月內的期間內提出分割案申請20，且於複審階段不能申請

分割案21。基於現行的審查實務，大多數案件在核發核駁審定前，僅會核發一次審

查意見通知函給予申請人答辯及修正的機會。在申請人提出答辯及修正後，實難以

預期會接獲核准審定書或核駁審定書。如接獲核駁審定書即沒有機會提出分割案申

請，在此情況下，將迫使申請人在接獲審查意見通知函時，即須提早考慮是否申請

分割，將導致申請人規劃專利策略的困難度，也造成申請費用的增加，同時也造成

專利局審查案件量的負擔。 

此外，在我國專利權期間延長規定一專利僅能延長一次的情況下，如一專利案

可能包含一個以上的候選化合物，而藥品進行臨床前試驗及臨床試驗的時間短則5

年常則甚至超過10年。在此情況下，申請人實難以在審查階段即確切得知專利案中

有多少候選化合物，進入複審後又無法申請分割，對醫藥品專利造成無法充分獲得

專利保障的衝擊。 

綜上，筆者認為專利法修正草案中關於分割制度的部分實有再調整的必要，俾

使申請人得以充分獲得專利保障，促進生物科技產業的發展。 

                                                        
20 請參修正條文第34條。 
21 請參修正條文第34條之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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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廢除再審查與複審階段的修正限縮所造成的衝擊 

基於專利實務認為生物科技領域屬預測性較低的領域，如前開第參點所討論，

申請後提出的數據對於生物技術專利進步性與據以實現的佐證地位相當重要。生物

科技領域的通常知識者均知，生物試驗或藥理試驗需耗費相當長的時間，例如，一

次的動物實驗，在實驗順利的情況下，通常即須花費3～6個月的時間，也須花費相

當的費用。在實驗未如預期理想進行的情況下，耗費的時間更長，花費金錢更鉅。 

然而，依現行審查實務，在核發核駁審定前，通常僅會核發一次審查意見通知

函，使申請人得以提出修正及答辯。如專利法修正草案通過後仍維持此一實務運

作，相對於現行具初審及再審之審查實務，將造成專利案件在審查階段的審查時間

縮短。對於生物技術專利申請人而言，實難以有充分時間於審查階段提出佐證數據

並提出答辯，以充分與審查委員溝通意見而獲准專利，實損及申請人的審查利益。 

雖然提出複審請求後仍有機會提出該等佐證數據；然而。如前開第貳、二、

(二)點所討論，修正草案的審議制度在有修正的情況下才有前置審查的機會，且合

議審理對修正設有相當嚴格的限制。由於生物試驗或藥理試驗需耗費相當長的時

間，可能造成在試驗結果尚未確知前，即須決定如何修正及修正的範圍，生物技術

專利申請人實難以規劃其審查策略，維護其權利保障。 

觀察美國的審查實務，申請人可持續申請接續審查（Request for Continued 

Examination, RCE）維持申請人的審查利益。而歐洲的審查實務在核發核駁審定

前，也可視情況調整核發審查意見的次數，而不僅限於一次，使申請人得以充分提

出答辯及修正，保障申請人的審查利益。藉此，筆者建議我國審查實務應依不同科

技領域調整實務上核發審查意見的次數，俾充分保障申請人的審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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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爭議案與複審案救濟制度修法專欄  

針對專利法修正案第34條 
及第130條 
—— 建議放寬得提分割案之期間的規定 

周良吉*、胡書慈**、王雅萱*** 

壹、前 言 

依智慧財產局2020年12月30日預告之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的第34條及第130

條，未來台灣發明與設計專利申請案之得提分割的期間過於嚴苛，相較於日本、中

國大陸、歐洲、美國等地均更為嚴苛，且關於第34條及第130條的修法理由並不合

理，尤其是站在專利申請人的立場而言，得提分割的期間定的如此嚴苛有可能會影

響申請人在台申請專利的意願。有鑑於此，本文以專利師公會的立場，誠摯建議修

正目前草案第34條及第130條的內容，放寬得提分割案之期間的相關規定。 

貳、目前台灣專利申請案得提分割的期間 

依現行台灣專利法第34、107、130條，發明、新型、設計專利申請案得提分割

                                                        
DOI：10.3966/221845622021040045003 
收稿日：2021年3月22日 
* 東大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專利師、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常務理事。 
** 詠晟專利事務所專利師、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秘書長。 
*** 欣生醫國際智權事務所專利師、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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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間分別規定如下： 

一、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分割，應於原申請案再審查審定前，或於原申請案初

審、再審查核准審定書送達後3個月內。 

二、新型專利申請案之分割，應於原申請案處分前，或於原申請案核准處分書

送達後三個月內。 

三、設計專利申請案之分割，應於原申請案再審查審定前。 

簡言之，在台灣的專利申請案（發明、新型、設計）欲提分割的話，須該申請

案仍繫屬於智慧財產局。而發明專利申請案在核准審定書送達後3個月內仍可提分

割；新型專利申請案在核准處分書送達後3個月內仍可提分割。因此，發明、設計

專利申請案如果接到初審階段之核駁審定書，須先申請再審查，使原申請案繫屬於

再審查階段，始得提出分割之申請。 

參、依專利法修正案之得提分割的期間 

依專利法修正案第34、107條（此次未修改）、第130條，發明、新型、設計專

利申請案得提分割的期間分別規定如下： 

一、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分割，應於原申請案審定前，或於原申請案核准審定書

送達後3個月內。 

二、新型專利申請案之分割，應於原申請案處分前，或於原申請案核准處分書

送達後3個月內。 

三、設計專利申請案之分割，應於原申請案審定前。 

將專利法修正前後之得提分割的期間做比較的話，可以發現修正後發明和設計

專利申請案之得提分割的期間變得嚴苛了。申言之，此次修法將再審查階段拿掉，

並新設複審階段，但修法前的再審查階段係得提分割，而修法後的複審階段卻不得

提分割（關於這點，其修法理由吾人認為並不合理，將說明於後）。依現行發明和

設計專利申請案的審查實務，審查官在發出一次審查意見通知書後，下一次就發出

審定書（核准審定書或核駁審定書）的情形很多，如果修法後這樣的審查實務還是

不變的話，則申請人必須在接到第一次審查意見通知書後，即決定是否要提分割，

因為如果在此時僅進行申復而未修正請求項，接下來一旦接到核駁審定書將沒有機



針對專利法修正案第34條及第130條 19 

專利師︱第四十五期︱2021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會提分割，對於申請人而言非常不公平。 

修正案第34條所規定的複審階段不得提分割之修法理由（第130條同）為：因

複審制度係簡併了現行的再審查階段及訴願階段，而現行的訴願階段不得為分割申

請，所以草案中的複審階段或複審核准後也不允許提出分割申請。此修法理由極不

合理，原因在於：現行訴願程序係已脫離原行政機關而到了上級機關進行訴願審

理，訴願所審理的是原行政處分是否有違法或不當之處，既已脫離原行政機關，則

在原行政機關的行政程序已終止。因此，「訴願階段不允許申請人提分割」無論在

法理上或程序上均屬合理。但複審階段仍繫屬於智慧財產局，且不像訴願階段僅審

理「原行政處分是否有違法或不當之處」，而是審理包括新穎性、進步性等的所有

專利要件，因此將複審階段類比於訴願階段係完全沒有道理。 

更有甚者，於修正案第66條之10第2項規定：「專利專責機關對於核駁審定書

未載明不予專利之事由，得審酌之。」則如果在複審審議階段，審查委員才指出申

請案具有不具單一性的不准專利事由，而此時又不允許申請人提分割，則不具單一

性之發明該何去何從？豈非平白讓申請人喪失保護部分發明創造的機會？ 

以上係從法理及程序上探討修正案第34條及第130條所規定的得提分割的期間

之不合理之處。接下來，吾人要將台灣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得提分割的期間與日本、

中國大陸、歐洲、美國等地區進行比較。 

肆、日本、中國大陸、歐洲、美國等地區的發明專利

申請案之得提分割的期間 

一、日本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得提分割的期間 

分成以下三種情況： 

(一)得補正的時間或期間： 

1.申請日起到核准審定書送達前（初次接到核駁理由通知後除外）； 

2.初次或最後核駁理由通知之指定答辯期間內； 

3.請求「核駁審定不服審判」之時。 

(二)核准審定書送達後30日內（但不包括：1.經前置審查之核准；2.經審決發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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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官更審後之核准），且在專利權設定登錄之前。 

(三)初次的核駁審定書送達後3個月內。 

將日本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得提分割的期間與台灣進行比較的話，可以發現以下

兩個期間日本得提分割，但台灣不行： 

(一)請求「核駁審定不服審判」（相當於台灣的複審階段）之時； 

(二)初次的核駁審定書送達後3個月內。 

二、中國大陸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得提分割的期間 

中國大陸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得提分割的期間分成以下三種情況： 

(一)審查繫屬中、復審繫屬中、或行政訴訟繫屬中； 

(二)核駁審定書送達後3個月內； 

(三)核准審定書送達後2個月內。 

注意：再次提分割（孫案）時必須在原申請案的核准審定書送達後2個月內。 

將中國大陸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得提分割的期間與台灣進行比較的話，可以發現

以下三個期間中國大陸得提分割，但台灣不行： 

(一)復審繫屬中； 

(二)行政訴訟繫屬中； 

(三)核駁審定書送達後3個月內。 

三、歐洲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得提分割的期間 

歐洲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得提分割的期間係「申請案繫屬於歐洲專利局的期

間」，而「繫屬於歐洲專利局的期間」係指「提申後到專利公報發行為止的期

間」。 

接下來說明專利公報發行的時點：依歐洲專利局專利審查流程，在接到核准通

知後4個月內，申請人必須完成以下兩件事： 

(一)將申請專利範圍翻成「提申時所用的那種官方語言（英文、德文、法文其

中之一）以外的另兩種官方語言」，然後提交到歐洲專利局。例如：提申時係用英

文說明書，則接到核准通知後4個月內必須將申請專利範圍翻成德文及法文提交到

歐洲專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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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繳交登錄費及發行公報所需費用。 

因此，如欲獲得最大的提分割案準備時間，可以在接到核准通知後接近4個月

時完成以上(一)和(二)兩件事，而專利公報之發行會在完成以上(一)和(二)兩件事之

後1個月，換言之，專利公報之發行會在接到核准通知後大約5個月，較之台灣係在

接到核准通知後3個月，歐洲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得提分割的期間係較為寬鬆。 

四、美國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得提分割的期間 

欲探討美國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得提分割的期間，必須從美國的三種不同型態的

發明專利申請案談起： (一 )連續案（Continuation Application）； (二 )分割案

（Divisional Application）；(三)部分連續案（Continuation-In-Part Application），以

下分別就這三種不同型態的申請案說明如下： 

(一)連續案 

一般而言，當一申請案接到最後審查意見通知書（Final Office Action）時，申

請人必須提連續案，審查官才會再次審查該申請案。 

連續案所揭示的內容不得超出原申請案揭露的範圍；「連續案之專利要件的審

查」以「原申請案之申請日」為基準。 

原申請案專利登錄之前或放棄之前可提連續案。 

(二)分割案 

分割案係由原申請案切出一獨立發明另提一個申請案，「分割案之請求保護標

的」不可超出「原申請案之請求保護標的之範圍」；「分割案之專利要件的審查」

以「原申請案之申請日」為基準。 

一般而言，分割案係用於：接到限制／選擇要求（ Election/Restriction 

Requirement）時，就未選擇的發明可提分割案。 

原申請案專利登錄之前或放棄之前可提分割案。 

(三)部分連續案 

部分連續案得追加原申請案未記載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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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記載於原申請案的內容之專利要件的審查以原申請案的申請日為準；未記載

於原申請案的內容之專利要件的審查以部分連續案的申請日為準。 

原申請案專利登錄之前或放棄之前可提部分連續案。 

(四)小 結 

如上述，美國的分割案係在原申請案專利登錄之前或放棄之前可以提出，但如

果原申請案提出連續案，然後針對該連續案提出分割案的話，此時該分割案的提出

期限就變成該連續案專利登錄之前或放棄之前。換言之，理論上如果不斷地提連續

案，則分割案的提出期限可以不斷地往後延。 

伍、結 論 

一、根據段落參之說明分析，台灣專利法修正案第34條第2項與第130條第2項

所規定的發明與設計專利申請案之得提分割的期間過於嚴苛，無論就法理上及程序

上而言均不合理。 

二、根據段落肆之說明分析，依專利法修正案台灣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得提分割

的期間與日本、中國大陸、歐洲、美國等區域的綜合比較： 

 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得提分割的期間 
說 明 

（*表示該區域得提分割的 
期間比台灣寬鬆） 

台 灣 
1. 原申請案審定前；或 
2. 原申請案核准審定書送達後3個月內 

 

日 本 

1. 得補正的時間或期間 
(1) 申請日起到核准審定書送達前（初次接到核駁

理由通知後除外） 
(2)初次或最後核駁理由通知之指定答辯期間內 
(3)請求「核駁審定不服審判」之時（*1） 

2. 核准審定書送達後30日內（但不包括：(1)經前置

審查之核准； (2)經審決發回審查官更審後之核

准），且在專利權設定登錄之前。 
3. 初次的核駁審定書送達後3個月內（*2） 

*1：台灣請求複審時不得提

分割。 
*2：台灣核駁審定書送達後

不得提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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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得提分割的期間 
說 明 

（*表示該區域得提分割的 
期間比台灣寬鬆） 

中國大陸 

1. 審查繫屬中、復審繫屬中（*3）、或行政訴訟繫

屬中（*4） 
2. 核駁審定書送達後3個月內（*5） 
3. 核准審定書送達後2個月內 

*3：台灣複審繫屬中不得提

分割。 
*4：台灣行政訴訟繫屬中不

得提分割。 
*5：台灣核駁審定書送達後

不得提分割。 

歐 洲 

從申請日起，迄於接到核准通知後最長約5個月

（*6）的期間 
*6：台灣是接到核准通知後

3個月，比歐洲的5個月

短。 

美 國 

藉由不斷地提連續案，則分割案的提出期限可以不

斷地往後延（*7） 
*7：美國可藉由不斷地提連

續案，造成分割案的提

出期限可以不斷地往後

延。 

故台灣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得提分割的期間與日本、中國大陸、歐洲、美國等區

域相比均更為嚴苛。 

三、有鑑於以上2點，建議至少應放寬到：(一)複審審議期間得提分割（比照現

行的再審查階段）；(二)複審審議核准後3個月內得提分割（比照現行的再審查階

段）；(三)審查及複審兩階段核駁後一定期間內得提分割（比照日本及中國大陸的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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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爭議案與複審案救濟制度修法專欄  

專利法修正草案關於爭議案之

爭議訴訟階段不得提出新證據

及新理由之規定的簡析 
彭國洋* 

壹、前 言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智慧局」）於2020年12月30日預告修正專利法

部分條文，導入專利爭議訴訟對審制，由人民為訴訟之原告及被告，並以專利權為

訴訟標的，由現行行政訴訟程序改採民事訴訟程序；並將舉發審議與爭議訴訟程

序，視為一個整體專利權私權爭執的解決程序，進而規範當事人提出攻防方法應

遵守之時限1。依照修正草案（以下簡稱「草案」）第66條之1至第66條之4及第66

條之9、第71條、第73條的修法理由觀之，草案主要係參考日本、美國、韓國及中

國大陸等各國立法例，而在智慧局內設置複審及爭議審議會，為第一級審理機關，

而其程序適用民事訴訟，較為偏向德國制度2。草案導入對審制後有一新變革即是專

                                                        
DOI：10.3966/221845622021040045004 
收稿日：2021年3月19日 
* 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專利師、大陸專利代理師、律師。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任

職之事務所無關。 
1 參見草案總說明，網址：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862-884441-ab94d-101.html，

最後瀏覽日：2021年2月18日。 
2 參見草案第五節之一「訴訟」的修正理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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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法修正草案關於爭議案之爭議訴訟階段

不得提出新證據及新理由之規定的簡析 

利法草案第91條之8規定，舉發人未曾於智慧局審議程序提出之理由及證據，於爭

議訴訟不得提出；提出新理由、新證據或新的證據組合者，法院應予駁回該新理

由、新證據或新的證據組合。並於修法說明欄載明，未來將刪除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以下簡稱「審理法」）第33條，即專利爭議訴訟不允許提出新事實、新證據3。 

惟現行專利舉發行政訴訟制度中，當事人依據審理法第33條提出新理由、新證

據或新的證據組合者，雖然使得智慧局就此之先行判斷或第一次裁決權受到相當大

的制約4，但確實可能達到減少循環訴訟的立法目的，有問題者主要在於專利權人可

能向智慧局提出專利更正以為因應，此時智慧財產法院（以下簡稱「智慧法院」）

無論是否須待智慧局審查該專利更正之結果再續行審理行政訴訟，終致訴訟程序之

延宕，使得審理法第33條期能達到減少循環訴訟的立法目的未能完全滿足。是以，

修正草案第91條之8的立法理由稱，未來將刪除審理法第33條的規定，是否合理，

實應先探究審理法第33條是否為不當的立法，還是其現行規定仍有未盡完善之處，

方能辨明。 

貳、各國專利無效訴訟制度之簡述 

由於專利法修正草案的對審制架構與德國、韓國、日本法制較為相近，以下簡

述該等國家專利無效訴訟制度。 

一、德國專利無效訴訟制度 

德國的專利無效訴訟為二級二審制，除特殊無效事由外，任何人得以專利權人

為被告（採對審制），向聯邦專利法院提起專利無效訴訟5，聯邦專利法院得要求當

                                                        
3 專利法草案第91條之8：「依第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事由所提舉發，舉發人未曾於專利

專責機關審議程序提出之理由及證據，於爭議訴訟不得提出；提出新理由、新證據或新的證

據組合者，法院應予駁回該新理由、新證據或新的證據組合。」 
4 參見黃銘傑，申請專利範圍更正與撤銷訴訟及侵權訴訟之關係──以日本法之實務發展及學

說為中心，全國律師，2009年12月，13卷12期，24頁。 
5 參見德國專利法第8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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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限期提出攻擊防禦方法，否則會有失權效6；不服判決者得上訴至聯邦最高法

院7。由於德國專利無效訴訟程序於專利法未規定者準用民事訴訟程序，形成專利無

效判決有對世效及溯及效（德專 § 22Ⅱ準用德專 § 21Ⅲ），專利有效判決只拘束當

事人的不相襯情況8。德國專利法舊法時期，上訴人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時可以提出

新事實及證據，被上訴人可以反訴或提出新事實及證據9，但在2009年德國專利法修

正後，已嚴格限制聯邦最高法院在事實方面的審理，當事人於提起上訴及法院審理

時，雖仍得提出新的攻擊防禦方法10，但已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11。對之，專利無

效訴訟提起後，專利權人得向專利局提出更正案，但因案件既已繫屬聯邦專利法

院，故實務上都是向專利法院提出12。 

二、韓國專利無效訴訟制度  

韓國的專利無效訴訟為二級二審制，只有利害關係人或審查官13可以在專利申

請案核准登記後的任何時點，甚至是專利權期限屆滿後，以專利權人為被請求人

（採當事者制）14，向韓國特許審判院（IPTAB）就發明或新型專利案中的各個請

                                                        
6 參見德國專利法第83條。謝銘洋，98年度智慧財產訴訟新制專題研究──智慧財產案件審法

第33條第1項之研究，186-187頁。 
7 參見德國專利法第110條。 
8 在上訴程序時，最高法院由5名法官組成合議庭。它審查下級聯邦專利法院的決定不只有法

律審也有事實審，因此也會進行採證（德專 § 115）。因為聯邦最高法院並無技術法官，故

需要技術專家協助。參見劉國讚，德國專利法院有關專利無效與不服專利局核駁之訴訟事件

審理──兼論最高法院之上訴程序，智慧財產權月刊，2007年1月，97期，29頁。 
9 參見劉國讚，同前註，28頁；熊頌梅，設立智慧財產法院之評估研究兼論德國、韓國及日本

知專利訴訟制度，司法研究年報，25輯19篇，31頁。 
10 參見德國專利法第112條第3項第c款。 
11 參見德國專利法第117條。謝銘洋，註6文，188-189頁。 
12 參見劉國讚，註8文，27頁。 
13 此為2017年3月1日韓國專利法新法第133條第1項施行後之規定（2006年9月30日以前之韓國

專利法舊法第133條第1項亦是如此規定）。根據2006年10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之間的韓國

專利法第133條第1項規定，除冒認申請案和共同申請案的無效事由外，任何人均得於專利核

准公告後3個月任何人可在專利核准後3個月內提出，相關利害關係人各方可在任何時間提

出。 
14 參見韓國專利法第13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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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項之專利權提出專利無效審判15，不服審判決定者16得以無效請求人或專利權人

為被告（採對審制）17起訴至專利法院18，專利法院作成維持或撤銷IPTAB的審決之

判決19，不服專利法院的判決者得上訴至大法院（相當於我國的最高法院）20。 

無效審判的被請求人即專利權人固然可以向IPTAB提出專利更正請求21，但無

法提出獨立的更正審判22。惟專利權人不服IPTAB的無效審判決定（宣告專利無

效）而起訴至專利法院後，仍得提出獨立的更正審判23。對之，被告即無效請求人

得提出新證據及新的無效理由24。反之，無效請求人不服IPTAB的無效審判決定

（維持專利有效）而起訴至專利法院後，得提出新證據及新的無效理由，已如前

述，則專利權人亦得提出獨立的更正審判25。當更正審判的決定是在專利法院作成

專利無效成立判決後才生效時，過去大法院的作法都是基於該更正審判的決定而直

接撤銷專利法院的判決並發回讓專利法院基於更正後的請求項來進行更審。如此導

致專利無效訴訟在專利法院和大法院間反覆進行，造成專利無效訴訟遲遲無法審

                                                        
15 參見韓國專利法第132條之2、第133條。 
16 當事人、參加人或請求加入審判但被拒絕者，參見韓國專利法第186條第2項。 
17 參見韓國專利法第187條。 
18 參見韓國專利法第186條。 
19 參見韓國專利法第189條。 
20 參見德國專利法第186條第8項。 
21 參見韓國專利法第133條之2。於此情形，IPTAB將更正請求轉交無效請求人回應，IPTAB再

將無效請求人之回應轉交專利權人回應，專利權人回應時得再次提出更正請求；無效請求人

就專利權人每次提出之更正請求，得出新證據及新理由。參見JPO,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Patent Trial for Invalidation among JPO, KIPO and SIPO,” (in the 4th JEGTA Meeting held in 
Tokyo, September 5-7, 2016), page 4, available at https://www.jpo.go.jp/news/kokusai/nityukan/ 
document/nicyukan_shinpan_hikakuken/study_invalidation_en.pdf (last visited: Feb. 24, 2021). 

22 參見韓國專利法第136條第1項除書。 
23 參見金張事務所（Kim & Chang），韓國大法院限制一審審理決定後專利訂正決定的有效

性，2020年3月18日，1頁，網址：https://www.ip.kimchang.com/cn/insights/detail.kc?sch_ 
 section=4&idx=21077，最後瀏覽日：2021年2月24日。 
24 JPO, supra note 21, at 16. 
25 在專利法院的訴訟期間或是作成判決後，專利權人得向IPTAB提出一件或多件單獨的更正審

判，以應對對造（例如無效請求人）在此期間提出的新證據和新理由，這是實務上常見的操

作模式。參見金張事務所（Kim & Chang），註23文，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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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2020年1月22日韓國大法院作成了判決26表示，若更正審判決定是在專利法院訴

訟程序終結後才生效者，無法作為廢棄原專利法院判決並發回專利法院進行更審的

依據27。此判決結果實質上限制專利權人在專利法院作成專利無效判決後提起單獨

的更正審判的有效性。 

三、日本專利無效訴訟制度 

日本的專利無效訴訟為二級二審制，除特殊無效事由外，任何人可以在專利申

請案核准登記後的任何時點，甚至是專利權期限屆滿後，以專利權人為被請求人告

（採當事者制）28，向日本特許廳審判部就發明或新型專利案中的各個請求項之專

利權提出專利無效審判29，不服審判決定者30得以無效請求人或專利權人為被告

（採對審制）31起訴至東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32，不服智慧財產高等法院的判決者

得上訴至最高法院。由於日本專利無效訴訟程序於專利法上適用行政訴訟程序，特

許法第178條規定的取消審決之訴屬於撤銷訴訟33。 

根據日本2003年特許修法前之規定，日本特許廳審判部作成專利無效審判審決

後，專利權人不服向東京高等法院提起取消審決之訴時，可再向特許廳提出訂正審

判，惟該訂正審判結果會改變原無效審判之標的，致東京高等法院審理取消審決之

訴時，須待特許廳之訂正審判結果，然專利權人若不斷的提起訂正審判，企圖拖延

東京高等法院之判決，則造成特許廳與東京高等法院間相互審理過度延宕之長期

化，日本為解決此種情況之困擾，遂於2003年修法改正為提起取消審決之訴後，僅

於90天內可提出訂正審判，超過90天則不可提出訂正審判，東京高等法院得知專利

                                                        
26 韓國大法院第2016Hu2522號判決，其英文翻譯參見網址：https://library.scourt.go.kr/SCLIB_ 

data/decision/3-2016Hu2522_jy.htm，最後瀏覽日：2021年3月18日。 
27 參見金張事務所（Kim & Chang），註23文，1頁。 
28 參見日本特許法第123條第2項。 
29 參見日本特許法第123條。 
30 當事人、參加人或請求加入審判但被拒絕者，參見日本專利法第178條第2項。 
31 參見日本特許法第179條。 
32 參見日本專利法第178條。 
33 參見大渕哲也，日本發明專利舉發程序及撤銷訴訟之對審結構與撤銷訴訟解決紛爭之實效性

（撤銷判決之拘束力等），專利師季刊，2018年4月，33期，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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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申請訂正審判時，得依職權以簡易程序將原無效審判審決之審決退回特許廳，

與訂正審判合併於同一合議庭再為審決，以達成迅速有效之無效審判34。承審撤銷

之訴的法院若認為更正審判乃無效審判的延續時，可不作實體判決並將案件發

回 35，如此案件將在法院與特許廳間進行無意義的往復36。為此，日本於2011年修

正專利法時修正特許法第126條，刪除上述90日內得提起訂正審判之規定37。日本於

2011年修正專利法時新增專利法第164條之238，規定審判長在作成專利無效之審查

決定前，必須對當事人及參加人發出審決預告，並指定相當期間讓專利權人提出更

正。這是為了紛爭一次解決並配合同年修正的更正審判制度39。 

綜上所述，無效審判的被請求人即專利權人固然可以向特許廳審判部提出專利

更正請求40，但無法提出獨立的更正審判41。且專利權人不服特許廳審判部的無

效審判決定（宣告專利無效）而起訴至智慧財產法院後，亦已不得提出獨立的更正

審判42。對之，行政訴訟實務上，被告即無效請求人不得提出新證據及新的無效理

由43。反之，無效請求人不服IPTAB的無效審判決定（維持專利有效）而起訴至專

                                                        
34 參見劉德青，日本專利無效審判實務現況，智慧財產權月刊，2006年2月，86期，48頁。 
35 參見日本2003年版專利法第181條第2項。 
36 參見藍仁駿，專利公眾審查制度之研究，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1月，77頁。 
37 參見日本特許廳，第3章審決取消訴訟提起後の訂正審判の請求の禁止，網址：https://www. 

jpo.go.jp/system/laws/rule/kaisetu/h23/document/tokkyo_kaisei23_63/03syou.pdf，最後瀏覽日：

2021年2月24日。 
38 參見日本特許法第126條：「審判長は、特許無効審判の事件が審決をするのに熟した場合

において、審判の請求に理由があると認めるときその他の経済産業省令で定めるときは、

審決の予告を当事者及び参加人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中譯：「審判長認為專利無效

審判的案件已進行至宣告審決的適當時機時，若審判長認為申請人的請求有理由，或其他依

經濟部頒布命令所定情形時，必須對當事人及參加人發出審決預告。」） 
39 參見藍仁駿，註36文，76頁。 
40 參見日本特許法第134條之2。 
41 參見日本特許法第126條第2項本文。  
42 參見日本特許法第126條第2項，已刪除但書中關於起訴後90日內得提起訂正審判之規定。 
43 參見JPO, supra note 21, at 16. 其中日本高等法院遵循的1976年最高法院大法庭判決意旨為：

「法院在撤銷訴訟中應尊重行政專責機關之第一次判斷權限，不得審理判斷未先經行政機關

審認之舉發理由或證據等。」參見大渕哲也，註33文，74頁。早期日本最高法院認為只要與

審判程序中成為爭點之無效事由屬與同一法條項款之事由範圍內，於撤銷訴訟之階段亦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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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法院後，不得提出新證據及新的無效理由，已如前述，則專利權人亦不得提出獨

立的更正審判。 

參、專利法修正草案第91條之8的問題點及有待調整

之建議 

一、現行法關於專利舉發的行政訴訟階段當事人得提出新證據

及新理由的規定及現況 

按司法院制訂審理法第33條之初衷乃為了減少循環爭訟44。曾提到以下一段立

法說明： 

「如果認為只要改採兩造對審模式，而就不服智慧財產專責機關裁決之救濟程

序中，仍然對於得主張之新證據（例如新引證案）嚴格設限，事實上仍然無法避免

就同一專利權有無撤銷事由的問題，發生循環未決的弊病。此觀日、韓二國。甚早

即採取兩造對審制之爭訟模式，但以往其專利行政爭訟，仍有嚴重之效率問題，飽

受批評，近年來除一方面進行行政程序效率的改善外；另一改革重點，即為以往堅

持專利行政救濟過程不得提出新爭點之原則，日、韓二國均已體認到隨著智慧財產

專業法院之成立，法院專業強化之結果，實無須就每一個新證據，均需仰賴智慧財

產專責機關為第一次判斷。而且，民事訴訟既已容許為有效性判斷，且無提出範圍

之限制，而於專利行政訴訟卻仍堅持設限，二種程序間顯然欠缺平衡，因此上開專

                                                                                                                                                        
出新事實及新證據。惟此見解已為上開1976年最高法院大法庭判決所推翻。參見謝銘洋，註

6文，189頁。 
44 參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草案重點說明第「拾壹、一」點：「因現行關於專利舉發、商標評

定之行政爭訟程序，認為同一智慧財產權中，每一個爭點（例如不同之舉發、評定事由或同

一舉發理由之不同證據），均可能獨立構成行政爭訟之標的，導致同一商標、專利權有效性

之問題，理論上得發生多次的行政爭訟，而無法最終確定，連帶影響民、刑事訴訟之終結。

因此，有必要適度擴大在行政訴訟過程中，得提出新證據之範園，以減少循環爭訟之情形，

此為本條第1項規定之理由。」參見司法院，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草案重點說明，網址：

https://lis.ly.gov.tw/pubhearc/ttsbooki?N115879:0097-0115:_self ，最後瀏覽日： 2021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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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行政訴訟之原則已到了必須重新檢視之階段，在日、韓成立智慧財產法院後，已

陸續出現裁判實例突破以往限制，例如日本知的財產高等裁判所平成17（2005）年

10月6日判決、韓國專利法院於1998年成立後，即在當年度先後宣判之2件判決，在

不同程度內，突破以往之限制45。」 

實務上在2008年7月至2017年6月間專利舉發的行政訴訟當事人提起新證據的比

例約為19%46，專利侵權訴訟第一審當事人依據審理法第16條之規定提出之權利有

效性抗辯（571件）占判決（770件）的74.16%，民事第二審當事人提出之權利有效

性抗辯（334件）占判決（529件）的63.14%47。這也因此直接或間接造成智慧局受

理專利舉發申請案之數量，從2008年的1,034件，到2020年萎縮為467件，減少了

55%48。所以，現實上專利民事或行政爭訟的當事人確實因為審理法第16條及第33

條之新規定而減少了另行提出專利舉發申請案的動機。然上開審理法條文之制訂是

否能確實「減少就同一專利權有效性之爭執，因循環發生行政爭訟而拖延未決之情

形49」，值得研究。 

實務上專利舉發的行政訴訟當事人50最常會於訴訟程序中提出新證據的情形當

屬舉發人提出之課予義務訴訟，其可基於同一專利舉發事由而提出新證據，請求撤

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請求智慧法院命智慧局作成系爭專利相關請求項舉發成立

                                                        
45 同前註。 
46 智慧財產法院，智慧財產法院成立10年以來受理各類案件審理績效指標及相關訴訟制度之審

理實務操作狀況分析，第五節，95-96頁。 
47 同前註，81頁。 
48 參見智慧局林希彥審查官，氏著，2021年專利師職前訓練課程「舉發審查實務（含更正）」

書面教材，5頁。 
49 參見審理法第33條之立法理由一。 
50 依據司法院98年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提案及研討結果行政訴訟類第1號之見解，本條之當事

人係指「原告」及「參加人」，排除被告機關。但最高行100年度判字第2247號行政判決、

最高行107年度判字第391號行政判決則認為本條之當事人僅指課予義務訴訟之「原告」即舉

發人，參加人即專利權人不屬之，撤銷訴訟之「原告」即專利權人及參加人即舉發人均不屬

之。智慧財產法院汪漢卿庭長則認行政訴訟中之原告、被告及參加人均屬之，參見氏著，專

利行政訴訟中何人得提出新證據──評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91號判決，TIPA月

刊，2018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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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分；此時若專利權人向智慧局提出更正申請案51，智慧法院需要等智慧局審查

更正案的結果生效後52，甚至是在該更正申請案之結果有爭議53的行政救濟程序終

結後54，才能基於該更正申請案的「確定」結果，續行審理原來的行政訴訟，造成

智慧法院審理行政訴訟的時程（平均為7～9個月）難免會被推遲。一般而言，智慧

法院審理此類專利舉發的行政訴訟的時程約可能增加6個月（更正結果對專利權人

有利、舉發人對此不爭執）、9～11個月（更正結果對專利權人不利而救濟之）或

18～22個月（更正結果對舉發人不利而另行舉發之）55。因此，當舉發人於行政訴

                                                        
51 專利權人在智慧局作成舉發不成立的情形下，亦得向智慧局提出更正申請案。蓋智慧局現行

的行政慣行是：「舉發案於行政救濟期間，因原處分審定結果對舉發成立之請求項有撤銷專

利權之拘束力，故專利權人所提更正，僅得就原處分中審定舉發不成立之請求項為之。」參

見智慧局，2013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5-1-12頁。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

1008號行政判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3757號行政判決：「揆諸前揭規定，對已

取得專利權之專利固得依法提出更正申請，惟必以該專利仍合法存在，繫屬原處分機關始可

為之。倘該請准之專利遭舉發，且尚在審查中，因專利權仍存續，專利權人所提更正申請亦

尚得併案審查；惟若其專利業經審定舉發成立，應撤銷其專利權者，因已發生實質上之拘束

力（實質的存續力），倘受理其更正申請並經核准公告，溯自申請日生效，則將影響原舉發

審定之法律安定性，縱令該審定於行政救濟程序中尚未確定，仍應不予受理。」最高行政法

院92年度判字第431號、93年度判字第501號、96年度判字第429、958、1414號、99年度判字

第1270號、101年度判字第1007、1008號判決參照。 
52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337號行政判決。 
53 例如專利權人不服智慧作成更正否准的審定而救濟之，或舉發人不服智慧作成更正核准的審

定而舉發之。 
54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8號行政判決：「法律已明文規定係由專利專責機關（即

行政機關）核准更正並應公告之權責，此涉及究應由行政機關或由司法機關作第一次裁決判

斷之權力分立原則，係國會保留事項，應依國會（立法院）制定之法律修改或限制之，法院

不應以司法權在個案隨意侵犯行政機關之法定權責。而且更正與否關涉系爭案專利技術特徵

之解釋與確定，則是否合於專利法所規定之更正要件，更正後之內容為何，智慧財產法院應

待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的更正處分結果（若當事人有爭議，應待該更正處分案行政救濟確定）

始得判斷。」 
55 具體時程計算如下：1.若不涉及更正案，IP法院審理專利舉發的行政訴訟的時程約為7～9個

月；2.若專利權人提出更正案，且需該更正案的行政救濟程序終結者：(1)更正結果對專利權

人不利：智慧局階段（6個月）＋訴願階段（3～5個月）＋行政訴訟階段（應該會併入原來

的舉發案之行政訴訟程序中）；(2)更正結果對舉發人不利：舉發人即原行政訴訟之原告可

能無法於原來的舉發案之行政訴訟程序中就同一撤銷事由提出新理由，只能就更正結果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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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中提出新證據時，專利權人常有伴隨提出更正申請案的必要，而此勢必造成智慧

法院審理行政訴訟時程的延宕。 

對之，舉發人提起行政訴訟時若未能或無法提出新證據及新理由時，則智慧法

院審理專利舉發的行政訴訟的時程約為5～7個月，且若判決結果對舉發人不利，則

舉發人另向智慧局提出新的舉發案，可能需費時25～29個月56，才能取得行政訴訟

判決。因此，前者的模式（現行制度）相較於後者的模式（2008年以前的專利舉發

的行政訴訟制度）在多數時候可能是比較訴訟經濟的。 

綜上所述，在我國專利舉發的行政訴訟現行制度中，當舉發人於訴訟中得提出

新證據及新理由時，即使專利權人提出更正申請案以為因應，智慧法院為等待智慧

局作成該更正申請案之審定的暫停審理程序之花費時程，可能因是否有人對於該更

正申請案之審定結果不服而異，但多數情形仍較舉發人另行提出舉發申請案並獲得

行政訴訟判決之時程為短。所以審理法第33條之制訂大致能達到紛爭解決一回性而

減少循環爭訟之立法目的。 

二、草案第91條之8關於爭議訴訟階段不得提出新證據及 
新理由的規定之問題 

(一) 草案第91條之8的修法理由 

依據專利法草案第91條之8的規定，「舉發人未曾於智慧局審議程序提出之理

由及證據，於舉發案所生爭議訴訟不得提出；提出新理由、新證據或新的證據組合

者，法院應予駁回該新理由、新證據或新的證據組合。」其修法理由二說明：「本

次修正目的在提升訴訟經濟效能，依目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舉發人就同一撤銷理由得於訴訟中提出新證據，訴訟實務上，專利權人即可能提出

更正作為訴訟之防禦方法；然其更正尚須經專利專責機關審酌可否准予更正，故舉

發人於訴訟中所提新證據，不但使專利專責機關無法於舉發審議時審酌、專利權人

                                                                                                                                                        
新的舉發案，所費時間：智慧局對此的審查時程平均約為8個月左右（專利權人可能提出更

正請求，則審查時程會更久）＋訴願階段（3～5個月）＋行政訴訟階段（7～9個月）。 
56 智慧局對此的審查時程平均約為15個月左右（專利權人可能提出更正請求，則審查時程會更

久）＋訴願階段（3～5個月）＋行政訴訟階段（7～9個月），共計費時增加25～29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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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無法為充分之防禦或另提出更正以為因應，以致訴訟因而延宕，並使專利權人之

程序利益未獲完整保障。」修法理由三說明：「依修正條文第九十一條之九第三項

規定，有關爭議訴訟之審理準用民事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之原則，於言詞辯論終

結前雙方可提相關事證為攻防，然如循此民事辯論主義之事證調查精神，將重演現

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三十三條審判實務之困境，即舉發人在專利訴訟程序，始

提出新證據，若專利權人提更正，尚須先確定專利權範圍，始得正確審認專利權之

有效性，因而導致訴訟延宕。」 

(二) 現行專利舉發的行政訴訟制度並非無從保障專利權人之程序利益 

然依目前專利舉發的行政訴訟制度，舉發人多於其就智慧局作成舉發不成立之

審定、經濟部作成維持原處分之決定不服所提起之課予義務訴訟中，就同一專利舉

發事由提出新證據，專利權人非無就系爭專利權向智慧局提出更正申請案之機會，

而智慧法院亦須等待智慧局作成更正核准與否之審定後再續行審理原舉發案之行政

訴訟，已如前述，是專利權人之程序利益難稱未獲完整保障。其所欠缺者或為智慧

局未及於舉發審查階段審查舉發人後來所提新證據57，難以論究智慧局原作成舉發

不成立之審定有何違誤之處。惟學說上認為課予義務訴訟之制度目的在於實現人民

依法享有之公法上請求權，所以其違法判斷基準時取決於行政法院言詞辯論終結時

之事實與法規狀態58。實務上亦認為，「關於課予義務訴訟，行政法院係針對『法

院裁判時原告之請求權是否成立、行政機關有無行為義務』之爭議，作成法律上判

斷，應以法院裁判時之法律及事實狀態為準59。」是以智慧法院就舉發人提起之課

予義務訴訟，係審究舉發人於行政訴訟言詞辯論終結時之事實狀態（有新證據提

出）下，有無舉發系爭專利某（些）請求項之請求權，此與智慧局作成原處分有無

違誤並無絕對關連。況且於舉發人提起之課予義務訴訟中，身為被告之智慧局，除

可另案審查專利權人向其提出之更正申請案外，亦得對於舉發人提出之新證據表示

意見，其行政權限並無實質受限。 

                                                        
57 此即黃銘傑教授所稱，智慧局就此之先行判斷或第一次裁決權受到相當大的制約，參見氏

著，註4文，24頁。 
58 參見李建良，行政訴訟十講，2020年4月，213頁。 
59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大字第3號裁定、108年判字第164號行政判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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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認為依據草案本條之規定，舉發人不得於舉發案所生爭議訴訟中提出新證

據及新理由，則專利權人亦無於訴訟程序中向智慧局提出更正申請案之必要。然此

種問題於2008年以前的專利舉發的行政訴訟舊制中已然存在，斯時專利法第67條第

3項規定舉發人於舉發審訂定前補提理由及證據者，智慧局仍應審酌之。反面言

之，舉發人於舉發審定後，於訴願階段及行政訴訟階段提出新證據及新理由者，經

濟部及行政法院幾不受理；對之，專利權人於行政爭訟期間不得（就遭舉發撤銷之

專利權）提出更正，屬智慧局、經濟部及行政法院的行政慣行60、61，所以專利權人

仍得於行政爭訟期間就舉發不成立之專利權提出更正，以應對行政法院可能撤銷對

其有利之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的風險62，此與舉發人於舊制下無法於行政爭訟階段提

出新證據之實務慣例無涉。所以不得謂草案本條反於審理法第33條之規範，規定舉

發人不得於舉發案所生爭議訴訟中提出新證據及新理由，則專利權人亦無於訴訟中

向智慧局提出更正申請案之必要。蓋停止適用審理法第33條之後果，必然會增加循

環爭訟之可能，但仍無從抑制專利權人於訴訟中有向智慧局提出更正申請案之動

機，導致法院仍須等待智慧局審查該更正申請案之結果，而可能有拖延訴訟的情事。 

                                                        
60 「申請更正之專利權如經撤銷專利權確定在案，因已無更正之標的，縱已對該確定判決提起

再審之訴，所提更正申請，應不予受理。縱該撤銷專利權處分，專利權人不服，提起行政救濟

尚未確定，惟因撤銷處分已生實質上之拘束力（實質的存續力），在未經行政爭訟程序將原處分

撤銷前，所提更正申請，亦應不予受理。」參見智慧局，2006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一篇第五

章，1-5-4頁。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3757號行政判決：「揆諸前揭規定，對已取得專利權之專利

固得依法提出更正申請，惟必以該專利仍合法存在，繫屬原處分機關始可為之。倘該請准之

專利遭舉發，且尚在審查中，因專利權仍存續，專利權人所提更正申請亦尚得併案審查；惟

若其專利業經審定舉發成立，應撤銷其專利權者，因已發生實質上之拘束力（實質的存續力），

倘受理其更正申請並經核准公告，溯自申請日生效，則將影響原舉發審定之法律安定性，縱令該

審定於行政救濟程序中尚未確定，仍應不予受理。」 
 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431號、93年度判字第501號、96年度判字第429、958、1414號、

99年度判字第1270號、101年度判字第1007、1008號判決參照。 
61 智慧局現行的行政慣行仍是：「舉發案於行政救濟期間，因原處分審定結果對舉發成立之請

求項有撤銷專利權之拘束力，故專利權人所提更正，僅得就原處分中審定舉發不成立之請求

項為之。」參見智慧局，2013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5-1-12頁。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判字第1008號行政判決參照。 
62 此乃基於上開2006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一篇第五章1-5-4頁之規定的反面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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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行制度中新證據的提出常伴隨專利更正或許有拖延訴訟的現象，
但專利有效性爭議能更有效解決 

草案第91條之8的修法理由三所稱專利爭議案改採民事訴訟「將重演現行智慧

財產案件審理法第三十三條審判實務之困境，即舉發人在專利訴訟程序，始提出新

證據，若專利權人提更正，尚須先確定專利權範圍，始得正確審認專利權之有效

性，因而導致訴訟延宕。」惟現行制度中若舉發人依據審理法第33條於行政訴訟程

序中提出新證據，而專利權人相應提出更正申請者，舉發案的行政訴訟程序或許因

智慧法院須等待智慧局另行審查更正申請之結果而有不同長短時程的的延宕，但舉

發人無需另提新的舉發案，使得專利有效性爭議得透過行政訴訟程序集中審理而更

能有效解決，大致能達到紛爭解決一回性而減少循環爭訟之立法目的，已如前述。

此對比於在專利舉發的行政訴訟舊制中舉發人需另提新的舉發案，期間專利權人再

提專利更正，智慧局據此作成審定後，當事人終於獲得行政訴訟判決之結果所費時

程，終究多過於現行制度所費時程，亦已如前述。是舉發案的行政訴訟程序中新證

據的提出常伴隨專利更正或許有拖延訴訟的現象，但新證據的提出導致專利更正的

行政爭訟程序，相較於另行提出新的舉發案併同專利更正者，終究還是較為程序經

濟的。對於當事人而言，前者更能有效率地解決專利有效性爭議。 

設若在草案新制下舉發人訴請智慧法院撤銷63智慧局原審議決定（例如「舉發

人就○○專利請求項A、B、C、D應予撤銷之請求不成立64」）之一部（例如請求

項A、B）者，亦得適時為訴之變更（例如請求項C、D）或追加（例如請求項A、

B、C）65，而草案未禁止專利權人亦得就審議不成立之請求項（A、B、C、D中之

任一者）提出更正申請66，則須待智慧局審查該更正申請之結果，則仍不免會造成

爭議訴訟程序的延宕。是以草案禁止爭議訴訟的原告即舉發人於訴訟中提出新證據

                                                        
63 依照草案第五節之一及第91條之7修法理由，智慧局似乎認為爭議訴訟賦予法院透過形成判

決撤銷或變更專利權範圍之權能，其訴訟標的乃系爭專利是否存在舉發事由，而不僅僅是智

慧局之審議決定本身。 
64 參見草案73條第4項、第79條。 
65 草案第91條之9第1項規定：「原告為原訴變更或追加，應以第九十一條之七審議決定專利權

之範圍為限。」 
66 以對應行政法院可能撤銷對其有利之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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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理由，卻未禁止被告即專利權人提出專利更正，造成爭議訴訟的前提條件即專

利權之內容處於浮動狀態，此種立法設計實不利於訴訟經濟。 

(四) 草案第91條之8之制訂與否與草案改採民事訴訟程序無涉 

再者，草案復規定爭議訴訟改採民事訴訟程序67，智慧局就舉發爭議案作成審

議決定後，得向智慧法院起訴，由高等民事法院管轄68，則舉發人於爭議訴訟中得

否提出新證據及新理由，應慮及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是否有扞格之處。按民事訴

訟法第196條（第一編總則）規定的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一般訴訟促進義務為：「攻

擊或防禦方法，除別有規定外，應依訴訟進行之程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適當時期

提出之69。」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二編第一章）規定的民事訴訟當事人之適時提

出主義為：「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於準備程序後行

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一、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二、該事項不甚延滯訴

訟者。三、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者。四、依其他情形顯

失公平者。前項第三款事由應釋明之。」而民事訴訟法第447條（二審程序）的規

定70於智慧法院合議庭審理專利爭議訴訟時應不得準用之71。是根據草案第91條

                                                        
67 依草案第91條之9第3項規定：「前條第一項訴訟之審理，民事訴訟法第一編總則、第二編第

一章通常訴訟程序、第三編上訴審程序、第四編抗告程序及第五編再審程序之規定，除本法

別有規定外，與專利爭議訴訟性質不相牴觸者，準用之。」 
68 參見草案第91條之1第3項規定。 
69 民事訴訟法第196條：「攻擊或防禦方法，除別有規定外，應依訴訟進行之程度，於言詞辯

論終結前適當時期提出之。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

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旨不明瞭，經命其敘明而不

為必要之敘明者，亦同。」 
70 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一、因第一審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二、事實發生於第一審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後

者。三、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四、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

務上所已知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五、其他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於第一審提

出者。六、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前項但書各款事由，當事人應釋明之。違反前二項之

規定者，第二審法院應駁回之。」 
71 草案第91條之9第3項雖規定「前條第一項訴訟之審理，民事訴訟法……第三編上訴審程

序……之規定，除本法別有規定外，與專利爭議訴訟性質不相牴觸者，準用之。」但既然專

利爭議訴訟為智慧法院合議庭管轄，屬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是民事訴訟法第三編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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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8的規定，當事人於爭議訴訟程序中已不得提出新證據及新理由。反之，若無草

案第91條之8的規定，當事人於爭議訴訟的言詞辯論終結前，仍得提出新證據及新

理由。 

三、本文之見解 

(一) 草案第91條之8關於爭議訴訟階段當事人不得提出新證據及新理由
的規定，應以智慧局能大幅縮短審查爭議案之時程並精進審查效能

為前提 

查現行專利舉發的行政訴訟制度中新證據的提出導致專利更正的行政爭訟程

序，相較於另行提出新的舉發案併同專利更正者，終究還是較為程序經濟的主要原

因在於，智慧局審查單一舉發案的時程通常遠多於審查獨立更正案的時程，也多於

智慧法院審理新證據的時程；該單一舉發案審結後尚須歷經訴願階段（5個月以

下）及行政訴訟階段（7～9個月）方能獲取判決結果。所以，現行制度下舉發人若

依據審理法第33條於行政訴訟（A訴訟）中提出新證據及新理由，可以預期能以較

另提新的舉發案更為經濟的方式取得判決結果。況且智慧法院行政庭在現有訴訟資

料下，得以相同的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及相同的請求項用語解釋之標準，再行審

理舉發人提出之新證據及新理由，應不致耗費過多訴訟資源；對之，舉發人另提新

的舉發案在經起訴至智慧法院時，很可能在不同的行政訴訟（B訴訟）中，以與A訴

訟未必相同的訴訟資料，審理智慧局就該新的舉發案作成舉發是否成立的處分之違

法性，其所耗費訴訟資源即無法節省，亦可能取得未必相同的判決結果。是以現行

制度下舉發案之訴訟救濟程序的審查重心集中在智慧法院。基此，現行制度下舉發

人確實有動機於行政訴訟（A訴訟）中提出新證據及新理由，藉以達到紛爭解決一

回性而減少循環爭訟。 

草案第91條之8的修法理由所稱現行專利舉發的行政訴訟中「專利權人之程序

利益未獲完整保障」非無爭議，已如前述，而現行制度中新證據的提出常伴隨專利

更正或許有拖延訴訟的現象，但專利有效性爭議能更有效解決，亦已如前述，則草

                                                                                                                                                        
審程序之規定應無法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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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第91條之8關於爭議訴訟階段不得提出新證據及新理由的修法前提或許應植基

於，將來智慧局複審及爭議審議組確實精進審查效能，其審查單一舉發案或獨立更

正案的時程，能與智慧法院審理民事或行政訴訟的時程不相上下，甚至更有效率。

若然，舉發人於草案新制中雖於爭議案民事訴訟中無法再提出新證據及新理由，而

須改向智慧局另提新的舉發案，由智慧局進行專利舉發案的第一次判斷，此時智慧

局作成審議決定若能確保品質與效率者72，則案件經起訴至智慧法院後，法院較有

機會維持該審議決定。 

此外，草案新制並未禁止專利權人於爭議訴訟階段向智慧局提出專利更正，則

智慧法院審理爭議訴訟時，仍須等待智慧局審查該專利更正之結果，則智慧法院審

理爭議訴訟之程序不免迭遭延宕，所以草案第91條之8的修法理由三所稱問題仍然

存在。是以本文認為草案新制須明文規定禁止專利權人於爭議訴訟階段提出專利更

正，以確保爭議訴訟之訴訟標的得以確定不變，維持爭議訴訟的有效審理，此有上

述日本法制可參。此時舉發人只能另提舉發案，而專利權人可伴隨提出專利更正，

可由智慧局進行專利舉發案伴隨專利更正的第一次判斷，此時智慧局作成審議決定

若能確保品質與效率者，則案件經起訴至智慧法院後，法院較有機會維持該審議決

定。準此以解，草案新制停止適用審理法第33條後，舉發案之訴訟救濟程序的審查

重心將集中在智慧局，以上約可相當於日本現行專利無效審判制度的現況。  

(二) 草案或可維持審理法第33條關於爭議訴訟階段當事人得提出新證據
及新理由的規定，以達紛爭解決一回性而減少循環訴訟之目的 

根據日本特許廳（JPO）的統計資料，JPO審判部於2017年至2019年間作成發

明、新型專利的無效審決之平均期限約為12個月左右，作成發明、新型專利的訂正

審判之平均期限約為3個月左右73；而發明、新型專利的無效審決經高等法院撤銷的

                                                        
72 類似意見參見林昱梅，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109年度委託學者專題研究案──我國專利

商標無效訴訟程序採對審制之研究──研究成果報告，2020年12月，49頁。 
73 參見日本特許廳，2019年版特許行政年次報告書，39頁，網址：https://www.jpo.go.jp/ 
 resources/report/nenji/2019/ebook/html5.html#page=71，最後瀏覽日：2021年3月30日；2020年

版特許行政年次報告書，39頁，網址：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nenji/2020/ 
 document/index/honpenall.pdf，最後瀏覽日：2021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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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率分別為38.30%、16.27%、28.78%74。韓國智慧財產局（KIPO）於2018年審查

專利無效審判的平均審查週期為8.1個月75，而KIPO作成之專利無效審決經專利法院

撤銷的撤銷率從2006年的27.7%到2013年已下降至20.9%76。對之，我國智慧局作成

三種專利的無效審決之平均期限從2013年的21.2個月縮短至2020年的12.3個月，而

專利的舉發審定經智慧院撤銷的撤銷率從2013年的17.6%略微上升至2020年的

26.3%77。可見，我國智慧局近年來審查專利舉發案並作成舉發審定的審查週期已有

明顯縮短，已接近日本特許廳的審查週期水平，但略高於韓國智慧財產局的審查週

期水平；而其舉發審定的維持率相對於與我國現制相同而得於訴訟中提新證據的韓

國法制而言，尚有改進的空間。 

惟若草案第91條之8立法通過施行後，可以想見智慧局審查爭議案件的數量可

能會較2020年的467件78更大幅上升，甚至回復至2008年以前每年1,034件的水平，

斯時智慧局在未大幅增加審查人力的情況下，其審結爭議案的期限是否能維持或更

低於2020年的12.3個月的平均期限，尚不得而知，則爭議案件當事人難以期待智慧

局的審查效率能有所提升。因此，若未來草案規劃的智慧局審議組成立後，其審查

單一舉發案或獨立更正案的審查效能尚無法與智慧法院審理民事或行政訴訟的審理

效能相較甚至更有效率者，則專利爭議訴訟的當事人仍有於訴訟程序中透過提出新

證據及新理由，藉以減少循環爭訟以達訴訟經濟的需要。 

基此，現行制度下舉發人依據審理法第33條於行政訴訟中提出新證據及新理

由，確實可以達到紛爭解決一回性而減少循環爭訟，已如前述，因此在草案新制改

                                                        
74 2017年無效審判駁回數：58件，維持數：36件；2018年無效審判駁回數：72件，維持數：14

件；2019年無效審判駁回數：47件，維持數：19件，網址：https://www.jpo.go.jp/resources/ 
 report/nenji/2019/ebook/html5.html#page=71、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nenji/2020/ 
 document/index/honpenall.pdf，最後瀏覽日：2021年3月18日。 
75 韓國智慧財產局於2018年審查專利無效審判的平均審查週期為8.1個月，參見韓國IPTAN簡

介資料，17頁，網址：https://www.kipo.go.kr/upload/en/download/brochure_IPTAB.pdf，最後

瀏覽日：2021年3月18日。 
76 參見Y.P. Lee, Mock & Partners, Patent Invalidation in Korea, page 11, available at 

https://www.managingip.com/pdfsmip/IPINASIA2015/Munich/PatentsinKorea.pdf (last visited  
 Mar. 19, 2021). 
77 參見林希彥，註48教材，5、8頁。 
78 參見林希彥，同前註，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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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爭議案民事訴訟對審制的前提下，若是爭議訴訟中新證據的提出導致專利更正的

民事爭訟程序，相較於另行提出新的舉發案併同專利更正者，仍舊較為程序經濟的

話，則為期達到紛爭解決一回性而減少循環爭訟之目的，保留審理法第33條之規定

仍有其必要性。詳言之，若容許爭議訴訟中舉發人提出新證據，專利權人亦得向智

慧局提出獨立的專利更正案，其中該專利更正涉及的請求項不以未經智慧局審決撤

銷者為限，蓋即使請求項經智慧局審決撤銷，亦尚非確定而溯及生效，智慧局不得

無視專利法第82條第3項關於專利權經舉發撤銷撤定方溯及生效的實質效力79。再

者，民事法院或係基於尊重智慧局就該專利更正案的第一次判斷權限，需等待智慧

局審查之結果再續行審理爭議訴訟，其訴訟程序或有延宕，但終究能讓當事人利用

法院審理訴訟的專業及效率，達到紛爭一次解決的效果。以上相當於韓國和德國專

利無效審判採行民事訴訟對審制，無效審決請求人於訴訟期間得提出新證據及新理

由，而專利權人亦得提出訂正審判的現況。 

進而言之，立法設計上，亦得規定智慧法院得審理專利權人基於審理法第33條

提出之專利更正案的合法性80，此與審理法第33條規定智慧法院得審理當事人提出

的舉發新證據，以達紛爭解決一回性而減少循環爭訟之目的，實係基於相同的法

                                                        
79 以下二件判決的見解在法理上仍非無疑。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專訴字第9號行政判決：

「本件原告於本件行政訴訟階段，提出更正申請專利範圍之主張，惟依前揭規定意旨，對已

取得專利權之專利固得依法提出更正申請，然必以該專利仍合法存在繫屬原處分機關始可為

之。倘該核准之專利遭舉發，且尚在審查中，因專利權仍屬存續，專利權人所提更正申請固

得及時併案審查；惟若其專利業經審定舉發成立，應撤銷其專利權者，因已發生實質上之法

律效果，若受理其更正申請並為核准公告，依前述規定該更正回溯自申請日生效，勢將影響

原舉發審定之法律安定性，是縱使該審定處分所生之行政訴訟程序仍繫屬於法院尚未確定，

被告機關仍應不予受理。」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行專訴字第65號行政判決：「原告於98年2月收受被告通知參加人之舉

發證據及理由，及其間被告並依行政程序法第39、102條之規定，賦予其充份陳述及表示意

見之機會後，即應審慎評估系爭專利被舉發欠缺專利要件之各請求項，有無更正之必要，詎

原告未循此途，而於被告審定舉發成立後，始於訴願理由書中及本件行政訴訟起訴狀提及希

望能有機會更正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亦未提出其所欲請求更正之實質內容，迄本院行最

後言詞辯論期日時，始提出所謂更正參考，難認以此即可認被告於行政程序中忽略對原告程

序利益之保障，則原告主張給予其更正申請專利範圍之機會，自不可採。」 
80 黃銘傑教授有相同的質疑，參見氏著，註4文，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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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81。蓋專利更正案的合法性乃專利舉發案的前提條件，若智慧法院得審理舉發案

中當事人提出的舉發新證據，卻無從審理專利更正案的合法性，則訴訟程序難免延

宕，紛爭難以一次解決，造成審理法第33條為期紛爭解決一回性而減少循環爭訟之

目的難以達成。基此，草案規定應允當事人於智慧法院審理爭議訴訟的一審程序中

適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利用民事訴訟制度多樣化的證據方法爭取權益，若又回復

到我國2008年以前專利行政訴訟舊制下限制當事人於訴訟中提出新理由、新證據或

新的證據組合，不僅失去改採民事訴訟制度之優勢，將導致舉發人重新另外提出新

的舉發案，造成循環訴訟，此即為2008年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3條的立法初衷。 

肆、結 論 

2020年專利法草案第91條之8規定，舉發人於專利爭議案之爭議訴訟程序中，

不得提出新理由、新證據或新的證據組合，否則智慧法院應予駁回。惟草案新制並

未禁止專利權人於爭議訴訟階段向智慧局提出專利更正，則智慧法院依現行實務仍

須等待智慧局審查該專利更正之結果，方能續行審理爭議訴訟，則訴訟程序不免迭

遭延宕，所以本條的修法理由三所稱問題「舉發人在專利訴訟程序，始提出新證

據，若專利權人提更正，尚須先確定專利權範圍，始得正確審認專利權之有效性，

因而導致訴訟延宕。」仍然存在。是以，著眼於訴訟經濟的考量，草案亦應規定專

利權人於爭議訴訟程序中亦不得提出專利更正案，促使智慧法院以續審制之精神，

基於智慧局作成原審決所植基的審決資料，集中審理原審決所認定之系爭專利的某

（些）請求項相較於舉發人所提舉發證據及理由的權利有效性，以作成維持或撤銷

該審決的判決。專利權人既無法於爭議訴訟階段提出專利更正，法院審理爭議訴訟

之基礎即無變動之可能。若舉發人對於智慧法院之民事判決不服者，除得上訴至最

高法院外，亦得另提舉發案，專利權人亦得提出專利更正以為因應。此種立法設計

與日本專利無效審判制度相當，係側重於智慧局的審查專業及效率，得以抒解智慧

法院審理單一爭議訴訟的負擔，但無法減少爭議訴訟案件的整體數量。 

                                                        
81 參見拙著，專利的行政行為及其行政救濟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法律專業碩士班碩士論

文，2008年5月，229-2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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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法修正草案關於爭議案之爭議訴訟階段

不得提出新證據及新理由之規定的簡析 

對之，同樣基於訴訟經濟的考量，草案新制亦得基於審理法第33條之立法精

神，規定舉發人於專利爭議案之爭議訴訟程序中，得以提出新理由、新證據或新的

證據組合；而基於武器平等原則，專利權人亦得於爭議訴訟階段向智慧局提出專利

更正，且該專利更正所涉及請求項不以未經智慧局審決撤銷者為限，蓋即使請求項

經智慧局審決撤銷，亦尚非確定而溯及生效，智慧局不得無視專利法第82條第3項

關於專利權經舉發撤銷撤定的實質效力，此有日韓二國法制可參。立法設計上得規

定智慧法院亦得審酌該專利更正，以促成爭議訴訟的迅速終結。此種制度設計充分

發揮爭議訴訟屬民事訴訟對審制的優點，即爭議訴訟兩造均得適時提出攻擊防禦方

法，智慧法院得集中審理專利權人的專利權更正後範圍相較於舉發人所提原有及新

的舉發證據及理由的可專利性。此種立法設計與韓國和德國專利無效審判制度相

當，係側重於智慧法院的審查專業及效率，勢必增加智慧法院審理爭議訴訟的負

擔，卻也能減少爭議訴訟案件的整體數量。 

至於上述日本模式或是韓國模式的專利爭議訴訟制度何者可採，可能取決於智

慧局審查爭議案件時的審查效率為斷，若是智慧局審查爭議案件的期限能趨近智慧

法院的審理時效者，未來對審制可以仰賴智慧局的審查專業及效率，則日本模式可

採。反之，若智慧局審查爭議案件的期限尚無法趨近智慧法院的審理時效時，未來

對審制尚須仰賴智慧法院的審查專業及效率，則韓國模式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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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從美國專利教唆侵權判例 
探討境外間接侵權之風險 

劉國讚*、陳冠鳴** 

壹、前 言 

任何人未經專利權人同意，實施專利權之物或方法，是侵害專利權之行為。而

物之發明之實施，指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之

行為。方法發明之實施，指使用該方法，或使用、為販賣之要約，販賣或為上述目

的而進口該方法直接製成之物。 

教唆他人侵害專利權，則是教唆侵權（Induced infringement），教唆侵權是一

種間接侵權，雖然不是直接實施專利權之物或方法的直接侵權行為人，也要負擔侵

權責任。美國在1952年專利法案（Patent Act of 1952）中的第271條(b)項規定「任何

人主動教唆侵害專利者將被歸責為侵權者（Whoever actively induces infringement of 

a patent shall be liable as an infringer）。」這是所有專利侵權型態中規定最為簡短的

一項，因而造成諸多爭議以及解釋空間，多年來仰賴美國聯邦各級法院透過判例法

的累積，逐漸形塑出「教唆侵權」的各種構成要件。過去教唆侵權成立的案件很

少，惟近年來隨著產業型態的變化與發展，似乎有逐漸增多的趨勢。教唆是一種主

                                                        
DOI：10.3966/221845622021040045005 
收稿日：2021年1月26日 
* 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創智中心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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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要件，權利人作為原告，用事後的證據來證明行為人符合這個主觀要件，有舉證

上的難度。 

我國專利法並沒有教唆侵權的規定，專利權人訴稱被告教唆他人侵害其專利權

者，須引用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中造意人視為共同行為人的規定。司法判決實務

案例顯示，教唆侵權很難成立。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專利法有教唆侵權，可以將教

唆侵權者單獨列為被告，而我國則在民法的「共同行為人」框架之下。 

雖然美國成立教唆侵權的案件不算多，我國也幾乎沒有案例，但美國的教唆侵

權對於我國產業界仍非常重要，因為美國專利法第271條(b)項並未對於行為地作出

限制。亦即，即使對於美國專利權的教唆侵權行為發生在美國境外，只要直接侵權

人的行為是在美國國內進行，位於美國境外的教唆侵權人，依然能被美國之專利權

人在美國聯邦法院提起訴訟，這對於世界各地的企業、廠商，甚至個人而言，影響

之大非同小可。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簡稱「最高法

院」）在2011年的Global-Tech判例是有關專利教唆侵權的重要判例（稍後詳述），

其被告正是一家境外的製造廠，將產品銷售到美國，美國的進口商或經銷商被專利

權人提出告訴，主張直接侵權，境外的進口商也被列為被告，主張教唆經銷商侵權

而且成立。我國許多製造商製造產品銷售到美國，很容易因為我國專利法沒有教唆

侵權的規定，而忽略了在美國被訴教唆侵權的風險。 

本文將以美國2011年最高法院的Global-Tech判例出發，探討後續聯邦巡迴上訴

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若干重要判例事

實，目的在提供我國產業界有用的資訊，以降低在美國被訴教唆侵權的風險。教唆

侵權訴訟事件的個案事實差異頗大，本文著重探討產業界在技術開發與商業活動時

的行為，是否有落入教唆侵權的風險，對於教唆侵權之成立基準的法律議題，不進

行深入的探討。 

貳、美國教唆侵權成立之基準 

美國專利法第271條(b)項只規定「主動教唆侵害專利者」有教唆侵權責任，訴

訟時原告必須舉證證明到何種程度才會成立教唆侵權，也就是教唆侵權成立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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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是由司法判例所建立的判例法。有關教唆侵權成立基準的重要判例有二：一

是2006年CAFC大法庭（en banc）的DSU「保護針筒」判例，二是2011年最高法院

Global-Tech判例。 

一、2006年CAFC大法庭DSU「保護針筒」判例
1 

本案被告侵權對象物是澳洲公司ITL在「Platypus」的商標名稱下販賣的物品，

這是一種醫療用的注射針組件，ITL在馬來西亞及新加坡製造被訴對象的部分元

件。 

JMS是一家大規模的日本醫療器材供應商，在美國設有JMS北美公司，JMS在

1999年之前向 ITL購買Platypus針保護部，與 ITL達成行銷全世界的協議。在協議

中，JMS向ITL購買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所製造的開殼構造，JMS賣給消費者前再將

其裝於針上。 

DSU起訴稱被告的Platypus保護針筒侵害其US 5,112,311專利，DSU訴稱JMS及

ITL兩者有幫助侵權2及教唆侵權。地區法院在解釋系爭請求項後，認為被訴侵權對

象物侵害該專利。地區法院陪審團發現JMS教唆JMS北美公司侵權，但認為ITL並無

教唆侵權。 

在此要探討ITL是否有教唆侵權，地區法院給陪審團的指示是：為了成立教唆

侵權，首先必須有直接侵權的行為，且證明被告有意識地教唆侵權，帶有意圖以鼓

動侵權。被告必須有意圖引起構成直接侵權的行為，且必須已知道其行動會引起直

接侵權。不像直接侵權必須在美國境內發生，當直接侵權在境內發生時，教唆侵權

的行動並不須在境內。 

本案上訴到CAFC，CAFC先引用判決先例，說明為建立第271條(b)項的歸責能

夠成立，專利權人必須證明被告曾知悉該專利，被告「主動及有意識地

（knowingly）幫助（aid）及唆使（abett）他人的直接侵權」。然而，「有構成侵

權之行為的知識」並不足夠。「只具有可能侵權的知識不能構成侵權；必須證明有

                                                        
1 DSU Medical Corporation & Medisystems Corporation v. JMS Co., Ltd., 471 F.3d 1293 (2006) (en 

bnac). 
2 幫助侵權（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規定在美國專利法第271條(c)項，本文以教唆侵權為主

題，對於幫助侵權的爭點不進行詳細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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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意圖及行動去教唆侵權。」 

為釐清主觀要件的標準，CAFC將此一爭點交由全院法官大法庭庭審決定。大

法庭先引用最高法院於Grokster案的判決先例，這雖然是著作權案，但最高法院在

本案中曾引用CAFC對先前有關教唆侵權的判決原則：「積極動作……用於鼓動直

接侵權之證據，例如侵權使用或指引如何作侵權使用之廣告，顯示堅定的意圖用該

產品於侵權，以及當被告只銷售商業產品於一些合法使用時，顯示其鼓動侵權，可

符合法律的要件而可歸責。」3 

在Grokster案中，最高法院指出：「所謂侵權者必須被證明……有『意識地』

教唆侵權，不只是有意識地教唆構成直接侵權的『動作』，法院解釋意識的要求：

必須建立被告擁有特別的意圖以鼓動他人的侵權，且不只被告有構成教唆行為的知

識。原告負擔證明侵權者的動作有教唆侵權行動，且他已知或必須瞭解他的動作會

教唆實際的侵權。」 

CAFC認為最高法院對教唆侵權的意圖要件，是超過只有意圖引起行動以產生

直接侵權。所謂超過這個門檻的知識，教唆侵權者要有意識地教唆侵權且擁有特別

意圖以鼓動他人侵權。據此，教唆侵權需要違法行為之證據，直接鼓動他人之侵

權，不只是教唆者有直接侵權者行動的知識。因而，本案地區法院正確地指引陪審

團。 

二、2011年最高法院Global-Tech事件4 

(一) 事實經過 

SEB是一間法國籍公司，專門生產製造家庭烹飪器具，其於美國市場主要透過

一間名為T-Fal公司的子公司來銷售相關商品。SEB所擁有的US 4,995,312號專利，

名稱為「帶有電加熱功能的烹飪器具」，其權利範圍為一種油炸鍋，附帶廉價的塑

膠外殼或外罩。本件專利改良過去油炸鍋的塑膠外罩都必須具備耐熱溫度達到攝氏

150度以上，成本過於昂貴的問題，揭露一種特殊的氣室構造，為塑膠外罩達到了

良好的絕緣隔熱效果，使得製造商在製作油炸鍋的成本大幅降低。 

                                                        
3 MGM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 125 S.Ct. 2779 (2005). 
4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v. SEB S.A., 563 US 754 (2011). 



48  

專利師︱第四十五期︱2021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被告Pentalpha為一中國香港籍公司，係另一被告Global-Tech之子公司，後者乃

英屬維京群島籍公司，兩者在訴訟時法院將其合稱「Pentalpha」。 

Pentalpha從1997年開始販售其被控侵權的油炸鍋給訴外人Sunbeam公司。在

1997年時，為了發展其油炸鍋的產品，Pentalpha在香港購買了一個SEB牌子的油炸

鍋，並仿製了後者「外罩低溫觸感」的特徵。在與Sunbeam達成前述的交易協議之

後，Pentalpha隨即向一名紐約的律師取得一份有關於「使用權」的法律意見。該名

律師在檢索與分析了26件專利之後，得出Pentalpha的油炸鍋產品並未落入任何一項

專利的文義範圍，因而不該當侵權的結論，Pentalpha並未事先告知律師其油炸鍋產

品係仿製SEB牌子的油炸鍋。 

Sunbeam在美國市場轉售Pentalpha的油炸鍋，並以Sunbeam所擁有的兩件商標

「Oster」與「Sunbeam」為名進行販售。1998年3月，SEB以Sunbeam為被告，向美

國新澤西聯邦地區法院提起專利侵權訴訟，Pentalpha在1998年4月9日接到Sunbeam

與SEB發生訴訟的通知，而Sunbeam最終以200萬美金與SEB達成和解。 

Pentalpha也販售了同樣的油炸鍋給訴外人Fingerhut公司，以及本案第3名被告

Montgomery Ward公司，而這些販售行為都是在Sunbeam與SEB的訴訟發生之後才進

行。Fingerhut與Montgomery Ward在轉售油炸鍋時，皆以其所擁有的商標「CHEF’S 

MARK」與「ADMIRAL」為名進行販售。Pentalpha在販售油炸鍋給前述3名顧客

時，都是透過在香港或中國「Free on Board, FOB」的方式運作，FOB係指「賣方將

貨物交到出口港海洋輪船上，責任即告解除，此後的費用與風險均由買方負擔」，

這是藉由將商品運送至指定的地點（通常是一個輪船上的運輸倉庫），使得法定財

產權與貨損風險由賣家轉移至買家身上。 

(二) 地區法院判決 

1999年9月10日，SEB首先向受訴法院，即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聲請臨時

禁制令。在解釋了系爭專利請求項權利範圍之後，地區法院准許SEB的聲請，認為

其於之後的實體訴訟中可以證明Pentalpha的油炸鍋至少侵害了302號專利的請求項

1，抗告時CAFC維持了地區法院的裁定。 

Pentalpha收到臨時禁制令之後，隨即重新設計它販售的油炸鍋，將連接塑膠外

罩與金屬鍋具的環狀構造，改成6個環形區段以替代之。SEB察覺此事，又向地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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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請求增補原本的臨時禁制令，將Pentalpha重新設計的油炸鍋也納入臨時禁制令的

範圍，地區法院再一次准許SEB聲請，認為其可證明重新設計的油炸鍋「均等侵

害」系爭專利的請求項1，Pentalpha未向CAFC提出抗告。 

本案於2006年4月17日進入訴訟的實體階段，展示給陪審團的證據裡包含了

Pentalpha曾販售被控侵權之油炸鍋給Sunbeam、Fingerhut和Montgomery Ward此一事

實，SEB並在訴訟聲明中控訴Pentalpha的行為該當「教唆侵權」。Pentalpha對此向

地區法院聲請法官依法律自為判決（Judgment as a Matter of Law, JMOL），請求駁

回SEB在這一部分的控訴，理由主要是因為缺乏相關證據能夠證明Pentalpha公司內

的任何人知道系爭專利的存在。儘管如此，地區法院依然認為SEB的教唆侵權指控

已經有足夠的證據，同意將教唆侵權的聲明交付陪審團裁定。 

陪審團認為Pentalpha不論是販售原本的油炸鍋或重新設計過的油炸鍋，皆故意

侵害系爭專利的請求項1。陪審團進一步認為Pentalpha教唆其3名買家轉售前述兩種

類型的油炸鍋，該當教唆侵權。損害賠償額部分，陪審團裁定Pentalpha須賠償SEB 

465萬美金，內含教唆3家公司販售被訴油炸鍋的損賠責任。 

針對陪審團的裁定，Pentalpha更新了其JMOL的聲請，同時申請重審，爭執理

由為SEB未能充分地證明Pentalpha該當美國專利法第271條(b)項之教唆要件，並請

求法院將賠償金額扣除掉SEB與Sunbeam在前案的200萬美金和解金額度；SEB也對

Pentalpha提出的聲請作出回應，向法院聲請增加賠償金的總額，包含律師費用、遲

延利息，並請求法院對Pentalpha下達禁制令。對於Pentalpha的聲請，地區法院只同

意了扣除200萬美金賠償金額度的部分，其餘皆駁回；而對於SEB的回應聲請，地區

法院部分同意、部分駁回。最終對Pentalpha判賠487萬美金。兩造當事人皆針對不

利於己的部分，向CAFC提出上訴，其中也包含了Pentalpha是否該當教唆侵權的爭

議。 

(三) CAFC判決 

針對教唆侵權的指控，Pentalpha爭執其於販售系爭油炸鍋給Sunbeam時，並不

知道系爭專利的存在，不該當判決先例中對於教唆侵權「主觀構成要件」的詮釋，

故地區法院在裁定有法律上的錯誤。 

關於此點，CAFC在DSU案時，對於教唆侵權的主觀要件部分，已經確定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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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特別意圖（specific intent）」方能該當，在這個原則之下，提起侵權訴訟的原

告必須證明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其教唆行為會導

致專利侵權的結果。此外，除了「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教唆行為會導致專利侵權的結

果」之外，被告還必須「明知系爭專利的存在」，也是原告在舉證責任方面要證明

之事。 

CAFC指DSU案尚不完整，進而引用最高法院在非專利之民事事件5的「故意漠

視（deliberate indifference）」侵害專利的風險之原則。據此標準，本案被告成立教

唆侵權。 

(四) 最高法院判決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指出，雖然第271條(b)項的條文內容並未提及「意圖」，但

「意圖」仍為教唆侵權的主觀要件之一，「教唆」一詞的意思為「藉由勸說及影

響，而勸誘、影響、說服、打動他人（to lead on; to influence; to prevail on; to move 

by persuasion or influence）」。再者，條文中將「積極地」作為「教唆」的副詞，

這揭示「教唆行為」必須包含行為人採取「主動的步驟（affirmative steps）」來達

成其所意欲的結果。最高法院表示，當一個教唆人積極地「教唆」他人去實行某個

行為時，教唆人明顯會知道該他人所實行的某個行為存在，這在邏輯上是沒有爭議

的。 

最高法院認為，第271條(b)項的教唆侵權在主觀要件上必須具備「明知系爭專

利存在」，意即教唆侵權人知道其教唆行為將會導致「專利侵權」的結果。最高法

院認為CAFC提出的「故意漠視」專利存在的已知風險並不是判斷第271條(b)項主觀

要件的適當基準，而提出了「刻意視而不見（willful blindness）」的原則。「刻意

視而不見」原則在美國刑事法中早已經確立。許多美國的刑事法律要求證明被告在

主觀上係明知且故意，而採用「刻意視而不見」原則的法院認為，被告不能透過

「使自己阻絕於獲悉關鍵事實的清晰證據」，從而脫免這些刑事法律的責任。 

儘管最高法院推翻CAFC所用的基準，「刻意視而不見」原則比「故意漠視」

原則要嚴格，但最高法院認為即使採取正確的檢驗標準，相關證據還是足以作成對

                                                        
5 Farmer v. Brennan, 511 US 825,840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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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專利權人SEB有利的判決。陪審團很容易就能發現，在1998年4月之前，Pentalpha

對於「鼓勵Sunbeam進行銷售被控侵權的油炸鍋」這個行為的侵權性質「刻意視而

不見」。相關證據羅列如下： 

1.當Pentalpha對於SEB的油炸鍋進行抄襲仿製時，SEB的油炸鍋「外罩低溫觸

感」是美國商場上的一項創新。正如人們對於任何優質產品的期望一樣，SEB油炸

鍋的銷售量已經增長了一段時間。Pentalpha知道所有這一切，因為其CEO兼總裁

John Sham於訴訟中證言道，在為Sunbeam開發產品時，Pentalpha進行了「市場研

究」並「盡可能地收集了資訊」。Pentalpha認為SEB油炸鍋體現了相關領域中的先

進技術，該技術在美國市場上將會是很有價值的，這也從Pentalpha決定仿製SEB油

炸鍋除了外觀以外的所有特徵與構造，而得到證明。 

2.Pentalpha決定仿製SEB在美國境外販售的油炸鍋。 

3.Pentalpha知道自己設計與開發的侵權產品是專攻美國市場的。 

4.John Sham是許多美國專利的發明人，他也知道銷售至美國境外的產品，通常

不會在外觀標示美國專利號。 

5.John Sham在向律師索取「使用權」的法律意見時，決定不告知律師其所評估

的產品其實係SEB油炸鍋的仿冒品。 

基於上述事實，最高法院無法理解John Sham隱瞞相關資訊的動機為何，除非

他的公司事後被控侵權時，可以提出「合理的責任否認（plausible deniability）」主

張，而John Sham對於這個爭議的證詞也沒有提出任何能據以抗辯的理由。當被問

及若律師在作出「使用權」的法律意見之前能先知道SEB的油炸鍋設計，會不會更

好？ John Sham對此沒有作出正面回應，僅表示專利檢索不是一項「輕鬆的工

作」，這就是為什麼他聘請律師來執行專利檢索的緣故。綜上所述，最高法院認為

這些證據足以使陪審團認定Pentalpha在主觀上認為SEB油炸鍋獲得專利保護的可能

性很高，且Pentalpha採取了有意識的步驟來避免得知這一事實，因此「刻意視而不

見」Pentalpha對於「鼓勵Sunbeam進行銷售系爭被控侵權的油炸鍋」這個行為的侵

權性質。基於這個結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維持了CAFC的判決結論。 

三、小 結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提出「刻意視而不見」的基準取代了CAFC的「故意漠視」



52  

專利師︱第四十五期︱2021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基準，這在法律上是比較嚴格的標準，成立教唆侵權的門檻較高，但Pentalpha在這

個較高的基準上仍然成立教唆侵權。 

CAFC所提出的「故意漠視」原則雖然被最高法院否定，但這是補充過去判例

不足的部分。在DSU判例中的若干原則還是存在，也就是對於教唆侵權的主觀要件

部分，須具備「特別意圖」方能該當，提起侵權訴訟的原告必須證明被告「明知或

可得而知」其教唆行為會導致專利侵權的結果，被告還必須「明知系爭專利的存

在」，也是原告在舉證責任方面要證明之事。 

參、後Global-Tech時代判決案例 

由於教唆侵權事件的個案事實差異頗大，何種事實在前述最高法院所述的「刻

意視而不見」基準下會成立教唆侵權，必須觀察後續案例始能得知，本文從企業面

臨教唆侵權風險的觀點，選出4件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一、2013年SynQor「功率轉換器系統」事件
6 

本案涉訟專利為美國專利第7,072,190號專利，系爭請求項1標的為「功率轉換

器系統」。這是一種高效率之DC/DC轉換器系統，運用於大型電腦系統、電信設備

或數據傳輸設備，可將DC直流電轉換為不同電壓。被訴對象是一種稱為「中間總線

架構（intermediate bus architecture, IBA）」的多級分布式電源架構。此架構包含

「前端轉換器」、「中間總線轉換器（intermediate bus converter）」，以及「多個

非隔離調節器」。 

被告Artesyn、Delta、Power-One、Murata、Cherokee、Lineage等多家公司7在美

國境外販售「中間總線轉換器」，這個轉換器是IBA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SynQor

控訴Artesyn教唆與幫助侵害其系爭專利，因為Artesyn明知這種零件會被用於、或一

                                                        
6 SynQor, Inc. v. Artesyn Technologies, Inc., 709 F.3d 1365 (2013). 
7 被告有以下公司：Artesyn Technologies, Inc. and Astec America, Inc., Bel Fuse, Inc., Delta 

Electronices, Inc., Delta Products Corp., and Power-One, Inc., Murata Electronics North America, 
Inc., Murata Manufacturing Co., Ltd., Murata Power Solutions, Inc., Cherokee International Corp., 
and Lineage Power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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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製造的目的就是要用於一輸入美國販售的轉換器系統當中。SynQor同時也控告

在美國販售系爭轉換器系統者直接侵權。 

地區法院進行實體審理，陪審團最後裁定Artesyn教唆侵權該當，並須給付

9,500萬美金的損害賠償。 

Artesyn向CAFC上訴時，所提出的主要爭點包含請求項爭議用語解釋、教唆侵

權成立問題、損害賠償金的計算等。關於教唆侵權，被告上訴主張地區法院給予陪

審團的主觀要件標準指示不正確，以及本案訴訟紀錄中，沒有足夠的證據來支持陪

審團的裁定，即被告對系爭專利在主觀上具有「實際明知」。 

關於教唆侵權成立的基準，地區法院當時對於陪審團的指引如下：「原告必須

證明被告實際上意圖造成該當直接侵權的行為，並且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其行為會

導致直接侵權的結果。如果被告沒有理由注意到系爭專利的存在，則被告也不會承

擔侵權責任。」CAFC認為從整個訴訟過程來看，陪審團應該是知道被告必須具備

「實際明知」的程度，才能該當教唆侵權的主觀要件，因此認為這個指引沒有錯

誤。 

其次，Artesyn辯稱原告沒有提供直接證據來證明任何被告「實際明知」系爭專

利的存在，也沒有任何被告承認這一件事，故SynQor在這一部分未善盡其舉證責

任。惟CAFC回應，對於教唆侵權人主觀上對於系爭專利存在是否「實際明知」，

並不一定只能透過直接證據來證明，情境證據也是可以的。而本案中已經存在的情

境證據，羅列如下： 

(一)被告持有SynQor的產品與產品規格手冊，而上頭則記載了SynQor較早之前

的專利，其中有一件甚至是190號專利曾據以主張優先權的專利。 

(二)SynQor的專家證人表示，被告須耗費極大的功夫才能仿製SynQor的產品，

在這個過程中很難相信被告會沒有發現SynQor擁有相關專利。 

(三)有些被告甚至承認有在監控SynQor的專利申請與布局情況。因此，CAFC認

為相關情境證據已足以證明被告該當「實際明知系爭專利存在」的主觀要件。 

在教唆侵權的部分，CAFC維持了地區法院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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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3年Smith「錨固與操縱組織」事件
8 

本案系爭專利為美國專利第5,601,557號，名稱為「錨固與操縱組織」。系爭專

利涉及一種將軟骨錨固在關節內的方法和裝置，其揭露了透過在骨頭的硬質外殼鑽

孔，與內部不那麼密實的鬆質骨（cancellous bone）連通後，再由外科醫生將一個

體積小但有彈性的裝置擠壓進入該較小的鑽孔中，該裝置又可稱作「錨固器

（anchor）」。當錨固器穿過該鑽孔時會壓縮，一旦進入鬆軟的鬆質骨之後，彈性

就會使其再次膨脹，從而使其保持在原位。代表請求項為第1項方法請求項： 

「一種將構件和縫合線錨固在骨頭中的方法，包含以下步驟： 

在骨頭上形成一個洞； 

將縫合線附於構件上； 

透過將帶有縫合線的構件壓入洞中，使構件放置（lodging）於洞內；以及 

將組織連接到縫合線上，以便將組織固定在骨頭上。」 

原告Smith是系爭專利之被授權人，發明人則為海瑟斯特博士（Dr. John O. 

Hayhurst）。2004年，Smith向美國俄勒岡聯邦地區法院提出專利侵權訴訟，控訴市

場競爭對手Arthrex的4項錨固器產品侵害系爭專利。關於教唆侵權部分，係指當醫

生購買系爭錨固器產品後之使用行為構成直接侵權，而Arthrex則被控教唆與幫助侵

權。 

地區法院審理階段，陪審團一度作出有利於Smith的裁定，認為醫生使用系爭產

品構成直接侵權，Arthrex則該當教唆與幫助侵權，賠償金額高達8,500萬美元。後

來，地區法院對系爭請求項的爭議用語「放置」一詞作出解釋，認為必須要「承受

手術時所有的壓力」才會落入系爭專利之文義範圍，被訴方法則不符合這個文義，

因此不成立直接侵權，因此教唆侵權也不成立。 

Smith上訴至CAFC，在教唆侵權成立的標準上，Smith爭執地區法院給予陪審團

的指引內容，在判斷被告主觀上是否「明知侵權」時，不應該援用Global-Tech案的

「刻意視而不見」標準，而應當援用DSU案中的「明知或可得而知」標準。關於此

點，CAFC認為地區法院在對陪審團進行教唆侵權判斷的指引時，對於DSU案與

Global-Tech案的二種主觀標準都有提及，並特別對這二種標準需要分別注意的問題

                                                        
8 Smith & Nephew, Inc. v. Arthrex, Inc., 502 Fed. Appx. 945 (2013). 



從美國專利教唆侵權判例探討境外間接侵權之風險 55 

專利師︱第四十五期︱2021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作出解釋。而陪審團在這二種標準之下，都作成對於Smith有利的裁定，故CAFC認

為，任何有關指引內容的錯誤，在訴訟結果上都是對Smith無害的。 

第二個爭點是地區法院的法律判決，CAFC在結論上同意Smith，地區法院的法

官依法律自為判決Arthrex不成立教唆侵權時，並未附上具體理由，僅依據Arthrex所

提出的審判後摘要（post-trial briefing）內容。在Arthrex審判後摘要中，敘明其欠缺

主觀上的「明知侵權」，此敘述立基於其員工在訴訟中之證言，解釋系爭產品與系

爭專利的不同之處，並作證Arthrex對於侵權結果欠缺主觀上明知。但陪審團在訴訟

中並不採信這項證詞，因為有其他更重要的情境證據存在： 

(一)相關證據顯示，Arthrex公司的老闆、系爭產品「Bio-Suture Tak anchors」

的首席工程師與研發團隊的領導人，都明知系爭專利的存在。 

(二)另有證據顯示，系爭產品的團隊領導人在自行研究系爭專利的內容之後，

調整了使用系爭產品的相關指導，以達跟系爭專利殊途同歸的效果。 

(三)Arthrex從未嘗試比較其錨固構件與系爭專利的請求項內容，也就是從未嘗

試確認系爭產品是否侵害專利。 

有鑑於上述之情境證據，對於Arthrex在主觀上是否明知的這一項事實爭點上，

陪審團已經得出結論，即Arthrex已具備教唆侵權主觀要件上之必要明知，故該當教

唆侵權。CAFC因此認為地區法院不顧陪審團之裁定結果，逕依法律自為判決

Arthrex不成立教唆侵權，顯係一法律上的錯誤，故撤銷這部分的地方法院判決並發

回更審。 

三、2015年Commil「短距無線基地台」事件9 

系爭專利是US 6,430,395號，涉及一種當移動設備在整個網路區域中移動時，

提供移動設備從一個基地台到另一個基地台更快、更可靠的切換方法。系爭專利教

導了基於「時間靈敏性」來劃分通訊協定，而協定中要求精確時間同步的部分，也

就是即時功能可在基地台執行。 

Cisco係WiFi的「無線網路橋接器」和控制器的主要供應商，而Commil聲稱，

某些Cisco製造與販售的無線網路橋接器和控制器，侵害了系爭專利請求項1、4和

                                                        
9 Commil USA, LLC v. Cisco Systems, Inc., 135 S.Ct. 1920 (2015). 



56  

專利師︱第四十五期︱2021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6。代表請求項為第1項： 

「在包括至少兩個基地台、至少一個與基地台通訊的交換機的無線通信系統

中，一種在移動單元和基地台之間通訊的方法，包含： 

將短距離通訊協定分為用於執行需要精確時間同步的任務之低等級協定，和不

需要精確時間同步的高等級協定；以及 

對於移動單元與基地台的每次連接，在與移動單元連接的基地台上運行低等級

協定的實例，並在交換機上運行高等級協定的實例。」 

Commil先向美國德克薩斯東區聯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控訴Cisco在其網路設

備的使用上，直接侵害了Commil的專利，並透過出售系爭侵權設備供購買者使用，

來教唆他人侵害Commil的專利。 

經過了地區法院二次實體審理程序之後，Cisco被判成立直接和教唆侵權責任。

在教唆侵權的部分，Cisco提出的一個抗辯理由係其「善意信賴（ good-faith 

belief）」Commil的專利權是無效的，地區法院認為這項抗辯理由所出示證據並不

可採。 

案經上訴至CAFC之後，CAFC則認為地區法院錯誤地排除前述證據，在結論上

同意「善意信賴系爭專利無效」得作為被控教唆侵權人的抗辯理由；然而，最高法

院並不認可CAFC的見解，並將其判決撤銷與發回。 

最高法院表示，教唆侵權關鍵要素是「侵權」與否的判斷，這跟「專利有效

性」在法律體系上本身就是兩個不同的命題。專利法第271條(b)項規定被告「積極

地教唆侵權」，這個法條用語形同要求被告意圖「帶來其所預期的結果」，亦即

「侵權」之結果。由於「侵權」和「專利有效性」是專利法下各自獨立的問題，因

此被告關於「專利有效性」的主觀想法不能用來推翻第271條(b)項所要求的「侵

權」主觀要件。當侵權成為訴訟中的爭點時，專利有效性就不是法院要面對的問

題，這種解釋符合人們長期接受的事實，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公理。 

最高法院表示，就邏輯和語意上而言，說「一件無效的專利不能被侵害」，或

者「不能教唆某人去侵害一件無效的專利」，某種程度上是一件簡單的事；但法院

在解釋及適用法律時，必須要先決定當事人一方必須遵循的程序或順序，以證明不

當教唆行為和任何有關於專利有效性的問題。可以肯定的是，原本是直接侵權或教

唆侵權的行為，若系爭專利能被證明是無效的，則結論上沒有任何專利受到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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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的舉證責任分配，以及提出相關論點的時機，都被認為是與專利體系在制

度管理上密切相關的核心議題。「專利無效」是一種正面的抗辯，被告可以嘗試證

明系爭專利無效；如果該專利確實無效，並且係於適當的程序下被證明出來的，則

被告不負擔任何侵權責任，那是因為「專利無效」不是對「侵權」的抗辯，而是對

「責任」的抗辯。 

另外，最高法院認為還有一個不能讓「善意信賴系爭專利無效」作為教唆侵權

之抗辯依據的理由是，被控教唆侵權者就算相信系爭專利無效，實際上也有各種適

當的方式來確認是否真的無效。例如可以向美國專利商標局提起再審查（Cisco在本

案中有提起單方再審查程序）、複審（相當於我國的舉發）等程序，也可以事前向

聯邦法院提起「確認之訴（declaratory judgment）」請求法院判決確認系爭專利無

效，若不幸被控侵權，被控侵權者可以在訴訟中「系爭專利無效」之抗辯，並負擔

相關舉證責任。 

四、2016年Power Integrations「電源供應器控制晶片」事件
10 

本案原告Power Integrations擁有二件系爭專利，分別為US 6,107,851（以下簡稱

「851專利」）與US 6,249,876（以下簡稱「876專利」），為電源供應器之相關技

術。Power Integrations與Fairchild係商業上的直接競爭對手，皆以生產電源供應器的

控制晶片為主業，兩者手上皆握有數項相關領域的專利權，彼此也相互提起過多件

專利訴訟。 

本案由Power Integrations向美國德拉瓦聯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控告Fairchild直

接侵權與教唆侵權兩件系爭專利，被訴產品是SG5841J-type與SG6842J-type兩項控

制晶片產品，直接侵害851專利的請求項18；SG5841J-type產品均等侵害876專利的

請求項1、21；另FAN103-type產品則直接侵害876專利的請求項1、21。教唆侵權的

部分，由於Fairchild販售系爭控制晶片產品於美國國內以及海外市場，有些海外廠

商將這些晶片安裝於自家商品內，進口到美國市場販售，Power Integrations認為這

些海外廠商的行為該當直接侵權，而提供晶片的Fairchild就應該成立教唆侵權。陪

審團最終裁定上述直接侵權均成立，同時亦裁定Fairchild教唆侵權上述請求項。地

                                                        
10 Power Integrations, Inc. v.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International, Inc., 843 F.3d 13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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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法院准許Power Integrations提出的永久禁制令聲請，Fairchild針對教唆侵權的部分

上訴至CAFC。 

Fairchild在上訴階段首先主張地區法院給予陪審團的指引錯誤，關於此點，

CAFC認為系爭陪審團指引有法律上的錯誤，有關於教唆侵權成立的陪審團裁定應

當被撤銷。 

但是，關於「Fairchild請求法官自為判決教唆侵權不成立之聲請遭駁回」的爭

點，CAFC則認為陪審團基於錯誤的指引而作出的裁定被撤銷，跟原告在地區法院

階段是否已提出實質性證據，在邏輯上係屬二事，故必須進一步探討在該等證據出

示後、陪審團並經地區法院正確指引之下，會得出什麼樣的裁定結果。 

基於CAFC所建構的法律標準，Power Integrations在本案必須證明3件事：  

(一)有一第三人直接侵害851、876專利的系爭請求項。 

(二)Fairchild教唆第三人作出上述行為。 

(三)Fairchild主觀上明知第三人受其教唆而作出的行為會導致直接侵權結果。  

Power Integrations首先出示相關證據證明，其於美國國內市場買到的三項產

品，都內含Fairchild提供的侵權晶片，Fairchild對此不爭議： 

(一)HP印表機搭配Astec牌的電源供應器，其中就含有Fairchild生產販售的

SG6846A型控制晶片。 

(二)Acer筆電搭配Lite-On牌的電源供應器，其中就含有Fairchild生產販售的

LTA703S型控制晶片。 

(三)Samsung筆電的電源供應器，也內含Fairchild生產販售的SG6842J型控制晶

片。 

Fairchild抗辯Power Integrations並未提出「實質性證據」，以支持陪審團作出的

「Fairchild教唆第三人直接侵權成立」的裁定。Fairchild抗辯道，其販售系爭控制晶

片於國內外的市場，其最終流向都是無從得知的，係屬「市場不可知論（market 

agnostic）」。Power Integrations未能證明Fairchild係基於教唆侵權的「特別意圖」

而採取「主動的步驟」以鼓勵第三人的直接侵權產品進入美國市場。 

然而， CAFC 卻不認同 Fairchild 對於相關 證據的描 述，反倒 認為 Power 

Integrations已經提出了關鍵的情境證據，證明Fairchild有採取主動的步驟以鼓勵第

三人進口直接侵權產品進入美國。羅列相關證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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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Fairchild的控制晶片，都是依照美國加州能源協會（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 CEC）以及能源之星（Energy Star）的相關標準去作設計的。 

(二)Fairchild一直是以美國市場為主要競爭之處。 

(三)Fairchild提供內含系爭控制晶片的展示板（demo board）給國內的顧客及潛

在顧客。 

(四)Fairchild的官方網站設有連結到於國內販售系爭控制晶片的經銷商，讓顧客

可以更輕易購得系爭產品。 

(五)Fairchild在國內設有技術支援中心，提供國內顧客有關系爭控制晶片的技術

服務。 

(六)Fairchild公司的服務條款甚至表明，在顧客侵害美國專利時，會擔保顧客的

賠償責任。 

針對第一項證據，Fairchild抗辯美國加州能源協會的標準早已被多國採用；但

就連Fairchild自己的證人都承認，上述標準就是美國國內的標準，而且許多國家早

已採用其他更嚴格的能源標準，故CAFC認為被告依照CEC的相關標準設計其控制

晶片，顯然就是針對美國市場，故與教唆行為是有相關的。 

另就第三項證據，Fairchild抗辯提供市場展示板只是一般的廣告行為，而且其

控制晶片有非侵權用途；但CAFC表示，Fairchild忽略了系爭控制晶片只有在「國

外」使用時才有非侵權用途。CAFC更指出，上述情境證據或許在個別上無法滿足

舉證程度，但若整體觀之，已足以成為一個實質性證據，讓陪審團作出被告該當教

唆侵權的裁定；Fairchild針對個別情境證據的離散式抗辯，恐有見樹不見林的問

題。 

Fairchild作出最後掙扎，提出另一個地區法院法官應自為判決教唆侵權不成立

的抗辯理由：Power Integrations無法建立「被告據稱的教唆行為與第3人的直接侵權

行為」之間的關係。換言之，今天Power Integrations僅僅是證明3家廠商（HP、

Acer、Samsung）的產品內含系爭控制晶片，但沒有證明被告曾明確教唆3家廠商將

控制晶片裝入自家產品裡，豈能逕為認定該當教唆行為？CAFC則認為此抗辯並無

太大意義，因為前述之情境證據已證明被告有採取主動的步驟去鼓勵第三人進口直

接侵權產品進入美國市場，這個第三人應視為一個「整體的顧客群（包含HP、Acer

和Samsung）」，陪審團已足以判斷被告教唆其顧客群作出直接侵權行為；原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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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不需要證明到被告與個別顧客之間的行為或關係。 

CAFC最後得出結論，認為陪審團若能經由地區法院正確指引，基於前述的情

境證據，是有可能作成Fairchild教唆侵權成立的裁定，因此Fairchild請求地區法院自

為判決教唆侵權不成立的聲請並無理由。有關教唆侵權的部分，撤銷與發回地區法

院重新審判，相關爭點亦留待陪審團重新基於地區法院正確的指引來作出裁定。 

肆、案例啟示與討論 

一、教唆侵權者的損害賠償責任 

美國專利法第271條(b)項所規定的教唆侵權，是指行為人「教唆」另一個直接

侵權行為人侵害他人專利權。教唆侵權的前提要件是必須有直接侵權的存在，才會

有教唆侵權，如果直接侵權不成立，就不會有教唆侵權。 

企業就研發成果申請取得專利權，就是要排除他人模仿其專利。取得專利權的

發明登載於專利公報公開，他人則可將其作為先前技術，作更進一步的研發。企業

也可以購買專利產品來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發，但模仿他人專利權的產品，或者是不

成功的迴避設計，都是侵害專利權的違法行為。本文所舉案例的被告，幾乎都是購

買了專利權人的產品來研究，最後或許有做修改，但仍落入專利權範圍，在成立直

接侵權的部分都沒有太多爭議。 

專利直接侵權有文義侵權與均等侵權，兩者都滿足教唆侵權的前提要件。被告

製造產品可能做了迴避設計，如果迴避不成功，仍被法院認為構成均等侵權，則被

訴教唆者，以直接侵權者有迴避設計為由抗辯無教唆侵權責任，是無用的抗辯。例

如Global-Tech「油炸鍋」事件被告後來對產品進行修改仍成立均等侵權，Power 

Integrations「電源供應器控制晶片」事件SG5841J-type產品均等侵害系爭請求項，

兩者都成立教唆侵權的前提要件。 

雖然需要有直接侵權行為人的存在，但教唆者可以單獨列為被告，並不需要將

直接侵權行為人列為共同被告才能起訴。第271條(b)項規定教唆者會被歸責為侵害

專利權，既然是侵害專利權，專利權人可對教唆者請求損害賠償，或請求法院發出

永久禁制令。教唆者也可能同時有直接侵權及間接侵權的行為，自己製造、販賣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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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產品的行為是直接侵權，教唆他人製造、販賣被訴產品的行為則是教唆侵權，此

時損害賠償額會就兩個行為的責任分別計算。例如，Global-Tech「油炸鍋」事件，

被告Pentalpha教唆3名被告直接侵害專利權，地區法院陪審團裁定損害賠償額是487

萬美金，包括教唆3家公司販售被訴油炸鍋；另外，SynQor「功率轉換器系統」事

件的教唆侵權責任之賠償金額高達9,500萬美金，Smith「錨固與操縱組織」事件的

教唆侵權責任則有8,500萬美金的損賠。 

二、教唆侵權者的行為地可能在境外 

專利權具有屬地性，在美國取得專利權當然只有在美國境內有權利，直接侵權

的行為地當然是在美國11。如果專利權人發現境外有侵害專利權行為，必須要到行

為地的國家行使權利，當然前提是要在這個國家先申請取得專利權。 

然而，教唆侵權者的行為地在境外時，只要直接侵權的行為地在美國，專利權

人就可以在美國起訴主張被告教唆侵權。例如，DSU「保護針筒」事件的被告是澳

洲公司，教唆美國境內公司直接侵權；Global-Tech「油炸鍋」事件的被告Pentalpha

是香港公司，教唆3名美國的經銷商直接侵害專利權；SynQor「功率轉換器系統」

事件的被告Artesyn公司是在美國境外販售被訴產品，被訴稱教唆境內廠商侵權；

Power Integrations「電源供應器控制晶片」事件，被告Fairchild在美國境外販售被訴

晶片給HP、Acer、Samsung 3家廠商裝在電源供應器，再進口到美國，進口行為是

直接侵權，Fairchild在境外販售晶片的行為則被訴稱教唆侵權。 

因此，只要是最終商品會進入美國的企業，都要注意教唆侵權的問題。美國是

我國企業倚賴很深的市場，我國企業不能只注意出口產品到美國的直接侵權問題，

還要注意行為地在我國的教唆侵權問題。就算在貨船上將產品交給美國經銷商，也

可能會被訴教唆侵權，Global-Tech「油炸鍋」事件的香港廠商就是典型案例。 

三、「銷售」行為被視為「教唆」行為的風險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Global-Tech判例中指出，「意圖」是教唆侵權的主觀要件

之一，「教唆」是「藉由勸說及影響，而勸誘、影響、說服、打動他人」，而且

                                                        
11 在此不討論美國專利法第271條(f)項的境外侵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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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唆行為」必須包含行為人採取「主動的步驟」來達成其所意欲的結果。最高法

院在本案中舉二手車銷售員為例來說明之： 

「當一個人積極地教唆他人去實行某些行為時，該教唆人明顯地知道該動作所

帶來的結果。如果一個二手車銷售員教唆一名顧客去購買一輛車，該銷售員必定知

道所想要的結果就是購買一輛車。但何種情況可以說該銷售員教唆該顧客去購買一

輛『毀損的車』？這只是指該銷售員教唆該顧客購買一輛車剛好是損毀的而該銷售

員可能不關心？或者是指該銷售員知道該輛車子已經毀損？」12 

這個舉例頗值重視。教唆他人侵害專利權，例如教唆他人「販賣」專利物品的

侵害專利權行為，並不需要證明教唆者勸誘、影響、說服、打動他人「販賣」專利

物品，只要能證明教唆者勸誘、影響、說服、打動他人「購買」專利物品即可，正

如二手車銷售員遊說顧客「購買」損毀的車輛。 

最高法院隨後提出「刻意視而不見」原則，是指教唆者對於被教唆者侵害專利

權的行為刻意視而不見，只要能證明教唆者知道系爭專利的存在，也知道這個銷售

的產品侵害系爭專利權，或者侵害系爭專利權的可能性很高，卻故意當作沒看到，

即可能成立教唆侵權。 

以上所舉的教唆侵權案例，被告都是「販賣」侵權產品給直接侵權行為人而不

是教唆直接侵權行為人「販賣」：Pentalpha販賣油炸鍋給經銷商，Artesyn公司販賣

中間總線轉換器給中間組件架構的製造商，Arthrex販賣四項錨固器產品給醫生，

Cisco販賣無線網路橋接器和控制器給無線基地台業者，Fairchild販賣電源供應器的

控制晶片給HP印表機、以及Acer和Samsung的筆電。 

四、境外銷售專利品的上游廠商是被訴教唆侵權的高風險對象 

「販賣」的行為是直接侵權的行為之一，既然是直接侵權，權利人當然可以將

販賣者當作被告直接起訴，不必捨近求遠主張教唆侵權。權利人主張教唆侵權，還

要證明行為人主觀要件，要比主張直接侵權困難得多。 

則專利權人為何要主張教唆侵權而不主張直接侵權？本文所舉案例有兩種類

型：第一種類型是教唆者販賣的行為在境外，所以無法主張直接侵權，例如

                                                        
12 563 U.S. 75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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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talpha在境外販賣油炸鍋、Artesyn公司販賣中間總線轉換器給下游製造商、

Cisco販賣無線網路橋接器和控制器給無線基地台業者、Fairchild在境外販賣電源供

應器的控制晶片給境外印表機、筆電製造商後進口到美國；第二種類型則是無法向

直接侵權者主張權利，例如使用Arthrex販賣之錨固器的醫生，因為美國專利法第

287條(c)(1)規定不得對醫療工作者行使權利。 

亦即，銷售專利品給下游廠商再銷售或者使用，只要下游廠商再銷售或使用者

使用的地點是在美國境內而構成直接侵權，則在境外進行銷售行為的上游廠商，是

被訴教唆侵權風險最高的對象。而專利權人主張教唆侵權，可以阻擋境外上游廠商

的供貨行為。 

五、教唆侵權成立基準與地區法院的陪審團指引 

雖然上游廠商在境外銷售專利品被訴教唆侵權之風險頗高，但仍要滿足主觀要

件才會成立教唆侵權。被告在訴訟時當然否認有教唆行為，負擔舉證責任的原告專

利權人，很難找到直接證據證明行為人主觀上有「教唆」行為，只能從教唆者與被

教唆者的關係、情境證據來證明。教唆侵權的成立，最高法院提出「刻意視而不

見」基準，專利權人舉證證明被告特別意圖、積極鼓動他人的程度，CAFC所提出

的「故意漠視」的程度還不足，要跨過「刻意視而不見」的門檻，才能成立教唆侵

權。 

教唆侵權是否成立是事實問題，在地區法院審理時會交給陪審團決定，法官會

將教唆侵權成立的標準給予陪審團指引，讓陪審團在這個指引下進行判斷。從專利

法第271條(b)項的條文本身來解釋，須具備「特別意圖」方能該當，提起侵權訴訟

的原告必須證明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教唆行為會導致專利侵權的結果，被告

還必須「明知系爭專利的存在」，也是原告在舉證責任要證明之事。 

地區法院法官給予陪審團的指引對於教唆侵權是否成立相當重要，敗訴者上訴

到CAFC時可以爭議這個指引有錯誤。SynQor「功率轉換器系統」事件中，被告上

訴時爭議陪審團指引有錯誤，但CAFC維持原判。這個被維持的指引決定教唆侵權

成立的基準，頗值參考：「原告必須證明被告實際上意圖造成該當直接侵權的行

為，並且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其行為會導致直接侵權的結果。如果被告沒有理由注

意到系爭專利的存在，則被告也不會承擔侵權責任。」 



64  

專利師︱第四十五期︱2021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六、何種情境證據會構成教唆侵權 

根據前述陪審團指引，專利權人只要提出情境證據，讓陪審團相信，被告明知

或可得而知系爭專利存在，系爭產品侵害系爭專利權的可能性很高，卻刻意視而不

見，就有可能讓陪審團作成教唆侵權成立的裁定。也就是只要讓陪審團相信，教唆

者其實知道該產品侵害專利，卻故意當作沒看到，還把產品賣給經銷商。 

Global-Tech「油炸鍋」事件的被告Pentalpha購買了專利產品進行仿製，先將仿

製品賣給一家美國經銷商Sunbeam，該公司被訴直接侵權後和解，此時專利權人並

沒有提出教唆侵權告訴。Pentalpha已經知道產品被訴，還繼續賣給另外兩家經銷

商，才被訴教唆侵權。Pentalpha似乎認為製造地不在美國，也不是直接侵權被告，

只要有經銷商下訂單就繼續製造販賣，專利權人認為始作俑者就是Pentalpha，而將

其列為教唆侵權的被告。 

SynQor「功率轉換器系統」事件中，被告持有專利權人產品的規格手冊，上面

記載專利號，有專利家證人證稱被告仿製專利產品不易，被告也承認有監控原告專

利申請與布局，從這些情境證據，CAFC維持了地區法院成立教唆侵權的判決。 

Smith「錨固與操縱組織」事件中，直接侵權者是醫生，情境證據顯示，被告的

老闆、系爭產品的研發團隊都知道系爭專利存在，並且研究系爭專利。地區法院依

賴這些情境證據作成教唆侵權不成立的法律事項判決，CAFC就同樣的情境證據，

認為這個判決有誤而將其撤銷。 

Power Integrations「電源供應器控制晶片」事件中，情境證據顯示Fairchild提供

被訴晶片的展示板給顧客、官方網站設有連結到於國內販售系爭控制晶片的經銷

商、在國內設有技術支援中心、擔保顧客侵害專利權時的賠償責任。 

這些案例的被告上訴CAFC時，幾乎都先抗辯專利權人舉證程度不足以證明有

教唆行為，但都被CAFC否定。CAFC是從地區法院實體審理時所呈現的情境證據來

判斷，並不要求專利權人提出直接證據證明被告有教唆行為。 

綜合以上案例可知，客觀的情境證據如果能呈現企業已經知道其產品在美國境

內會侵害他人專利權，尤其是根據專利權人之專利或專利產品進行研發，還故意當

作不知道而將產品出售給直接侵權行為人，很有可能成立教唆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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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善意的信念及製作不嚴謹的專家意見無法當保護傘 

專利教唆侵權爭訟事件中，專利權人必須證明被告明知第三人受其「教唆」而

作出的行為會導致直接侵權的結果。被告方則常常以相信這個產品不會侵害專利、

或者相信專利無效，用來作為防禦的武器，也就是被告有善意的信念，相信不會有

直接侵權的結果，因此抗辯教唆侵權不成立。很不幸的，這個善意的信念無法作為

教唆侵權的保護傘。 

2015年Commil「短距無線基地台」事件中，被告抗辯稱其「善意信賴」系爭專

利權是無效的，最高法院指出教唆侵權關鍵要素是「侵權」與否的判斷，這跟「專

利有效性」在法律體系上本身就是兩個不同的命題，不能讓「善意信賴系爭專利無

效」作為教唆侵權之抗辯依據的理由。 

Global-Tech「油炸鍋」事件的被告Pentalpha明明購買了專利權人的產品進行仿

製，還請一名紐約律師在檢索與分析了26件專利之後，作成系爭產品未侵害專利的

法律意見。很難相信一份製作嚴謹的專利檢索與分析報告，竟然找不到系爭專利，

以常理推斷，若不是分析報告製作不夠嚴謹或專業度不足，就是Pentalpha要求不要

將系爭專利放進法律意見中。 

行為人徵詢專家意見，認為系爭專利權無效或不侵害的可能性很高，而形成善

意的信念，只要專家意見製作嚴謹，可以用來避免故意侵害最高達三倍懲罰性賠償

之索賠13，卻無法用來脫免侵害專利權之索賠。同樣地，也不能用來脫免教唆侵權

之索賠。 

因此，製作不嚴謹的報告，不論是檢索品質不佳沒找到系爭專利，或者是侵權

比對專業度不夠，都無法成為被訴教唆侵權的保護傘。根據專家意見，相信系爭專

利無效的善意信念，也無法作為被訴教唆侵權的保護傘。 

八、降低被訴教唆侵權風險的方法 

雖然本文所舉案例都是對被告不利，卻也不需草木皆兵，教唆侵權案件畢竟還

                                                        
13 參閱最高法院Halo Electronics, Inc. v. Pulse Electronics, Inc., 136 S.Ct. 1923 (2016)，以及發回

更審的Halo Electronics, Inc. v. Pulse Electronics, Inc., 281 F. Supp. 3d 1087 (2017); Stryker Corp. 
v. Zimmer, Inc., Not Reported in Fed. Supp.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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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見，也有成立的難度。 

侵害專利權的產品，從製造廠製造完成，出售給大盤商、中盤商、再到零售

商，每一個階段經手的廠商，只要有「製造」或「販賣」專利產品的行為，都是直

接侵害專利權的行為。如果這些廠商都在美國境內，都可能被列為被告起訴。任何

一家製造商或經銷商，留意他人專利權的存在以避免侵權，本來就是現代企業經營

者所必需的，特別是涉及競爭業者的專利權更要小心，因為被訴風險更高。本文所

舉案例之教唆侵權被告，如果是在美國境內，應該不致於對於他人專利權的存在如

此輕忽。問題就在於，這些被告處在境外販賣，可能認為沒有直接侵權即可，而忽

略了教唆侵權的問題。 

因此，降低教唆侵權風險的方法很簡單，只要將自己當作是在美國境內，留意

有無侵害他人專利權，即可大幅降低風險。 

伍、結 論 

美國是我國產業所倚賴的龐大市場，我國企業有強大的製造與設計能力，獲得

許多來自美國的訂單。有些訂單來自美國的品牌廠商或是專利權人的代工需求，有

些訂單則來自美國經銷商，後者著重在市場的需求以及利潤，是否侵害他人專利權

的意識未必足夠，接單製造的廠商需自行注意侵害專利權的問題。 

我國專利法並沒有間接侵權的規定，因而企業很容易用我國的專利法觀點來面

對美國的專利問題，而輕忽教唆侵權的風險。近年美國案例顯示，不論是終端產品

直接出口到美國，或是出口晶片控制器到中國大陸或其他國家的製造基地再出口到

美國，只要產品最終流向美國，我國企業都必須注意美國教唆侵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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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專利間接侵權：如何適用 
現行法及修訂新法以達適 
切均衡 

王立達* 

專利權之侵害態樣可以區分為「直接侵權」（direct infringement）及「間接侵

權」（indirect infringement）兩類，其中間接侵權可再分為誘引侵害（inducement of 

infringement）及輔助侵害（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兩種。誘引侵害乃係第三人

以說明書、使用說明等方式，透過誘使、鼓勵等積極行止，促使直接侵權人侵害他

人專利，相當於一般法律上所稱之教唆或造意行為。至於輔助侵害行為，乃是對於

他人侵害專利行為給予具體幫助，產生積極助援、鼓舞他人侵害專利權之作用1，例

如生產、販賣或進口特別適用於專利物品之零組件，或是專門用於專利方法之物或

                                                        
DOI：10.3966/221845622021040045006 
收稿日：2021年2月26日 
* 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曾任副院長暨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2017-2019）。本文初稿曾經以

「專利間接侵權：我國如何適用現行法與增修新法」為題，發表於108年度智慧財產權相關

訴訟議題暨新興技術研討會，2019年4月19日，新北市：智慧財產法院，感謝智慧財產法院

陳國成院長、與會法官及理律法律事務所簡秀如、張哲倫律師等實務界專家於會中給予鼓勵

並提供寶貴意見。陳師敏檢察官、Antpire新創團隊的李玄先前一起進行判決實證研究，共

同分析調查發現，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班鄭祥文同學於寫作過程中協助

蒐集相關資料，審查委員於投稿過程中惠賜專業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1 曾陳明汝，兩岸暨歐美專利法，2009年，1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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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基本上屬於幫助直接侵權得以實現的一種行為型態。上述兩種類型的間接侵

權行為，雖然並未直接侵害該物品或方法之專利權，但是分別以不同方式對於專利

權的法律保護及經濟價值構成實質威脅，促成專利權侵害的實際出現，是以究否令

其與直接侵權人一同負擔專利侵害之法律責任，就相當值得討論2。 

對於專利權侵害，我國專利法現今僅規定直接侵權之侵害態樣，對於誘引侵

權、輔助侵權等出自間接行為人之專利侵權態樣並未設有規定。從法律體系而言，

專利權在性質上作為一種私法權利，其侵害應該如同於其他一般私權受到侵害，同

樣構成民法第184條以下所規定的侵權行為。既然專利法本身對於間接侵權目前留

白未予規定，似乎可以回歸適用民法規範。民法第185條第2項規定，造意人及幫助

人視為共同行為人，對於侵權行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似乎足當作為我國專利權

間接侵害之規範依據。然而事實上，本項規定在專利權侵害案件之適用情形多不易

符合此一預期，不僅國內至今司法案件數目仍舊不多，且因專利間接侵權在規範考

量與行為結構上有其特殊性，相較於其他國家在專利法中設置特別規定，我國以民

法侵權行為之一般規定加以規範，不免無法顧及在企業行銷競爭之產業環境中發展

出來的專利間接侵權行為模式，以及相對應的法律規範考量與特性。而且跨越不同

法律的條文適用，在司法實務操作上容易出現脫落失誤與詮釋上的不一致。基於以

上問題，如何透過解釋論與立法論，對於專利間接侵權責任恰如其分地予以規範，

就成為我國專利法現階段一直有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智慧局」）在2008～2009年研議全面修正專利

法之時，曾經先後提出三個不同版本的間接侵權修法草案3，然而國內產業界反對聲

浪甚高，認為可能引發專利權人權利濫用，以間接侵權為由浮濫提起法院訴訟，經

                                                        
2 陳昭明，專利權侵權行為之研究──以間接侵害為中心，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專業碩士班碩士

論文，2007年，2-3頁。 
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侵權修法相關議題97/10/31會議資料，7-9頁，網址：http://www. 
 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間接侵權-諮詢會議資料971023修正版.pdf；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98/2/6起公聽會會議資料（pdf檔），94頁，網址：http://www.tipo.gov.tw/public/ 
 Attachment/專利草案修正版.pdf；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110頁，

網址：http://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980526%E5%B0%88%E5%88%A9%E6%B3 
 %95%E4%BF%AE%E6%AD%A3%E8%8D%89%E6%A1%88%E6%A2%9D%E6%96%87%E5 
 %B0%8D%E7%85%A7%E8%A1%A8.doc，最後瀏覽日均為2021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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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數次公聽會與一再研擬，仍然無法消弭產業界心目中的此種疑慮4。尤其當時我國

廠商供應晶片等關鍵零組件予中國白牌手機等侵權風險高之電子產品製造商的商業

模式較為盛行，更是提高國內廠商對於捲入間接侵權司法訴訟案件的法律風險顧

慮。智慧局面對此種狀況，最後亦以此種可能性與不確定性為由，認為應由智慧財

產法院（以下簡稱「智財法院」）累積更多實務案例之後，再行評估修法明文承認

間接侵權責任之必要性與可行性。因此在2009年8月3日報請經濟部審查之專利法修

正草案中，智慧局最終並未納入間接侵權責任之條文規範5。 

筆者於2014年與共同作者就此課題曾經發表專題論文6，整理美歐兩地對於專利

間接侵權之法律規範，將智慧局最後一版修法草案與之加以比較，並且檢索2004年

7月起10年間我國有關專利間接侵權的司法裁判，對之進行實證研究，就調查統計

結果進一步加以分析評論。然而本議題具有相當深度，雖然當時對於我國專利間接

侵權之規範方式已經提出初步建議，但是對於應採取之保護強度與規範範圍並未加

以論及，對於正式引進專利間接侵權責任所衍生之相關問題也還未能從法理層次深

入探討分析。本文將在先前拙文所建立的基礎上進一步拓深拓廣本議題之研究，針

對前次未及研究的相關重要問題，參酌近年來國內外學說實務之最新發展，進行更

為深入透徹的法理探討，希望能夠為本議題相關規範原則打下堅實而有洞察力的理

論思辯基礎。 

我國專利間接侵權責任在專利法未有相關規定之下，長久以來相當程度處於曖

昧不明的不確定狀態，無法有效發揮其規範功能。筆者認為專利間接侵權相關規範

一方面亟待透過解釋論及立法論加以強化，另一方面如果其涵蓋範圍過於廣泛，有

可能讓專利權人就申請專利範圍中未取得專利保護之個別技術元件事實上取得排除

他人供應之專屬權利。如此一來，不僅實質上係以隱諱方式擴張系爭專利原本法定

之保護範圍，也可能在無意間涵蓋不具專利保護要件的個別零組件，其背後有無足

                                                        
4 智慧局：間接侵權不納入修法，工商時報，2009年8月6日，C4版；「新增「間接侵權」的

制度，律師：恐濫訟 提高產業風險，經濟日報，2009年7月24日，D3版；間接侵權規範 

衝擊代工業，經濟日報，2009年7月24日，D3版。 
5 參見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專利間接侵權制度將不納入本次專利法修正草案，智慧財產季

刊，2009年10月，71期，42頁。 
6 王立達、陳師敏，專利間接侵權之制度規範：我國判決實證研究與法制建議，科技法學評

論，2014年12月，11卷2期，4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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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撐的正當性基礎，令人懷疑。故在鞏固強化專利間接侵權責任的同時，對其涵

蓋範圍應當適度加以限縮，俾能在確保專利保護之有效性、避免規避以及遏止專利

權人排他範圍不合理的對外擴張之間，求取適切而有足夠正當性之均衡狀態。 

本文行文架構總共區分為五個部分，首先說明專利間接侵權責任的發展源起與

規範目的，第二部分再從先前實證調查結果與近來學者研究出發，檢視國內司法實

務將民法第185條第2項適用於專利侵權案件之實際狀況。第三部分探討醫藥專利特

殊使用環境所凸顯的教唆行為與直接侵權間的因果關係問題。第四部分以智慧局曾

經提出的修法草案條文為起點，對於立法論上如何建構妥善適切的間接侵權規範，

挑選四大問題，結合理論及國內實務進行深度思辯，提出具體建議。第五部分簡要

總結全文。 

壹、專利間接侵權責任之源起與規範目的 

專利間接侵權責任最早來自美國案例法，起源於1871年聯邦康乃狄克州地方法

院的Wallace v. Holmes判決7。本案系爭專利乃是由燃燒器與燈罩所組成的改良式照

明燈具，說明書指出其特點在於提高火焰的位置，使得燈罩底部與燃燒部位分離，

以降低其溫度，方便於熄燈時徒手將燈罩移除。整體燈具結構請見系爭專利代表性

圖示，其中A為燃燒器，E為燈罩（由玻璃等材質製成），D為燈罩座，h為彈簧或

分叉，用以固定燈罩8： 

                                                        
7 Wallace v. Holmes, 29 F. Cas. 74 (C.C.D. Conn. 1871). 
8 See id. at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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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被告銷售的燃燒器，在h部位以螺旋狀彈性線材取代彈簧或分叉，當事人

咸認構成系爭專利中燃燒器的均等物，並未加以爭執。被告並未製造銷售燈罩或其

與燃燒器之組合，僅單獨供應上述燃燒器，但在店面向顧客行銷展示時將之與燈罩

結合在一起，以顯示較同類產品更為優越的特性9。該燃燒器與燈罩如果未能結合在

一起，各自均屬無用之物，被告意圖供侵權之用的意圖相當明顯。法院認為本案被

告產製之燃燒器，本意即在用以侵害系爭專利，被告行為不僅協助，而且積極誘引

顧客將燃燒器與燈罩組合在一起，製成系爭專利物品而致生專利侵害，倘若不加以

禁止，系爭專利將變得毫無價值10。 

然而，囿於全要件原則（all-elements rule），申請專利範圍中個別請求項所描

述的技術元件必須全數為單一主體或是多數主體共同實施，方才構成專利侵權11。

間接行為人通常僅提供侵害專利所需的重要零組件，或是教導顧客如何實施系爭專

利，由顧客在其協助或指導下實施系爭專利的全部技術元件，間接行為人本身並未

完整實施系爭專利，難以構成專利侵害。為了適切規範此種實質幫助或引發他人侵

害專利之行為，承審法院將本案情形與侵權法上的共同行為人（joint tort-feasor）加

以類比。法院認為本案被告生產銷售僅可用於侵害系爭專利的燃燒器，事實上等同

於對顧客提出與合適燈罩結合以製成系爭燈具的要約。而顧客既然願意購買此種用

途單一的燃燒器，實際上等同願意接受此一要約，同意找到合適的玻璃燈罩，接續

                                                        
9 Id. 
10 Id. at 79-80. 
11 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專訴字第69號民事判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侵權判斷要點，

2016年2月，第4.2.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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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系爭專利之侵害行為。此種彼此約定分工以完成侵害行為的基本形貌，與美國

侵權法上共同行為人的構成特徵若合符節，法院認為依照普通法上類推

（analogize）判決先例的案例法發展方法，應可援用共同直接侵權之法律效果，建

立專利間接侵權責任，將實質誘引、輔助他人侵害專利之間接行為人同樣納入侵權

責任之涵蓋範圍。 

由上述間接侵權最初創始案件的案例事實，以及承審法院在判決中所顯示的政

策考量與法律論理，可以看出間接侵權責任的原始建制目的乃為避免間接行為人透

過輔助、誘引等方式，實質發動他人完成專利侵害之後，卻又藉由全要件原則規避

己身的專利侵害責任，導致專利法對於技術創新所提供的法律保護遭到規避，專利

價值遭到破壞。為了避免實際引發專利侵權的間接行為人得以逍遙法外，免於法律

制裁，間接侵權責任從美國開始，逐漸遍及於各國，以填補此一漏洞。尤其直接侵

權人若為一般消費者，對於專利侵害可能並無故意過失，大陸法系國家專利侵權之

損害賠償採取過失責任主義，無法對其請求賠償12。即使是在英、美等採取無過失

嚴格責任的國家，由於個別消費者侵害規模與資力都非常有限，專利權人行使權利

的成本高，難以對其完整求償，還容易導致大眾不良觀感，對其求償的可行性相當

低。因此背後供應侵權所需主要器材、裝置、零組件，或是指導消費者侵權方法的

企業，假若可以免於幫助或教唆（造意）侵權之責任，專利權人將難以遏止專利侵

害持續發生，其所受損害也將無法獲得填補。是以間接侵權責任之制度目的，主要

乃係在確保專利保護之實效性13。 

                                                        
12 例如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訴字第5號判決、97年度民專上字第20號判決、100年度民專訴

字第69號判決。 
13 亦可參見王立達、陳師敏，註6文，46-48頁。另有學者認為，無體財產權之侵害及其損害內

容往往無從察知，即使嗣後以損害賠償給予救濟，所造成的損害也未必能夠填補回復，故主

張智慧財產間接侵權制度之重點，應係在於事先預防權利侵害之發生；李素華，民法第185
條第2項適用於專利侵權爭議之構成要件與內涵──從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民專訴字第66號

民事判決談起，裁判時報，2019年10月，88期，33-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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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行法適用狀況與法理面檢討評析 

就我國現行法而言，學說上大多肯定教唆、幫助專利侵害可適用民法第185條

第2項規定，構成間接侵權，與直接侵權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14。至於司法實務上

適用本條規定判定間接侵權之情形，本文根據作者先前參與之實證調查結果15，輔

以學者近期觀察，在本部分摘其重點予以析述，以呈現目前實務上解釋適用之實際

狀況，並且進一步從法理層面檢討評論。 

一、我國司法判決實證調查 

本文作者曾與共同作者合作，對10年間（2004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全

國各級法院適用民法第185條（含第1項及第2項）之專利民事裁判進行檢索，扣除

裁定、上下審級重複案件、非專利案件、未討論共同侵權之裁判，有關專利共同侵

權之案件數目總計為119件。其中原告主張被告間接侵害專利，以及法院對此爭點

之認定結果，案件數目分布狀況統計如下表16： 

表 專利共同侵權案件請求權基礎與法院認定情形對照表 

智慧財產法院                                             （單位：件數） 
 共同侵權 

§ 185Ⅰ 

公司法 
§ 23Ⅱ 

造 意 
§ 185Ⅱ 

幫 助 
§ 185Ⅱ 

原告主張 41 34 5 5 

法院認定成立 20 28 1 1 

不成立 15 3 4 5 

部分被告成立 2 2   

 

 

                                                        
14 蔡明誠，專利侵權要件及損害賠償計算，2009年，8-11頁；李文賢，專利法要論，2005年，

250-251頁；陳智超，專利法理論與實務，2002年，316-320頁；林洲富，專利侵害之民事救

濟制度，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436-438頁。 
15 王立達、陳師敏，註6文，65-75頁。 
16 同前註，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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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                                        （單位：件數） 

 
共同侵權 
§ 185Ⅱ 

公司法 
§ 23Ⅱ 

造 意 
§ 185Ⅱ 

幫 助 
§ 185Ⅱ 

原告主張 73 54 2 2 

法院認定成立 33 41 0 2 

不成立 18 7 2 2 

部分被告成立 6 5   

二、應修法承認，並限制間接侵權之涵蓋範圍 

前述實證調查發現，國內涉及專利共同侵權的判決中，多數認為專利法雖無明

文規定，不過基於專利權侵害乃是特殊型態侵權行為的體系觀點，認為民法第185

條應可適用於專利侵權案件，同條第2項規定的造意及幫助行為亦同17。然而上表調

查結果顯示，無論在智財法院還是一般民事法院，專利權人主張民法第185條第2項

造意、幫助等間接侵權的案件數量相當稀少，為法院接受而認定成立間接侵權的案

件數目更少。這項結果著實令人大感詫異，為了規避專利侵害的法律責任，國內應

該會有一定數目打算運用他人專利技術牟利的企業，故意提供半成品，指導消費者

自行完成專利請求項中最後一、兩個步驟，以逃避本身可能觸犯的專利侵權責任。

在產業中實際存在的專利間接侵權行為，應該不致於像統計數字如此低落才是。由

此看來，我國專利法未明文承認間接侵權，對於本類型侵權責任在訴訟實務上的主

張與認定，似乎或多或少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響。 

然而不僅如此，國內司法實務尚且有判決見解明白表示：「依我國專利法規

定，專利侵權行為並無所謂直接侵害與間接侵害之分。而原告……主張本件被告之

行為構成專利權之間接侵害云云，亦有誤會……，核與英美法上所指專利之『間接

侵害』無涉。18」亦即否定專利權侵害可以適用民法第185條第2項，而有出現間接

                                                        
17 依學者研究，採此肯定觀點的司法實務見解，最早可以溯自臺中地方法院91年度訴字第2539

號民事判決與臺灣高等法院93年度上易字第44號民事判決；鄭菀瓊、詹喨嵎，專利間接侵權

責任：美國法與台灣法比較觀點之對照，收錄於智慧財產訴訟制度相關論文彙編第4輯，

2015年，203-206頁。 
18 新竹地方法院95年度重智字第8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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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之可能。其後2008～2009年間，智慧局曾經研議修改專利法明文承認間接侵

權，經過多方徵詢及討論，最後決定暫時打消此意19。在此之後又有實務判決否認

民法第185條第2項規定可茲適用於專利侵權案件20。惟按智慧局當時決定暫不修法

的理由，並非否認民法侵權行為有關造意、幫助之規定可以適用於專利侵權，反而

希望法院將民法第185條第2項規定適用於專利權侵害案件中，逐步累積實際案例，

以便摸索釐清專利法上間接侵權規定內容應該如何形塑較為妥當21。雖然如此，上

述司法實務一再出現的否定見解，顯示法院未必肯認民法有關造意、幫助之侵權行

為規定可以適用於專利案件，也凸顯了專利法未能明文承認間接侵權責任，導致間

接侵權在實際專利個案中容易遭到質疑或是忽視的現實狀況。由此觀察，將間接侵

權責任納入專利法規範，藉由修法明文加以確認的必要性，確實不容忽視。 

此外，民法上的「幫助」概念較為廣泛，涵蓋各式各樣與權利侵害結果具有相

當因果關係，可以助力促成不法侵害他人權利的行為態樣22。專利間接侵權回歸適

用民法第185條第2項的結果，有可能導致間接侵權責任除了包含引發專利侵權的重

要幫助行為，也涵蓋較為邊緣性、附屬性的一般幫助行為。例如實務案例中曾經出

現某甲並非專利權人，卻授權他人製造系爭專利保護之輕便鞋，由被告出面為甲收

取該非法授權之權利金。法院認定被告知悉某甲違法授權之情事，並有為其收取授

權金之幫助行為，依民法第185條第2項構成間接侵權，判命與甲連帶負賠償損害責

任23。此種行為雖然同樣屬於幫助行為之範疇，然而並非專利侵權背後真正發動的

推手，僅係協助他人從事其規劃或已在進行中的專利侵害行為，而非另外引發原本

不存在之專利侵害事件。這些較外圍的幫助行為對於專利之法律保護與經濟價值衝

擊性較小，可責性較低，與間接侵權確保專利保護實效性之規範目的距離較遠，打

算侵害專利之人不易以此退居二線而規避己身發動侵權之法律責任，因此也沒有專

利間接侵權本欲加以處理的責任規避與規範漏洞等問題，未必需要納入專利間接侵

                                                        
19 詳見前揭註3至註5之本文段落說明。 
20 新竹地方法院98年度重智字第3號判決。 
21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專利間接侵權制度將不納入本次專利法修正草案，智慧財產季刊，

2009年10月，71期，42頁。 
22 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上冊，2013年修訂版，279頁。 
23 彰化地方法院93年度智字第7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5年度智上字第8號民事判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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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涵蓋範圍。 

尤其在此種一般性的幫助概念下，將可能使得提供通常物品之行為，包括在市

場上經常流通而且易於取得之商品，即便是普通的螺絲釘，只要與個案中專利侵權

結果的出現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在客觀層面上都有可能構成幫助行為。此時唯有仰

賴主觀要件，進一步分辨行為人是否具有幫助之故意24，方可將在市場上供應通常

商品，不知不覺間對他人專利侵權提供助力之人，排除於間接侵權責任之外。如此

不僅增加可觀的濫訴風險，將無意協助專利侵害之人平白捲入侵權訴訟之中，而且

主觀要件經常欠缺直接證據，往往僅能以間接證據加以推論，不易清楚證明這些銷

售通常商品之人對於可能存在的潛在專利侵害是否知情。倘若將專利間接侵權責任

擴及於此，對於市場交易平添不確定性，足以造成寒蟬效應，影響交易安全，並不

適當，實有必要藉由專利法設置相關規定加以適度限縮25。 

綜上所述，無論從確認間接侵權在我國專利法上的地位，避免遭到否認或忽

視，或是從妥善劃定專利間接侵權責任之涵蓋範圍，避免過於寬泛廣闊，影響交易

安全等觀點出發，皆有必要修正專利法增訂間接侵權責任之相關規定，以明文肯認

此種責任類型，並且適度劃定應當負責的間接侵權責任範圍。更重要的是，民法侵

權行為係以損害賠償為其法律效果，間接侵權不納入專利法而回歸適用民法規定的

結果，將導致專利權人無法主張專利法第96條第1項與第3項，對間接侵權人行使侵

害除去及侵害防止請求權（包括請求銷毀間接侵權物品及侵權所用之原料或器

具），也無法依照第97條之1，請求海關查扣間接行為人進口有侵權之虞的物品。

也可能無法適用為降低舉證困難，增加專利權人請求損害賠償的受償可能，而於第

97條特別規定的三款計算損害方法26。是以未於專利法明文規定間接侵權，實際上

                                                        
24 有關間接侵權之主觀要件，請見本文貳、四之討論。 
25 吳欣玲，專利間接侵權（Indirect Infringement）規定之初探──兼論我國專利法修正草案之

內容，智慧財產權月刊，2012年10月，166期，63-64頁；李素華，與談「為判決注入活水的

專業律師──談專利法上之間接侵權與共同侵權」，萬國法律，2015年10月，203期，18頁。 
26 林琮欽，專利權侵害民事責任之研究──以主觀要件為中心，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9年，19頁；王建鈞，論我國專利權之間接侵害：以美國法、日本法為比較

之對象，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125-127頁；葉芳君，論專利間接侵權制

度，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30頁；王立達、陳師敏，註6文，

76-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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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上述針對專利特性而設置的權利救濟措施均無法行使，嚴重影響專利權人向間

接侵權人行使權利、追究其責任的實效性，並非僅係適用條文的差異而已，著實不

可不辨。間接侵權納入專利法的必要性，經過以上詳細分析之後，顯然已經到了刻

不容緩的地步。 

三、法院對間接侵權採取從屬說 

我國學說實務一向認為民法侵權行為之間接侵權責任，乃係從屬於直接侵權責

任，直接行為人必須構成侵權行為，造意人或幫助人始依民法第185條第2項成立間

接侵權責任。被教唆或幫助者若未從事侵權行為、致生侵權結果，造意人或幫助人

即無連帶責任可言27。就專利間接侵權而言，目前實務上所出現的司法判決，對於

間接侵權與直接侵權的關係，在此基礎上也一致採取從屬說之立場，認定間接侵權

必須以直接侵權之成立為其前提條件28。 

(一) 實務見解舉隅 

智財法院經常認為一般消費者及綜合型零售商並非專業買家或賣家，並不熟悉

或特別關心系爭專利相關的技術發展動態，亦無從進行專利檢索或比對，也不具備

確認產品有無專利保護之能力，因此就專利侵害而言僅負擔相當低度的注意義務。

只要在個案中並未出現非常明顯的侵權情事，智財法院經常認為使用或販售侵權

產品的非專業消費者或零售商，就專利侵害而言並無過失，故無須承擔損害賠償責

任29。在此類型案件中，本於間接侵權責任的從屬性，智財法院往往進一步認為既

然直接侵權人因無故意過失而免除賠償責任，從事幫助、教唆的間接侵權人也應該

隨之同樣免負損害賠償責任。例如100年度民專訴字第69號民事判決即認為：「消

費者顯然未具侵害原告系爭專利權之故意或過失，而不構成侵權行為，被告自無從

                                                        
27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2009年，456-457頁；孫森焱，註22書，279頁。 
28 王立達、陳師敏，註6文，71頁；陳皓芸，論專利權間接侵害責任──以複數行為人分擔實

施專利之情形為中心，高大法學論叢，2015年9月，11卷1期，124-125頁；黃惠敏，論專利

間接侵權──以我國實務判決為核心，萬國法律，206期，2016年4月，52頁。 
29 洪紹庭、王立達，我國法上專利侵權賠償責任之主觀要件──以智財法院判決實證研究為中

心，科技法學評論，2015年6月，12卷1期，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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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消費者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亦無『教唆他人使生侵權行為決意，並進而為侵權行

為』之造意行為，或『予行為人助力，使之易於為侵權行為』之幫助行為可言。從

而，原告主張被告有民法第185條之共同侵權行為云云，尚非可採。30」 

(二) 嚴格從屬說與寬鬆從屬說 

2017年智慧局曾經重新考慮專利法修正時是否納入間接侵權責任規定，在同年

10月的產業諮詢會議中，智慧局將從屬說進一步歸納為寬嚴不同的兩種立場31。嚴

格從屬說認為專利權人必須證明有特定、可個別確認的直接侵權人存在，間接侵權

責任方能成立，上一段落所舉的智財法院判決即採取此一立場。本說由於要求必須

證明具體個別之直接侵權人確實存在，在個案中專利權人經常難以證明特定之消費

者或買受人製造或使用系爭專利物品，導致間接侵權經常無法成立，例如智財法院

97年度民專訴字第5號、100年度民專訴字第69號，及其上訴審之101年度民專上字

第22號、106年度民專上字第18號民事判決，均為適例32。 

寬鬆從屬說則認為依照個案事實，只要可以推論認定實際上必定有直接侵權存

在，無須進一步證明具體特定的個別直接侵權人，間接侵權責任就已經足以成立。

例如專供實施系爭專利的特定零組件，只要在市場上持續販售、流通已久，或是固

定有人購買，可以認定必然有直接侵權存在，無須再證明某具體特定之人曾經為直

接侵權行為，間接侵權責任就足以成立33。智財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59號民事判

決、103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4號民事判決，智慧局2009年修法草案以及美國司法

實務，均採此見解34。 

本文贊同智慧局修法草案立場，認為無論在現行法解釋上或是修法加入間接侵

權規定時，均可採取寬鬆從屬說。理由在於按照從屬說之立場，係著重於必須有直

                                                        
30 此外例如智財法院97年度民專訴字第5號民事判決，及其上級審之97年度民專上字第20號民

事判決，也採取相同見解。 
3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法務室，專利導入輔助侵權可行性產業諮詢會議簡報，2017年10月30日，

16頁，網址：https://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7103014105410.pdf，最後瀏覽日：

2021年2月20日。 
32 李素華，註13文，35頁。 
33 可參見陳皓芸，註28文，130-131頁。 
34 參見智慧局法務室，註31文，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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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侵權行為及侵權結果存在，其他協力參與者方才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至於直接

侵權人究竟是何等人士，並非從屬說所關心在意之點。是以依照從屬說認定間接侵

權責任時，應該只須確定在被告協力之下，直接侵權之結果確實曾經出現，至於個

別指出直接行為人並且在訴訟上證明其侵權乙節，著實無關從屬說之宏旨，並無必

要僅單純因為無法證明個別直接侵權者而放棄追究間接侵權責任。就專利間接侵權

而言，例如販售之物專供實施或侵害系爭專利之情形下，實在無法想像購買該物品

之群體中沒有任何一人完成系爭專利之實施而構成直接侵權行為，故似乎沒有需要

依照嚴格從屬說之主張，耗費資源及成本在訴訟上就直接侵權者個別加以確認。 

關於從屬說，除了嚴格從屬說與寬鬆從屬說的立場分歧之外，針對國內目前學

說及實務見解，還有二項問題值得加以探討釐清。 

(三) 問題一：直接行為人若無故意過失？ 

目前實務上專利訴訟原告提出的間接侵權主張，如同本文貳、三、(一)舉出的

實務案例，往往因為直接侵權人欠缺故意過失，而遭法院認定免負連帶賠償責任35。

由於從屬說乃是源自我國民法上對於侵權行為之規範，侵權行為法作為從屬說的源

頭，對於此種情形的處理方式不啻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在民法侵權行為規範中，

如果直接行為人欠缺主觀上的故意過失或是責任能力，無法構成侵權行為時，依照

我國學說見解，間接行為人並不因此而免責。侵權行為法認為在此種情形下，直接

行為人扮演類似侵害他人權利的工具角色，間接行為人利用直接行為人完成權利侵

害之結果，性質上類似於刑法上的間接正犯，因此不得免除其責任，在條文適用上

應直接構成民法第184條的一般侵權行為，並未因為直接行為人無故意過失而得以

免責36。 

因此即使根據從屬說，專利侵害之間接行為人在直接行為人無故意過失之案件

中，仍然應該擔負起間接侵權之損害賠償責任。況且直接行為人無故意過失，其本

                                                        
35 黃惠敏，註28文，52頁；陳皓芸，註28文，149-150頁。 
36 孫森焱，註22書，205、280頁；王澤鑑，註27書，457頁；林誠二，債法總則新解：體系化

解說（上），2010年，304頁。就刑法上間接正犯而言，直接行為人因無故意過失或阻卻罪

責而未致構成犯罪時，利用其犯罪之人構成間接正犯而同樣成立犯罪；林鈺雄，新刑法總

則，2020年8版，425-427頁；王皇玉，刑法總則，2020年6版，432-4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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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只是免除損害賠償責任，依專利法第96條仍然負擔妨害除去與妨害防止之行為義

務，並非完全不負任何有關專利侵權之法律責任37。質言之，就專利侵害而言，只

要個案中成立文義侵害或均等侵害，直接侵權行為所造成的權利侵害結果就已經存

在，客觀法益侵害就已經造成。至於直接行為人主觀層面故意過失之有無，只是該

行為人可否歸責的問題，應該只能影響其本身所擔負的法律責任，不應該擴張加諸

於主觀層面與可歸責性可能都不相同的間接行為人身上，而完全免除其間接侵害專

利之法律責任。再者，直接行為人不具故意過失而免除直接侵權之賠償責任時，專

利權人特別需要間接侵權責任以提供求償管道，填補其所受損失。此時若令背後發

動侵權事件、具有故意或過失之間接行為人得以因直接行為人個人因素而免除賠償

責任，有失事理之平，且將使專利權人陷於求償無門的窘境。由此看來，上述我國

目前相關審判實解見解，尚難謂為妥適。 

從比較法上觀察，也可以得到類似的結論。美國專利法對於間接侵權同樣採取

從屬說，但該國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採取無過失的嚴格責任（strict liability），直接

侵權人不問是否具有故意過失，均須就專利侵害負賠償責任38。是以美國的間接侵

權人不致因為直接行為人並無故意過失而免除其責任。至於採取獨立說的歐盟國

家，例如英國、德國，間接侵權之成立本不以直接侵權實際發生為其前提條件，自

然也不會因為直接行為人無故意過失而免除間接侵權責任。 

惟就現實層面而言，如果採取解釋論途徑解決此一問題，如同先前引述的數件

智財法院判決所顯示，從屬說從侵權行為法跨越不同法律而適用於專利侵權訴訟，

在實務上容易因為從屬說之名稱，顧名思義而忽略遺忘了直接行為人即使無故意過

失，間接行為人仍應負責的從屬說內含原理。由此看來，似有需要從立法論上適度

加以矯正與提醒，較能避免類似問題未來反覆發生39。 

(四) 問題二：直接侵權行為若為私人非商業行為？ 

有論者認為，我國專利法第59條第1款規定，發明專利權之效力不及於非出於

商業目的之未公開行為，因此消費者倘係基於個人使用等非商業目的，以非公開方

                                                        
37 李素華，註13文，33頁。 
38 35 U.S.C. §§ 271(a), 284 (2011). 
39 王立達、陳師敏，註6文，78-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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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為之私人利用，依前揭規定可以免除專利侵權責任，教唆或幫助消費者遂行此

種利用行為之人，在從屬說之下應同樣可以免除其間接侵權責任40。惟另有論者指

出，日本法上多數學說傾向在個人或家庭之非商業使用情形，直接行為人雖然不構

成專利侵害，但是對於教唆或幫助之人仍應承認成立間接侵權。其理由在於私人非

公開使用之侵權免責事由，乃係基於該等侵害的個別規模都非常小，對於產業的影

響甚為輕微，無須因此而以專利侵權責任介入消費者私人之生活領域。此種理由與

試驗免責等基於維持技術創新等公益目的而必須全面限制專利權效力範圍的情形，

並不相同。故倘若對於消費大眾普遍販售輔助侵權物品，或是廣泛誘發直接侵權行

為，在聚沙成塔之下，其所造成的專利侵害即不再輕微，對於專利權保護及其經濟

價值勢將造成一定衝擊，原本私人非商業行為據以免責的正當性基礎已不復存在，

對於幫助或教唆消費者侵害專利之人即有必要課予間接侵權之法律責任41。 

美國專利法上對於醫療方法專利的侵害免責條款42，是另外一個在此可以參考

對照的規範實例。本免責條款乃是針對取得執照的醫療人員（medical practitioner）

所執行的醫療活動，為其本身及其所在的衛生保健機構（health care entity）43可能

引來的專利侵害責任而設置，其用意乃是針對這些主體所扮演的上述角色而免除其

侵害專利之法律責任，故僅限於這些主體才能加以主張。基於這種針對行為人屬性

的免責對象設定，在條文設計上，美國專利法並未規定醫療人員或衛生保健機構不

構成專利侵害，而是免除專利侵權加諸他們身上的各種法律責任，包括損害賠償、

禁制令、負擔對方合理律師費等各種可能的法律效果44。這種精心設計最主要的功

能，就是在與我國同樣採取從屬說的背景下，保留其他共同行為人與間接行為人的

專利侵權責任，確保其不會因為直接侵權人本身免責而隨同獲得豁免。 

美國醫療方法免責條款的條文設計方式，印證了專利侵權免責假若是基於個案

中直接行為人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狀態或地位屬性，則不具備該等個別或主觀條件的

                                                        
40 李素華，醫藥組成物專利與共同侵權行為法之適用──簡評智慧財產法院九七年民專訴字第

五號判決，台灣法學雜誌，2009年1月，119期，216-217頁。 
41 陳皓芸，註28文，143-144頁。 
42 35 U.S.C. § 287(c) (2011). 
43 除了醫院之外，尚且包括（但不限於）安養院、大學、醫學院、健康維護團體（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或是醫療診所；id. § 287(c)(2)(C). 
44 Id. § 287(c)(1); Myco Industries, Inc v. BlephEx, LLC, 955 F.3d 1, 12 (Fed. Ci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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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行為人，其專利侵權責任並不適宜隨著直接行為人一起加以豁免。亦有學者以

前述日本學說為基礎，認為在解釋論上可以考慮將私人非公開使用此一免責事由，

定性為使用者個人構成侵權之後的阻卻違法事由，而非專利權效力之例外45。若依

此說，直接行為人縱使欠缺故意過失，在從屬說之下間接行為人仍可構成專利侵

權。如此一來，在背後教唆、幫助一般消費者侵害專利之人，才不會因為消費者欠

缺故意過失而逍遙法外，背後真正發動專利侵權之人才不致得以藉此逃脫專利法之

規範，應該較為妥當才是。 

四、法院多認為間接侵權以故意為限 

(一) 目前實務判決與學說主張 

論者研究指出，目前國內相關司法判決大多引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593

號民事判決，肯認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謂之「造意」、「幫助」，相當於刑法上之

「教唆」與「幫助」概念，以故意為必要，並未將之「過失化」。間接行為人在主

觀上必須具備教唆或幫助侵害系爭專利之故意，方才構成間接侵權責任46。學界多

數見解也認為侵權行為法上的造意和幫助應以故意為必要，所謂的過失造意或過失

幫助並不足以該當本項規定之間接侵權47。不過由於司法院例變字第1號判例認為民

法第185條第1項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法上共同正犯有所不同，基於過失亦可構成之

實務見解下，亦有專利侵權判決受其影響，引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90號判

決，認為民法第185條第2項之造意，乃是教唆為侵權行為之造意，與刑法上犯罪行

為之教唆有所不同，並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即使基於過失之造意亦足以構成

專利間接侵害48。在學說上有少數學者認為民法上之造意幫助應該採取此種見解49，

尚有學者基於智慧財產權遭受侵害及其損害規模不易發現，主張應該加強侵害預防

                                                        
45 陳皓芸，註28文，133-134頁、151-152頁。 
46 黃惠敏，註28文，51頁。例如智財法院97年度民專訴字第5號、97年度民專上字第20號及101

年度民專上易字第1號民事判決。 
47 王澤鑑，註27書，456-458頁；陳皓芸，註28文，122-123頁。 
48 智財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59號民事判決。 
49 孫森焱，註22書，2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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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範功能，認為專利間接侵權之主觀構成要件應以過失即為已足50。 

(二) 基於故意認定實務的本文見解 

就理念層次而言，造意（教唆）行為的可非難性重點在於積極引誘他人造成權

利侵害，故在主觀層面造意人對於引發專利侵權似乎應該具有清楚明確的認識與意

向，方才符合此一概念的基本意義內涵。至於幫助，由於包含對於他人權利侵害提

供物質或精神上助力的各種行為，涵蓋範圍甚廣，倘若不在主觀層面加以限縮，僅

要求行為人具備過失即足以當之，責任範圍似乎容易流於寬泛。然而法學乃經世致

用之學，各種理念主張必須考量其施行於現實環境後可能發生的實際狀況。依照筆

者先前參與的智財法院判決實證調查結果51，在認定為故意侵權的案件中，以收受

專利權人發出的警告函或是侵權訴訟的起訴狀繕本等侵權通知之後，仍然持續侵害

系爭專利者最為普遍，約占全體認定構成故意侵權被告數目的半數。除此之外，若

可證明被告因其他情事知悉系爭專利存在，卻未停止實施系爭專利，亦可構成故意

侵權。判決中曾經出現足以證明被告知悉系爭專利之事證，包含被告先前曾經接觸

系爭專利、曾與專利權人洽談授權事宜，或於合法授權終止之後仍舊繼續製造販賣

等情事。至於專利權人如果無法舉出類似上述足以證明被告知悉系爭專利之直接證

據，則幾乎無法將之認定為故意侵權52。 

從上述智財法院對於故意認定的實務操作標準來看，假若欠缺足以證明被告知

悉系爭專利存在之直接證據，即使造意（教唆）或幫助他人侵權之人乃是該專利所

屬技術領域之專業廠商，對於相關技術發展與專利分布情形理當相當瞭解，依照同

一調查研究所顯示的智財法院審判實務，仍然僅能將之認定為過失，無法以故意加

以論處53。因此倘若執著於抽象理念，堅持以故意作為間接侵權必須具備的主觀要

                                                        
50 李素華，註13文，36-37頁。 
51 該實證研究對象為2008年7月至2014年6月智財法院作成之專利民事判決，調查結果共有157

件有關主觀要件之專利判決，其中92件為一審判決，65件為二審判決。這些判決所包含的

181位被告中，智財法院認定80位被告構成過失侵權，70位被告構成故意侵權，39位被告並

無故意過失（部分被告在同份判決中認定分別具有故意與過失）；詳見洪紹庭、王立達，註

29文，69-70頁。 
52 參見同前註，82-88頁。 
53 參見同前註，76-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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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前揭認定實務下很可能會錯誤縱放許多知悉系爭專利且有意發動他人侵權，

具有競爭關係的同領域專業廠商，導致無法充分實現確保專利保護實效性之間接侵

權規範目的。 

例如在智財法院少數承認「過失造意」構成間接侵權的99年度民專訴字第59號

民事判決中，法院調查認定原告乃是相關領域的知名廠商，以被告天鈺公司及其合

併前之宣鈦公司之營業規模與組織，絕對有能力預見且避免侵害原告專利，避免損

害發生。惟在該個案中並無足以證明被告主觀上確實知悉原告專利之相關事證，依

照實務標準無法認定被告之造意行為乃出於故意。在此情形下，承審法院遂承認即

使被告主觀上僅具有過失，同樣足以構成專利侵權上的造意，並且認定本案被告為

原告所屬領域中具有一定規模之專業廠商，對於知悉原告專利及避免侵害具有注意

義務，卻未注意而使系爭產品規格書流通於市場，導致他人直接侵害系爭專利，判

定構成民法第185條第2項之造意侵權行為。由此脈絡觀察，本案承審法院似乎有感

於民事審判實務上趨於嚴格的故意認定標準，不足以因應規範間接侵權以避免專利

保護受到規避之需求，因而將之延伸至過失造意之情形。由於智財法院對於過失的

判斷標準同樣相當嚴格，通常僅有上游的專業製造商與進口商，以及中游的經銷

商，法院認其對於所經營的產品與市場具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能力與關心程度，仍應

負有相當程度之注意義務，在未能證明無過失的情況下，應該承擔過失侵權之責

任，至於其他情形則鮮少認定構成過失54。因此即使將專利間接侵權擴張至造意、

幫助出於過失之情形，在智財法院此種主觀要件認定實務之下，應不致過於寬泛浮

濫。 

五、小結：從解釋論到立法論 

本部分綜合實證調查及學者研究結果分析之後發現，目前司法實務上經常出現

的否定間接侵權理由之中，直接侵權人欠缺故意過失，乃是專利案件誤用侵權行為

法上從屬說所造成的結果。其次，無法證明具體特定直接侵權人之存在，則是部分

實務判決採用嚴格從屬說所導致，另一派國內判決所採用的寬鬆從屬說，就不至於

產生此一問題。至於無法證明造意及幫助行為之主觀故意，有鑑於國內審判實務對

                                                        
54 參見同前註，76-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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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故意、過失的認定都甚為嚴謹，因此應該適度加以調整，將過失造意與過失幫助

都納入專利間接侵權責任的涵蓋範圍，較能達到避免規避、確保專利實效性之規範

目的。 

以上問題雖然皆可透過改變司法實務見解之解釋論途徑加以解決，但是現有問

題既然多，誤解、迷思與見解分歧也不在少數，似乎不易凝聚學界與實務界之共

識，一同往妥適方向調整現行法之解釋適用。假若改採或兼採立法論之途徑，修訂

專利法，針對目前所面臨的困難點適切增訂間接侵權相關條文，在問題處理上可能

較為明快，比較能夠解決相關案件數目低落與專利保護實效性不足的問題。 

參、醫藥專利顯現的相當因果關係議題 

醫藥產業乃是專利間接侵權相當常見的發生場景。在本產業中，無論是否須經

醫師指示方可使用，求醫之人往往遵照醫療人員的處方或專業建議而使用涉及專利

之藥品或醫療器材，與一般產品係由使用者自行吸收資訊、決定是否使用專利物

品，大不相同。在此種環境下，醫藥專利因為造意（教唆）而形成的誘引侵權行為

結構，正好可以顯現出其他產品較不容易突顯的教唆行為與侵權結果間之相當因果

關係議題。按此處的相當因果關係乃是造意侵權構成要素其中之一55，就此議題如

何判斷認定，涉及到造意（教唆）的概念在醫藥產業等類似行為結構下應該如何理

解適用，乃是解釋論與立法論兩方面共通的基礎問題，值得在進入具體修法討論之

前在此加以探討。 

首先，醫師倘若依照藥品說明書（仿單）的教示建議開立處方，指示病患將該

藥品與特定藥品合併服用，致使病患直接侵害他人就此種合併療法所擁有的醫藥組

合物專利，此時供應該藥品並且在仿單上提供合併服用建議的廠商，是否因為透過

醫師處方間接教唆病患侵權，該當民法第185條第2項之造意而構成誘引侵權，抑或

因為屬於間接教唆而不構成相當因果關係，無法成立誘引侵權，乃是值得探討的有

趣課題。 

                                                        
55 與造意相同，幫助行為和侵權結果之間，也必須具備相當因果關係；孫森焱，註22書，279

頁；陳皓芸，註28文，122頁。 



86  

專利師︱第四十五期︱2021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例如在武田中化侵權訴訟案件中，武田公司擁有皮利酮與其他糖尿病用藥合併

服用以治療糖尿病的醫藥組合物專利。病患依照醫師處方指示，合併服用中化公司

生產的泌特士（有效成分為皮利酮）與其他糖尿病用藥，遭到武田公司起訴主張中

化公司誘引他人侵害其組合物專利。本案智財法院上下審級判決並未討論間接教唆

是否構成民法第185條第2項之造意。一審判決認為原告武田公司生產的愛妥糖（有

效成分為皮利酮）藥品仿單，以及原告已經公開的系爭醫藥組合物專利說明書，兩

者內容中均有合併療法之教示。而且合併使用皮利酮與他種藥物的糖尿病治療方

法，在藥界及醫界均已為人所熟知。若有醫師處方建議病患使用上述組合物，究竟

是否因為被告中化公司生產之泌特士藥品仿單予以教示造意所致，其間因果關係難

以認定。一審法院另外認為，系爭專利請求項第1項已經限定在系爭受保護之醫藥

組合物中，皮利酮對其他糖尿病藥品之比重為1：00.0001～5，然而中化公司泌特士

藥品仿單中並未說明合併使用之比重，故中化公司究竟有無教唆誘引病患侵害系爭

專利，不無疑問56。二審判決認同一審判決，同樣認為有關系爭醫藥組合物之合併

療法，早已為系爭專利說明書、武田公司藥品仿單予以公開，也是醫界熟知的組合

方法。並據此認定中化公司藥品仿單上的教示與建議，與系爭專利所定組合物之生

成並無相當因果關係，中化公司無須負擔造意所生之誘引侵權責任57。 

對於上述問題，學者亦有認為由於間接教唆之行為結構，以及系爭專利保護之

藥品合併療法已經公開揭示，且為醫界所熟知，是以類似中化公司之藥品仿單教示

與侵權結果之間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抑或應係醫師出於其專業知識所為之處方

行為，在認定上有其困難58。本文對此則有不同看法。按每位醫師對於相關醫藥專

業知識並非無所不知，即使已知合併服用皮利酮可加強糖尿病藥品的治療效果，可

能也有需要查看中化公司泌特士藥品仿單上的使用說明，以確定該藥品確實可按照

其預想的皮利酮合併療法加以使用。因此就利用中化公司泌特士藥品所生之專利侵

權結果而言，該藥品仿單上的合併服用教示與侵權結果之間應當仍然具有相當因果

                                                        
56 智財法院97年度民專訴字第5號民事判決。 
57 智財法院97年民專上字第20號民事判決。除上述理由外，二審判決同樣出自對於從屬說的不

完整理解，認為本案醫師及病患顯然未具侵害系爭專利權的故意或過失，並不構成直接侵

權，故被告中化公司自然無法構成造意之間接侵權。 
58 李素華，註40文，2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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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有關間接教唆是否影響誘引侵權成立乙節，本文認為同樣應該回歸相當因果

關係加以判斷。醫師依照藥品仿單上的教示開立處方箋，病患遵照醫師處方領藥自

行服用，乃是醫藥產業每天不斷上演的慣常運作流程。藥品仿單雖未直接誘引病患

合併服用皮利酮與其他糖尿病藥物，但若有藥品仿單為此種教示，通常而言病患就

會如此服用，其間具備相當因果關係應無疑問。至於中化公司泌特士藥品仿單未如

系爭專利具體指明與其他糖尿病藥物合併使用之比重，按系爭專利記載之組合比重

為1：00.0001～5，涵蓋範圍相當大。醫師處方合併使用泌特士與其他糖尿病藥物，

不落入此一範圍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假若至少有部分醫師指示使用泌特士之時，

必然會落入系爭專利所定之比重範圍，中化公司就此部分的教唆造意既然達成其鼓

動侵權之目的，並且符合通常對於行為與結果之間的關連性預期，應當認定具有相

當因果關係，同樣不得以此為由脫免於專利間接侵權之責任。 

肆、如何修法建構間接侵權適切規範 

一、2009年智慧局草案條文及其特點 

距今最近的專利間接侵權修法條文，出現在2009年5月26日智慧局整理提出的

專利法修正草案條文，間接侵權增訂於第101條第1項：「明知為用於發明專利解決

問題之主要技術手段之物，而為販賣之要約或販賣予侵害該專利權之人者，視為侵

害專利權。但該物為一般交易通常可得者，不在此限。59」依照草案修正說明所

示，本條間接侵權行為之成立以直接侵權行為之發生為前提，沿襲國內法院見解，

採取從屬說60。在嚴格從屬說與寬鬆從屬說兩種不同立場之中，智慧局傾向於採取

寬鬆從屬說61。在主觀要件層次，本草案條文以「明知」為限，亦即要求行為人必

須具備故意方才構成間接侵權。此種設計雖然可限制間接侵權之適用與成立範圍，

                                                        
59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110頁，網址：http://www.tipo.gov.tw/public/ 
 Attachment/980526%E5%B0%88%E5%88%A9%E6%B3%95%E4%BF%AE%E6%AD%A3%E8 
 %8D%89%E6%A1%88%E6%A2%9D%E6%96%87%E5%B0%8D%E7%85%A7%E8%A1%A8. 
 doc，最後瀏覽日：2021年2月23日。 
60 同前註，111-112頁。 
61 智慧局法務室，註31簡報，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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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鑑於前述我國智財法院對於故意過失之嚴格認定情形62，似乎並無必要對此過

度擔心。為維持間接侵權的合理適用空間，使之能夠發揮正常功能，應可在修正條

文中納入行為人僅具有過失之情形，或依德、英等歐盟國家立法例，將「依其情形

顯然可知者」一同納入間接侵權之涵蓋範圍內63。 

智慧局修法草案條文乃係針對幫助他人侵害專利之輔助侵權行為，並未涵蓋教

唆造意之誘引侵權行為。草案修正說明對於此點未置一詞，並未排斥教唆造意行為

依照其他可資適用之法律成立專利間接侵權的可能性。故在此種條文設計架構下，

誘引侵權應仍可適用現行民法第185條第2項之造意規定，不致也不應由於專利法修

正時未予明文納入而遭到否認。教唆造意之誘引侵權行為具有明顯的教示建議性

質，指向性相當強烈，行為形態較為明確特定，涵蓋範圍尚不致於過度廣泛而發

散，較無藉由專利法明文規定收縮限制其適用範圍的需要。將誘引侵權維持現況，

保留由侵權行為法上造意規定加以規範，雖然因為專利法未設明文規定而有容易遭

到忽視遺忘的風險64，但若在修法理由中註明教唆造意之情形應回歸適用民法第185

條第2項之相關規範，且在該條之解釋適用上能夠參照本文第貳部分所提出的改進

建議，調整現行司法實務見解，整體而言應為尚可接受之修法安排。 

修正草案條文將間接行為人應負責之輔助侵權責任範圍，限縮於供應專利侵害

所用之物，在條文結構及內容方面大體上與美歐等國專利輔助侵權規定相去不遠65。

比較值得注意之處有二： 

一是構成輔助侵權所供應之物，僅限於「用於發明專利解決問題之主要技術手

段之物」。本規定係參考日本特許法第101條將構成輔助侵權所供應之物限定為

「藉該發明解決課題時不可或缺者」66。德國專利法相對應的規定為「與發明重要

元件相關之物」（means relating to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said invention）67，字面上

                                                        
62 詳見本文貳、四、(二)之分析說明。 
63 有關德、英等歐盟國家之主觀要件規定說明，請見王立達、陳師敏，註6文，54-57頁，吳欣

玲，註25文，52頁。 
64 詳見前揭註17至21之本文段落說明。 
65 有關美國、英國、德國專利間接侵權規定之分析歸納，以及智慧局草案條文與三國規定細部

比較，請見王立達、陳師敏，註6文，49-64頁。 
66 智慧局，註59表，110-111頁；陳皓芸，註28文，142-143頁。 
67 此處根據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公布的德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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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相近，但是依照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見解，發明元件或與其相關之物僅有在

對於實施系爭專利重要性相當低的情況下，才會被認為不重要而排除在輔助侵權範

圍之外68，因此德國法上實際涵蓋範圍還是比智慧局草案及日本法更為寬廣一些。

美國法相對應的規定乃是「構成發明專利重要部分之零件、材料或裝置」（a 

component ..., or a material or apparatus ..., constituting a material part of the 

invention），雖然字面上和前述三者規定頗為相似，但是在實際解釋適用上美國法

院根據全要件原則之精神，將專利請求項中每一個技術元件都認定構成本規定中之

專利重要部分69，因此在個案中行為人供應之物是否成立輔助侵權，爭論重點往往

在於是否落入豁免範圍，而非在於是否構成專利重要部分70。美國法上採取的此種

界定標準，與智慧局草案及德日等國的間接侵權物品設定即有差距，涵蓋範圍較之

更為寬廣71。 

二是供應物品排除間接侵權的豁免範圍，採用德國立法例，僅將「一般交易通

常可得之物」（products generally available in commerce）排除於間接侵權範圍之

外。相對於此，美國專利法將豁免於輔助侵權責任的物品範圍規定為「具有實質非

侵權用途之日常物品或商品」（a staple article or commodity of commerce suitable for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72。自從1952年國會修法將源自案例法的輔助侵權納

入專利法以來，美國法上對於本規定的「日常」（staple）乙詞就一直理解為「具有

商業上重要的非侵權用途」73。此處的非侵權用途必須達到實質、有效能而且可行

                                                                                                                                                        
利法英譯版本，詳見Germany Patent Law (as amended by the Law of July 31, 2009), WIPO Lex,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238776 (last visited: Feb. 24, 2021). 

68 Heinz Goddar, The Provision and Case Law of Contributory Patent Infringement in Germ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R.O.C., at 6 (July 15, 2009), https://www.tipo.gov.tw/public/ 
Attachment/Goddar.pdf (last visited: Feb. 24, 2021). 

69 5 DONALD S. CHISUM, CHISUM ON PATENTS § 17.03 [4], at 17-90 to -93 (2013). 
70 2 ROBERT A. MATTHEWS, JR., ANNOTATED PATENT DIGEST § 10:89 (2021). 
71 本文基本上支持智慧局草案立場，詳細理由請見本文肆、二之論述說明。 
72 35 U.S.C. § 271(c) (2010). 
73 See, e.g., Golden Blount, Inc. v. Robert H. Peterson Co., 438 F.3d 1354, 1361 (Fed. Cir. 2006); 

Lucent Technologies, Inc. v. Gateway, Inc., 580 F.3d 1301 (Fed. Cir. 2009); Vita-Mix Corp. v. 
Basic Holding, Inc., 581 F.3d 1317 (Fed. Cir. 2009); Cisco Systems, Inc. v. Alberta 
Telecommunications Research Center, 538 Fed. Appx. 894 (Fed. Cir. 2013). See also 5 R. CA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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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步，方才具有商業上的重要性74。所以本豁免前提與「具有實質非侵權用途」

之另一豁免前提大致上處於重合的狀態。倘若行為人供應的物品具有商業上重要的

非侵權用途，無論是否為一般交易上通常可得之物，即使透過特殊專業管道方可購

得，在美國法上同樣豁免於輔助侵權責任範圍。與美國法前述立場相較，智慧局草

案條文所採取的豁免物品涵蓋範圍確實較為狹窄75。 

二、輔助侵權不宜過廣，以免過度涵蓋未取得專利之物 

在美國法上，輔助侵權責任與專利權濫用原則（patent misuse）兩者之間曾經

有過一段漫長的角力互動過程，在考量輔助侵權適當涵蓋範圍之際，非常值得仔細

回顧。專利權濫用原則最早起源於Motion Picture乙案76。本案原告為專利權人，擁

有關於電影放映機及改良電影放映品質等兩件專利（以下簡稱「放映機專利及放映

品質專利」），原告授權製造及販賣電影放映機時，以書面限制其授權範圍，要求買

方在專利放映機上僅能播放向原告租用且實施放映品質專利的電影拷貝。放映品質專

利屆期消滅之後，被授權人使用專利放映機播放第三方提供的電影拷貝，遭原告起

訴主張被授權人逾越授權範圍、構成直接侵權，並主張提供拷貝的第三方構成輔助

侵權77。聯邦最高法院判決認為，專利法賦予專利權人的排他權利受到申請專利範

圍的限制，專利權人無法從獲證公告的專利中獲取其不曾擁有的權利。在本案中，

尚未屆期消滅的放映機專利僅限於電影放映機本身，其所賦予的排他權利不應擴及

於該機器運作時配合使用的其他物品，例如電影拷貝。假若本案允許原告行使其授

權範圍限制，要求被授權人以專利放映機僅能播放原告提供的電影拷貝，將使專利

權人事實上將其權利擴張至申請專利範圍之外，進而在電影產業擁有支配性力量，

                                                                                                                                                        
MOY, MOY’S WALKER ON PATENTS § 15:23 (4th ed. 2020). 

74 See Polysius Corp. v. Fuller Co., 709 F. Supp. 560, 576 (E.D. Pa. 1989), decision aff’d, 889 F.2d 
1100 (Fed. Cir. 1989). See also 6 JOHN GLADSTONE MILLS ET AL., PAT. L. FUNDAMENTALS § 20:7 
(2d ed. 2021). 

75 有關豁免物品範圍上述兩種立場的分析評論，請見王立達、陳師敏，註6文，63-64頁。 
76 Motion Picture Patent Co. v. Universal Film Mfg. Co., 243 U.S. 502 (1917). 不過patent misuse此

一名詞直至1942年的Morton Salt案判決才出現，see Morton Salt Co. v. G.S. Suppiger Co., 314 
U.S. 488 (1942). 

77 Motion Picture, 243 U.S. at 5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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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應宣告其授權限制不得行使，對於提供電影第三方的輔助侵權主張無法成立78。 

由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專利權濫用原則自從創始以來，就在對抗專利權人將排

他權利透過授權範圍的限制，以類似搭售的方式事實上擴張至未落入申請專利範圍

之物品。例如專利權人在授權時附加條件式授權範圍限制，禁止被授權人未經其同

意向他人取得專利機器或方法中使用的個別零組件，或是其他搭配專利機器或方法

使用的物品。此時倘若被授權人違反專利權人訂定的授權範圍限制，未經專利權人

同意向他人購買零組件或搭配物品而用於專利機器或方法上，就會違反授權條件、

逾越授權範圍，被授權人將構成系爭專利之直接侵權。然而，販售供侵害專利使用

之零組件或其他搭配物品，正好是專利輔助侵權經常出現的行為態樣，將這些零組

件或其他搭配物品納入輔助侵權的涵蓋範圍內，事實上同樣會造成類似搭售的效

果，亦即受到專利保護的設備、裝置或方法本身，以及輔助侵權所涵蓋的零組件或

其他搭配物品，兩者都必須經過專利權人的同意始得使用或販售。如此一來，在肯

認且引入輔助侵權責任之後，若欲販售專利機器或方法所使用的零組件或搭配物

品，無論專利權人就該零組件或物品本身是否另外擁有專利權保護，可能都需要事

先請求該專利權人同意，始得合法銷售，事實上等同擴張機器或方法專利權人所擁

有的排他權效力範圍，賦與其就個別零組件或搭配物品進行搭售的權利與機會，直

接造成專利權濫用原則一直試圖避免出現的擴張性、限制性結果。基於以上緣故，

專利權濫用原則與輔助侵權責任兩者之間具有不可避免的緊張關係，在規範思考上

必須設法尋求合適的平衡點，以調和其內在衝突，在兩者之間求取均衡。 

在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之後，專利權濫用原則在美國曾經有過一段擴張發展時期79。

及至1952年美國專利法大幅修正，有意識地對於專利權濫用原則加以限制，和輔助

侵權責任之間劃定較為均衡合宜的彼此界線，達到兩者較為平衡的規範狀態。當時

增訂第271條(c)項，將輔助侵權責任限制在構成發明專利中之重要部分且特別適合

使用於該專利之物品，並且將符合上述條件但另外具有商業上重要非侵權用途之物

                                                        
78 Id. at 510-18. 有關本案與專利權濫用原則的進一步說明，請見王立達、陳在方、許淑蘋，美

國專利權濫用案件分析──代表性案例與實證研究，收錄於劉尚志、陳在方編著，台灣科技

產業美國專利訴訟30年之回顧，2017年，393-421頁。 
79 此段發展之國內文獻介紹，可見林鈺珊，論專利權濫用，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科

技法律組碩士論文，2009年，12-20頁；鄭菀瓊、詹喨嵎，註17文，195-1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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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以及申請專利範圍內未曾記載的搭配物品或協助設備，均排除於輔助侵權責任

範圍之外80。同一條文也同時增訂(d)項，將專利權人對於落入輔助侵權範圍之零組

件或物品的控制，例如透過授權條件與範圍設定，禁止被授權人未經其同意向他人

取得這些物品，排除於專利權濫用原則的適用範圍81。在此之後，倘若專利權人透

過授權條件限制，要求被授權人向其採購「具有商業上重要非侵權用途之物」，如

果同時符合市場力量等其他要件，在美國法上仍有可能構成違法之專利權濫用。相

對而言，專利權人倘若禁止被授權人向他人採購並無其他用途、「專供其專利機器

或方法使用之物」，無論專利權人就該物品是否單獨另外擁有專利，均不構成專利

權濫用。此時供應該物品之第三方倘若未經專利權人同意，將構成輔助侵權82。 

三、限於解決問題之主要技術手段，值得支持 

智慧局草案中將構成輔助侵權所販售之物，限定於「用於發明專利解決問題之

主要技術手段之物」，將侵權物品的涵蓋範圍設定得較為狹窄。此與美國修法以來

的實務見解有相當差距，與日本立法例最為近似，德國實務上適用範圍也較之寬廣

                                                        
80 35 U.S.C. § 271(c) (2010) (“Whoever offers to sell or sell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onent of a patented machine, manufacture, combination or composition, or 
a material or apparatus for use in practicing a patented process, constituting a material part of the 
invention, knowing the same to be especially made or especially adapted for use in an infringement 
of such patent, and not a staple article or commodity of commerce suitable for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 shall be liable as a contributory infringer.”). 本項所稱的「staple」係指具有商

業上重要的非侵權用途，詳見前揭註73至註74之本文段落說明。有關販售協助實施系爭專利

但未落入申請專利範圍之物品，不構成輔助侵權，see Cleveland Clinic Foundation v. True 
Health Diagnostics, LLC, 2016 WL 705244, *8 (N.D. Ohio 2016), aff’d, 859 F.3d 1352, 1363-64 
(Fed. Cir. 2017); see also MATTHEWS, supra note 70, § 10:89. 

81 35 U.S.C. § 271(d) (2010) (“No patent owner otherwise entitled to relief for infringement or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of a patent shall be denied relief or deemed guilty of misuse or illegal 
extension of the patent right ...”). 

82 在德國、英國等歐盟國家則是要求輔助侵權人必須具備雙重主觀要件，亦即必須明知或明顯

可知該物適合實施系爭專利，且明知或明顯可知直接行為人意圖用以實施系爭專利，以避免

輔助侵權過度涵蓋未取得專利或由他人取得專利之零組件等物品；參見王立達、陳師敏，註

6文，54-57頁；吳欣玲，註25文，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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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83。依照修正條文草案說明中所述，此處所謂解決問題主要技術手段乃是對該

專利所欲解決的技術問題發生功效，使得該發明得以具備新穎性或進步性之主要技

術特徵。假若行為人供應的零組件等物品係用於此種技術元件上，引發該專利侵害

事件的可能性甚高，故將之納入專利間接侵害之範圍，以避免專利權保護失去實益84。 

本文認為用於專利中非主要技術手段之物，即使在製造設計上專供實施該專利

之用，對於該專利侵害事件之發生而言也僅提供較為邊緣性、枝節性的助益力量，

並不是侵權行為的主要發動者。取得此種物品者若欲侵害系爭專利，在申請專利範

圍之內還有幅度更大、角色更重要的技術手術相關之物需要準備，與完成直接侵權

行為、達成侵權結果之間仍有不小的差距，和間接侵權責任所欲規範的省略系爭專

利部分技術特徵以規避侵權責任之情形，並不相同。是以將用於專利中非主要技術

手段之物納入輔助侵權規範範圍，並不符合間接侵權避免規避侵權責任，維護專利

保護實效性之規範意旨。再者，納入輔助侵權之物品範圍越大，專利權人越有機會

延伸其排他權之實際效力範圍，藉此控制使用於系爭專利但其並未取得專利保護之

個別零組件或搭配物品，排除第三方在市場上獨立供應該物件、與專利權人或其同

意之人彼此競爭之機會，事實上擴大智慧局原本依法審定公告之系爭專利保護範

圍。因此對於輔助侵權之物品範圍劃定，在上述考量之下自然應當保守以對，對於

引發侵權結果可能性較低、與完成侵權行為距離較遠之物品供應，不將之納入輔助

侵權之物品範圍，應該較為適當。 

是否構成解決發明問題之主要技術手段，的確如同論者先前指出，在個案認定

上會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85。不過依照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4款，在專利說明書

中必須載明發明所欲解決的問題、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以及對照先前技術之功效，

此三項記載應可作為判斷系爭物品是否落入輔助侵權範圍的重要依據。尤其是系爭

專利所欲解決問題及與先前技術功效差異所形成的判斷指引，對於申請專利範圍記

載的技術元件中何者為解決該問題之主要技術手段，應可提供相當線索，在個案中

協助完成界定。除此之外，日本立法例與智慧局草案對於此項議題規定相當近似，

                                                        
83 參見前揭註66至註71之本文段落說明。 
84 智慧局，註59表，110-111頁。 
85 劉國讚，美國專利間接侵權實務對我國專利法修正導入間接侵權之啟示，智慧財產評論，

2009年10月，7卷2期，36-37頁；王立達、陳師敏，註6文，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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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實務上具體判斷作法亦可提供我國司法審判實務作為重要參考依據。 

四、間接侵權不應涵蓋第三方向合法買受人供應零組件 

間接侵權與權利耗盡之間的關係，國內學說及實務似乎鮮少觸及。然而例如專

利設備或裝置之合法買受人，可否向第三人購入專門用於該設備或裝置，亦即專供

實施或侵害系爭專利、別無其他用途的零組件，自行維修更換或由第三人提供服務

加以更換，就有可能觸動權利耗盡與間接侵權兩者間的敏感神經。尤其是供應專用

零組件的第三人是否構成誘引侵權或輔助侵權，牽涉到間接侵權所設定的實際涵蓋

範圍，以及專利權人可否在此種情形下藉由間接侵權責任而延伸其專屬權利，排除

第三方作為專用零組件的供應來源，此與間接侵權責任是否過於寬廣而有失均衡的

架構性重要課題直接相關，在此有必要專門加以探討86。 

在美國法上，聯邦最高法院曾在同件訴訟衍生出來的Aro I與Aro II兩件判決中

釐清此一問題87。綜合兩件判決，法院基本上認為專利設備的合法購買者可以主張

專利權人就該設備擁有的使用與轉售權利已經耗盡，而維修屬於使用權利合理包含

的環節，合法買受人無須經由專利權人同意即有權進行。且既然合法買受人有權進

行維修，為因應其維修之需求，第三人向合法買受人販售替換零組件，或是提供組

裝服務，並不能因為專為該專利設備所設計而構成間接侵權。在Aro案件中，系爭

專利乃是敞篷車的布質車頂與相關機械零件組成的車頂構造物。通用汽車向專利權

人取得使用該構造物專利的合法授權，但是福特汽車並沒有。當專利權人向販售布

質車頂的第三方供應商起訴主張輔助侵權時，最高法院認定通用汽車既已取得合法

授權，其車主有權為了使用或維修等目的更換布質車頂，並未構成直接侵權。在從

屬說之下，由於並未出現直接侵權，向車主提供布質車頂的供應商在此即無輔助侵

權責任可言88。然而福特汽車並未取得系爭專利之合法授權，其車主事實上無權使

                                                        
86 專利法第59條第6款對於權利耗盡已有規定，性質上此問題可透過解釋論加以解決。惟我國

學說實務對此相對陌生，對國內而言屬於新議題，且和間接侵權涵蓋範圍之架構性設計密切

相關，在修法時需要有意識地加以挖掘探討，故和其他修法議題一併在此討論。 
87 Aro Manufacturing Co. v. Convertible Top Replacement Co., 365 U.S. 336 (1961) (Aro I); Aro 

Manufacturing Co. v. Convertible Top Replacement Co., 377 U.S. 476 (1964) (Aro II). 
88 Aro I, 365 U.S. at 345-46 (“No element, not itself separately patented, that constitutes on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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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該車頂構造物，包含無權進行維修。對於這些車主提供布質車頂的第三方供應

商，在此範圍內即構成輔助侵權89。 

對於專利權之權利耗盡原則，2017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揚棄國內耗盡，改

採國際耗盡，並且清楚表明權利耗盡範圍不受專利權人同意將專利物品流通於市面

時所設下的條件限制90。自此之後美國與我國專利法之權利耗盡原則應無明顯不同

之處，美國相關討論及法律見解應可作為我國法上重要參考。就與間接侵權相關之

實際個案而言，智財法院103年度民專訴字第66號判決乃是與權利耗盡及間接侵權

兩者同時相關的國內實際案例。本案系爭專利乃是用於晶圓廠生產設備的一種探針

卡裝置，主要包含探針卡總成，以及一探針結構。在該案中，某晶圓廠向專利權人

合法購入包含該探針卡裝置的生產機台，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當探針頭損耗需要更

換時，該晶圓廠並未向專利權人採購，轉而向被告購買，並由被告前往晶圓廠廠房

實地提供安裝服務。被告所供應的探針頭，其安裝介面相容於系爭專利保護的探針

卡總成，並且專為安裝於專利權人製造的生產機台及探針卡總成而特別設計製造，

並無其他用途存在。被告生產的探針頭一旦安裝至專利權人生產的探針卡總成，就

會滿足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的各項技術元件，構成系爭專利所保護的探針卡裝置。

智財法院認為被告將其製造之探針頭交付予晶圓廠，該廠商或被告再將安裝於探針

卡總成，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兩者已經構成共同實施侵害專利行為之共同直

接侵權行為人。被告為原告專利權人之競爭同業，應有知悉系爭專利及避免侵害之

專業能力，其與晶圓廠共同實施完成的專利侵害已違反其注意義務，具有過失，就

本案應負損害賠償責任91。 

對於被告主張晶圓廠僅係針對經由合法授權取得的探針卡裝置進行維修，自行

更換零組件，應有專利法上權利耗盡之適用，法院在判決中表示：「系爭半導體廠

商對於其向原告購買之探針卡裝置為具專利權之產品應當知悉，惟系爭半導體廠商

                                                                                                                                                        
elements of a combination patent is entitled to patent monopoly, however essential it may be to the 
patented combination and no matter how costly or difficult replacement may be.”). 

89 Aro II, 377 U.S. at 484-87. 
90 Impression Products, Inc., v. Lexmark Int’l, Inc., 581 U.S. _ , 137 S.Ct. 1523 (2017). 
91 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之共同直接侵權行為，依司法院例變字第1號判例，僅須有行為關連

共同，不需要意思聯絡，出於過失的被告之間亦可構成共同侵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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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就探針頭部分改向被告購買，則在被告將系爭探針頭產品交付予系爭半導體廠商

後，系爭半導體廠商或被告將之與系爭探針介面板組合時，顯然已經共同侵害系爭

專利權，此與一般純粹更換零件之情形不同，是被告抗辯系爭半導體廠商僅係自行

更換零件，而有『權利耗盡（第一次銷售原則）』之適用，自不構成侵害系爭專利

權之行為等語，即非可採。」承審法院在此似乎完全忘卻合法購入受專利保護裝置

之人，在權利耗盡之下具有使用及轉售該專利裝置之權利，無須經由專利權人同意

即可自由進行維修、更換使用時合理耗損的零組件。或許法院之真意在於本案系爭

維修行為已經逾越權利耗盡之可得適用範圍，構成另一未經授權的專利裝置製造行

為，因而構成專利侵害92。然而即便如此，由於事涉權利耗盡原則可否適用之灰色

邊界地帶，承審法院對此也應該在判決中詳細加以論證，分析就本案情形而言究竟

何以構成重新製造而非維修行為，而非如同前引判決中直接駁回被告有關權利耗盡

之主張，方屬得當。 

由前揭判決來看，本案法院似乎過度執著於被告生產的探針頭係為專門用於原

告受專利保護之裝置而設計製造，引發侵害他人專利的意圖似乎甚為強烈，因而認

為理應構成共同直接侵權。然而在擁抱保護專利權熱情的同時，法院忽略了專利權

人對於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記載的個別元件，倘若沒有另外單獨取得專利保護，專利

權人原則上對之並不享有專屬排他權利的專利法基本原理。尤其在合法買受人對於

系爭裝置已經取得合法授權的情況下，如同前述美國法上已經清楚加以論證，在維

修使用等權利耗盡範圍之內，供應系爭專利專用零組件之第三人不致涉及間接侵

權，更無涉及共同直接侵權之可能性。相對於此，本案法院在判決中輕易將被告提

出之權利耗盡抗辯予以駁回，並未意識到專利權保護是否因此而過於擴張，也未意

識到權利耗盡議題對於共同直接侵權或間接侵權等第三人協力參與專利侵害事件的

重要性與免責可能性，不僅甚為不妥，也著實是一大警訊。在解釋論面向上不惟應

當在國內相關專業社群大力倡導，釐清權利耗盡原則在此種情形下為供應零組件之

第三人所構築的免責空間，在立法論上也應以適當方式加以矯正或適度提醒，避免

法院在無意識之下不當擴張專利權實際效力範圍的情形繼續發生。 

                                                        
92 有關權利耗盡所涵蓋之維修（repair）與無法涵蓋的重新製造（reconstruction），其間區別

標準可參見Jazz Photo Corp. v. Int’l Trade Com’n, 264 F.3d 1094 (Fed. Ci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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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 論 

我國專利法至今未明文規定間接侵權責任，雖可適用民法第185條第2項有關造

意、幫助之規定予以涵蓋，然而從實證調查結果加以評估，未明文規定對於間接侵

權之主張與認定似乎仍有不利影響。智慧局2009年修法草案僅針對有需要限縮適用

範圍的輔助侵權（幫助侵權行為）加以規定，雖可支持，但應於修法說明或以其他

方式表明誘引侵權（侵權行為之教唆造意）應回歸適用前述民法規定，較為妥當。

我國實務上對於專利間接侵權均採取從屬說見解，並有嚴格從屬說與寬鬆從屬說之

立場分歧情形。本文認為宜採取寬鬆從屬說，在訴訟上證明有直接侵權情事存在即

為已足，無須具體舉證證明個別特定之直接侵權人。直接行為人倘無故意過失，實

務上常以從屬說為由免除專利間接侵權責任，實係對於源自侵權行為法之從屬說的

誤會，有必要加以調整。至於直接行為人倘於客觀上已經構成專利侵害，僅因與直

接行為人個別相關之理由免除法律責任，應無礙於間接侵權責任之成立。本文有關

私人非商業行為免責事由之討論，即本諸此一原理，主張該免責事由不應免除間接

行為人之侵權責任。 

有關間接侵權之主觀要件，國內學說實務大多主張應以故意為必要。然而筆者

與共同作者先前對於智財法院專利侵害主觀要件之實證研究，發現該院對於故意過

失之認定皆十分嚴格，若無直接證據幾乎無法認定行為人之主觀故意，因此似無必

要以出於故意為限，以維持間接侵權正常合理的得以適用空間。就因果關係議題而

言，本文認為即使受專利保護之特定使用方法已為業界所公知，惟特定商品於藥品

仿單或類似說明上的使用方法正式記載，仍是審視確定可否適用該使用方法的重要

依據，對於以該商品利用該使用方法所產生的侵權結果而言，似乎與該商品使用說

明上的教示仍然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應可成立教唆造意，構成誘引侵權。 

智慧局草案條文將間接侵權責任限定在用於解決發明問題主要技術手段之物，

雖然在個案判斷上可能容或有模糊之處，但是為了避免擴張專利權之實際效力範

圍，防止過度涵蓋已經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內、惟專利權人未單獨取得專利保護之

零組件，此部分草案規定應該仍然值得予以支持。關於間接侵權與權利耗盡的關連

性，在國內似乎鮮少為人論及，實務上尚且出現明顯忽視這點的判決見解，實在應

當儘速認清本議題之重要性，並且清楚認識到落入權利耗盡之維修行為，由於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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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合法買受人有權進行維修，第三人供應零組件之行為應不致構成間接侵權。上述

諸多議題倘若可以藉由解釋論及立法論分別加以釐清，針對國內狀況就現有法制規

範進行適度調整，應可架構出較為妥適而且趨近於適切均衡狀態的間接侵權責任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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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中鋼集團積極轉型 
迎向曙光 

芮嘉瑋* 

壹、前 言 

鋼鐵材料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材料，鋼鐵需求與景氣循環之間密切相關。近來受

到中美貿易大戰影響，鋼鐵市場確實受到衝擊，不僅鋼品跌價，市場也呈現不確定

的觀望氣氛。此外，2020年全球受到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大爆發的影響，景氣

的衰退觸發金融市場的動盪以及原油等商品價格的驟跌，不少國家主政者甚至被迫

宣布封城停工停課進入緊急狀態，而停工封城也讓營建業、製造業、海陸運輸暫時

停工，間接造成鋼鐵需求受挫。全球因許多地區封城與工廠停工之影響，致使鋼鐵

需求出現下滑；為應對疫情帶來的下游用鋼需求低迷，歐美日等主要鋼廠都陸續傳

出高爐停休或減產的消息，而台灣唯一的高爐廠──中鋼集團，亦考量市場的變

化，也於今年提前對已運作14年多的2號高爐進行停爐大修的計畫1。 

鋼鐵產業與各行各業關係密切，舉凡機械業、汽車業、造船、運輸、建築等產

業皆有密切關聯性，鋼鐵業也常被業界稱為「工業之母」，是台灣具代表性的傳統

                                                        
DOI：10.3966/221845622021040045007 
收稿日：2020年12月30日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簡稱工研院）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執行長室，清華大學奈米工程

與微系統研究所博士，曾任工研院電子與光電研究所專利副主委、光電產業智權經理。 
1 陳建任，2020年鋼鐵產業景氣展望，2020年4月17日，網址：https://www.chinatimes.com/ 

newspapers/20200417000536-260210?chdtv，最後瀏覽日：2021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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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之一。當前的新興技術如物聯網、人工智慧（AI）、大數據分析等大舉深入傳

統產業，成為傳產產業改善生產問題的助力，使得傳統產業如今也正翻身成為科技

型的製造業，藉由導入大數據、AI等技術可實現智能化生產及實施能源管理系統，

並強化和確保設備運行的可靠性。例如，預測性維護被歸類為傳統製造業最想透過

AI解決的問題，也是目前傳統產業在智慧製造投入項目中最為廣泛的應用，透過埋

設感測器偵測、監控並記錄，可預測生產設備的耗損，有益於設備維護，從而智慧

製造技術成為刺激國內鋼鐵產業加速升級轉型的推動力之一。 

國內鋼鐵產業以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鋼公司」）為首，面對

需求減緩正積極轉型讓鋼鐵業升級。在武漢肺炎疫情隱隱於全球流竄之際，中鋼早

已快速動員擬定轉型大計，帶動用鋼需求迎向曙光。有鑑於此，本文針對國內鋼鐵

龍頭中鋼公司進行全面專利布局分析，用以掌握其全球專利布局概況和歷年專利申

請趨勢，透過國際專利分類碼（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掌握其整體

魚骨技術布局，並以IPC歷年趨勢的分析概觀掌握鋼鐵龍頭技術布局的趨勢，同時

依據其近幾年的專利布局趨勢洞悉其加大投資的研發走向，最後提出產業在積極轉

型的同時，技術開發及其相應專利管理的策略也需要與時俱進的策略。 

貳、鋼鐵龍頭專利布局分析 

一、全球專利布局概況 

本文以國內鋼鐵龍頭為例進行全球專利布局分析，並以2020年11月18日的檢索

日期透過Derwent Innovation、IPTECH、中華民國專利資訊網，以及TIPO全球專利

檢索系統等專利資料庫，在全球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專利申請進行檢索、交互比對，

獲得全球總共2,747件的檢索結果（專利公開、公告同案已檢索去重），從而掌握中

鋼公司全球專利布局概況，如圖1所示。顯示中鋼公司目前已公開或公告的全球專

利共有2,747件，其中，台灣專利共2,475件占中鋼所有專利的90%，中國專利共177

件占7%，美國專利51件占2%，歐洲專利19件占1%，其他國家專利申請包括加拿

大、澳大利亞、印度、印尼、新加坡，以及PCT專利等各有申請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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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中鋼公司全球專利布局概況 

二、專利申請趨勢分析 

圖1可知中鋼公司申請台灣（TW）專利就占了90%，可謂每個專利家族皆有布

局台灣（TW）。中鋼公司台灣專利共申請2,475件，其中發明專利1,477件（占

60%）、新型專利991件（占40%）、設計專利5件。中鋼公司台灣專利歷年申請趨

勢如圖2所示，顯示中鋼於1982年開始有第1筆專利進行申請（與「矽鐵研磨及吹料

增矽方式生產翻砂用生鐵製程」有關），之後每年皆有申請少量專利，直至2006年

起專利申請量迅速增加，並於2014年達到高峰的237件，近幾年也都維持每年有170

～230件左右的申請量。 

 

TW(台灣) 

US(美國) 

CN(中國) 

EP(歐洲) 

KR(韓國) 

VN(越南) 

GB(英國) 

CA(加拿大) 

AU(澳大利亞) 

IN(印度) 

ID(印尼) 

SG(新加坡) 

WIPO(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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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中鋼公司台灣專利歷年申請趨勢（含專利申請類型占比） 

三、以國際專利分類碼（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
分析技術布局 

圖3、圖4、圖5分別對中鋼公司台灣專利三階、四階和五階的TOP 10國際專利

分類號（IPC）進行統計，以初步判斷其技術領域的布局方向。其中，三階IPC分類

碼以B21B（金屬之軋製）最多，四階IPC分類碼以C21B 7/00（高爐）最多，同時五

階IPC分類碼以C21B 7/24（用於高爐之探料尺或其他檢測裝置）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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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中鋼台灣專利TOP 10三階IPC分布圖 

 
圖4 中鋼台灣專利TOP 10四階IPC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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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中鋼台灣專利TOP 10五階IPC分布圖 

綜觀鋼鐵龍頭的IPC技術分布，多集中在B、C、G、H等Group，圖6、圖7清楚

呈現其IPC魚骨分布圖。其中，與B Group（作業、運輸）相關之IPC包括B01D（分

離）、B21B（金屬之軋製）和B22D（金屬鑄造）；與G Group（物理）相關之IPC

包括G01N（利用反射或再輻射無線電波之傳播效應、傳播時間來測定）、G06K

（記錄載體）和G06Q（專門適用於行政、管理、商業、經營、監督或預測目的的

數據處理系統或方法）；與H Group（電學）相關之IPC為H01F（磁體；電感；變壓

器；依磁性能選擇的材料）；與C Group（化學；冶金；組合化學）相關之IPC包括

C21B（鐵或鋼之冶金）、C21C（生鐵之加工處理，例如精煉、熟鐵及鋼之冶煉；

熔融態下鐵類合金之處理）、C21D（改變含鐵金屬之物理結構；含鐵或非鐵金屬或

合金之熱處理用之一般設備；利用脫碳、回火或其它處理使金屬具有韌性）、C22C

（合金）、C22F（改變非鐵金屬或非鐵合金之物理結構）以及C23C（對金屬材料

之鍍覆），其細項分布參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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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中鋼公司IPC魚骨分布圖（B、G、H Group） 

 
圖7 中鋼公司IPC魚骨分布圖（C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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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IPC歷年趨勢分析 

圖8顯示中鋼台灣專利TOP 5三階IPC歷年布局趨勢，其中技術領域分布最多的

B21B（金屬之軋製），指的是將金屬錠通過一對滾輪並透過滾動來為之賦形的過

程，此乃中鋼公司歷久以來之本業。B21B（金屬之軋製）的技術係自1992年起有零

星少量之專利申請，直至2007年起申請數量開始明顯地突破增長，並於2016年達申

請量高峰，且近10年來每年都有15～25件左右的專利申請。其次，技術領域G01N

［利用反射或再輻射無線電波之傳播效應（如都卜勒效應）、傳播時間來測定］次

多，係有關測定（試）方法、檢（偵）測裝置、測試機台（設備）、量測系統等

等，自1986年起有零星少量之專利申請，直至2007年起申請數量開始明顯地突破增

長，並於2013年達申請量高峰。再者，C22C（合金），自1991年起有零星少量之專

利申請，直至2012年起申請數量開始明顯地突破增長，並於2016年及2019年達申請

量高峰，值得一提的是，構成電動車永磁馬達關鍵材料之釹鐵硼合金或稱釹鐵硼磁

鐵（磁石）之製造方法亦在C22C（合金）的領域中發現；除釹鐵硼磁鐵外，其他各

種不同組合合金之鐵氧體磁鐵（鎳銅鋅鐵氧體、錳鋅鐵氧體磁粉）亦有專利布局。 

 
圖8 中鋼台灣專利TOP 5三階IPC歷年布局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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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顯示中鋼台灣專利TOP 5四階IPC歷年布局趨勢，其中技術領域分布最多的

C21B 7/00（高爐）係自1991年起有零星少量之專利申請，直至2010年起申請數量開

始明顯地增長，並於2017年達申請量高峰。其次，技術領域C22C 38/00（鐵基合

金，例如合金鋼）次多，自1991年起有專利申請，並於2019年達申請量高峰。 

圖10顯示中鋼台灣專利TOP 15五階IPC歷年布局趨勢，除了三階、四階IPC已出

現過與高爐、熱處理、鐵基合金、金屬軋製或鑄造、測試方法或設備等等有關之技

術分布之外，另有在2007年至2016年間申請與G06K 19/07（連同機器一起使用且附

有數位標記之具IC晶片的記錄載體）技術相關的專利，例如使用於金屬板的無線識

別標籤、具有金屬基片之無線識別標籤裝置……等與無線射頻識別系統（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相關之應用專利。由於過去中鋼的條線產品都使用

條碼做為識別系統，出貨時驗貨員要爬上爬下、逐綑掃描，不僅容易因此摔傷、出

貨速度也慢；而產品到了客戶端，還要經過簽收、資料輸入等流程，才能進廠開始

生產。為此，中鋼決定幫助客戶省時間、落實與客戶共同成長的策略，應用RFID

（無線射頻辨識系統）管理出貨、倉儲的創新相繼應運而生，將產品上之條碼全部

改為RFID識別，不但加快出貨速度、簡化倉儲管理，客戶的作業流程也因此縮短。

不僅如此，中鋼還利用射頻辨識系統（RFID）進行物流載量管理之設備與方法，使

出貨廠商或客戶端皆可藉由網路至物流資料中心追蹤裝載貨物的資訊，達到物流業

管理或倉儲管理目的2。有此可見，中鋼利用RFID射頻辨識技術應用在生產過程自

動控制及倉儲物流管理中，寫下全世界鋼廠首度使用RFID管理的案例，帶動鋼鐵產

業加快RFID自動化、智能化建設的應用步伐。再者，另有在2012年至2019年間申請

與G06Q 50/04（專門適用於製造業特定經營部門的數據處理系統或方法）技術相關

的專利，例如製造參數調整方法與控制系統、鋼種合爐冶煉決定方法及相關電腦程

式產品、鋼捲儲位自動更新系統、用於鋼捲製程之方法及其電腦程式產品。此外，

另有在2010年至2019年間申請與H01F 41/02（用於製造磁心、線圈或磁體之設備或

方法）技術相關的專利，該等專利與磁鐵製造方法相關，除構成電動車永磁馬達關

鍵材料之釹鐵硼磁鐵外，其他如各種不同配比組合合金之鐵氧體磁鐵（鎳銅鋅鐵氧

體、錳鋅鐵氧體磁粉）亦有專利布局。 

                                                        
2 I591552，利用射頻辨識系統進行物流載量管理之設備與方法，2017年7月11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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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中鋼台灣專利TOP 5四階IPC歷年布局趨勢 

 
圖10 中鋼台灣專利TOP 15五階IPC歷年布局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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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鋼鐵龍頭近幾年積極轉型研發走向 

身為台灣最大鋼鐵業龍頭的中鋼公司，正快步轉型、並不老派。中鋼公司近年

依據國際市場趨勢及國內用鋼產業發展需求，加大投資而規劃之研發工作主軸，包

括電動車產業核心技術、智能生產技術（包含導入AI）、環保減排技術、重要工業

材料開發等，並創造亮麗的研發成果。其中較重大項目依序簡易說明如下，並以圖

11顯示中鋼近幾年重大研發主軸魚骨圖。 

 
圖11 中鋼近年重大研發主軸魚骨圖 

一、電動車產業核心技術 

(一) 電磁鋼片產品開發  

透過關鍵技術的建立，已開發出更低鐵損、更高磁通、更高強度電動車驅動馬

達用薄尺寸電磁鋼片，滿足電動車所需鋼材規格制定，亦成為知名電動車大廠唯一

的電磁鋼片供應商。例如中鋼發明一種自粘電磁鋼片及衝切油之相容性的量測系統

及其量測方法（I636246，2017年），根據含不同種類衝切油的實驗組接著力及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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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切油的該等對照組接著力的比值，來判斷該等實驗組自粘電磁鋼片及相對應的衝

切油之相容性是否合格，藉此能夠快速地分辨其自粘接著力的優劣，也能夠有效地

掌握實際衝切油與自粘塗膜的相容性與接著力的影響。 

(二) 熱衝壓技術與應用 

近年來汽車製造業為追求節能減碳，而致力於車體輕量化。藉由提升汽車鋼板

強度以減薄鋼板厚度，成為車體輕量化的發展策略。為克服鋼板強度增加而造成鋼

板成形性下降的問題，汽車製造業廣泛採用熱衝壓成形鋼板，從而熱衝壓已成為汽

車結構件最重要的技術發展趨勢。中鋼之熱衝壓部件製造技術已成功跨入車廠供應

體系並申請多項專利，例如中鋼發明一種耐高溫氧化之複合鍍鋅鋼板及其製造方法

與應用（I687546，2019年），所獲得的耐高溫氧化之複合鍍鋅鋼板可大幅提升抗氧

化力，避免電阻點銲之銲接性質劣化。 

(三) 構成電動車馬達之永久磁鐵 

近來電動車產業運用稀土永磁材料開發生產耐高溫且不易消磁的高性能馬達，

含有稀土永磁成分的磁鐵（稀土磁鐵）成為現階段被重視且廣泛應用的熱門材料。

釹鐵硼磁鐵係當今世界上磁性表現最強的永久磁鐵（有「磁王」之稱），其含有目

前應用於電動車永磁馬達最為廣泛的稀土金屬釹，為構成電動車馬達不可或缺的關

鍵材料。中鋼對此有不少發明，例如，一般而言，當釹鐵硼磁石的碳含量越高時，

其磁力性質就越差。中鋼對此提出一種釹鐵硼磁石的製造方法（ I650432，2018

年），其係透過改變進行脫氫步驟的時間點，亦即脫氫步驟係在一真空燒結步驟之

前進行，以獲得碳含量較低的釹鐵硼磁石。構成電動車馬達之永久磁鐵專利，中鋼

除釹鐵硼磁鐵之外，亦有申請鐵氧體磁鐵（磁石）專利。 

二、智能生產技術 

(一) 固定式起重機（天車）功能強化 

中鋼已建立完整天車技術並通過實際運轉測試，未來將於廠內逐步推廣建置，

可大幅降低產線運送之作業人力需求；例如中鋼為判斷馬達的扭力平衡而發明一種

雙馬達平衡偵測裝置（M592970，2020年），可提高固定式起重機的運作效率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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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操作的安全。 

(二) 煉鋼排程智能決策輔助系統 

依訂單交期、設備狀況、鋼種、尺寸等不同變數做最佳化煉鋼調度，充分利用

轉爐產能並減少各項設備等候的時間，使高爐鐵水利用最大化。例如一種用於煉鋼

廠或煉鐵廠之氧氣生產決策支援系統（I480814，2012年），用以決定氧氣生產系統

之氧氣生產量。 

(三) 烘烤硬化鋼冶金製程動態控制系統 

依據上游煉鋼實測成分，動態微調熱浸鍍鋅產線之退火溫度，消弭成分變異引

發之產品性質變異，藉以提升產品品質、降低產品剔退率。例如中鋼發明一種運用

比例—積分—微分（Proportional Integral Derivative, PID）控制器之製程控制方法

（I546637，2014年），大幅減少製程成本與時間。 

(四) 導入AI技術 

AI是擋不住的趨勢，中鋼也加大投資導入AI技術。例如中鋼發明一種關於鋼帶

翹曲量估測系統（I704019，2019年），係透過人工智慧演算模組所產生的估測鋼帶

翹曲模型進而對鋼帶翹曲量進行估測，而該人工智慧演算模組是一機器學習模組或

一深度學習模組，並使用一雲端伺服器來評估該製程參數及該翹曲量。再者，例如

中鋼發明一種製程參數的調控方法與電子裝置（I708128，2019年），當執行完一部

份的生產階段以後，可以即時地計算下一個生產階段的製程參數，其中之製程參數

的調控方法包括根據歷史資料建立一機器學習模型，後續並將測試資料輸入至機器

學習模型以預測目前產品的機械性質等步驟。 

三、環保減排技術 

(一) 冷卻水塔節電技術建立與應用 

鑑別冷卻水從生產端到下游使用端的耗能問題，結合大數據、智慧化等新科

技，開發對應的分析技術，提供科學化的節能改善對策。例如中鋼發明一種可節省

能耗之冷卻水塔之控制方法與控制系統（I686583，2019年），其可降低空壓機與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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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水塔之總能耗，進而降低煉鋼廠整體消耗的能源。 

(二) 水處理 

水處理涉及廢污水的處理及其再生方法。由於在鋼鐵工業之冷軋製程（Cold 

rolling process）中會排出大量的廢水，一般稱為冷軋廢水，而其中含油量高的冷軋

含油廢水因其含油量及化學需氧量（Chemical oxide demand, COD）高，處理難度更

大且生物分解性更差，因此須對冷軋含油廢水做進一步的處理。中鋼因此提出一種

用於鋼鐵廠之冷軋含油廢水的廢水處理方法（I426054，2010年），利用聚合硫酸鐵

及陽離子型高分子讓該冷軋含油廢水中的懸浮固體膠結沉澱後，再利用薄膜生物反

應器單元將第二液體中之化學需氧量（COD）去除，是一種可有效降低冷軋含油廢

水的懸浮固體（S.S.）及生物含氧量（COD）的廢水處理方法。再者，提出一種包

含一凝集沉澱處理池、一第一過濾單元、一逆滲透單元及一電去離子單元的廢水處

理系統（I583636，2016年），用以將一鹼性含油廢水淨化為一再生淨化水。再者，

還提出一種含氰化物廢水的處理方法及其設備（I685470，2019年），特別是關於一

種使用含鈷離子藥劑處理含氰化物廢水的處理方法及其設備。此外，亦提出一種對

高汙染廢水進行水質處理的廢水再生方法及系統（I648226，2018年）以及一種海水

淡化方法（TW201831408，2017年）。另，煉焦廢水高效微生物脫氮技術也是中鋼

重要的廢水處理技術，其成功加速菌種活性，可使廢水化學需氧量及氨氮污染物維

持高去除率，並大幅縮短高負荷進水衝擊，已成功落實應用，例如公開號

TW201242909提出一種排硫桿菌分解硫氰酸鹽之用途及分解硫氰酸鹽之方法，係關

於排硫桿菌分解硫氰酸鹽（SCN-）之技術；以及提出一種用於煉焦廢水之結垢抑制

劑與煉焦廢水的抑垢方法（I699336，2019年），該結垢抑制劑可應用於煉焦廢水，

且於高溫與氟離子之存在下可有效抑制煉焦廢水中之有機垢與無機垢。 

四、重要工業材料開發 

中鋼集團持續進行各種工業材料產品的開發，以滿足各產業諸如光電、汽車、

電動車等產業之需求，至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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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精碳材料 

近年來進行煤化學產品鏈優質化，將軟瀝青經加工後可生產高值。 

化介相石墨碳微球、先進碳材料及等方性石墨等多元精碳產品，大幅提升煤焦

油瀝青的附加價值，帶動公司進入綠色與高科技材料產業。例如中鋼發明一種等方

向性石墨材料及其製造方法（I494272，2013年），其係在中間相碳微球作粉碎處理

之前，先在保護氣氛之存在下對中間相碳微球進行預熱處理，再進一步石墨化處理

後獲得表面完整且不具裂紋缺陷之等方向性石墨材料。 

(二) 鋰電池材料 

例如中鋼發明一種應用在鋰電池之正極集電箔之金屬鋁箔片之。 

製造方法（I506148，2013年），可在不進行任何退火處理的情況下對該鋁片進

行一冷軋製程而形成一鋁箔，此種高強度鋁箔可符合鋰電池之正極極電箔的應用需

求。 

(三) 微細銀粉 

微細銀粉為導電膠的主要固體成份，而導電膠在光電產業的應用。 

範圍涵蓋厚膜應用、太陽能電池、感測器、RFID天線及固態發光材料等。例如

中鋼發明一種可調控粒徑之銀粉合成方法（I508799，2012年），分別藉由界面活性

劑及鹼性調和劑調控銀粉之粒徑大小，以滿足現今多樣性的應用需求。 

(四) 汽車鋁片 

汽車鋁片是汽車輕量化之關鍵材料，隨著電動車之盛行，使用量（日增）。例

如以鋁鎂矽合金而言，因具有質量輕、成形性佳以及塗漆烘烤後強度高的優點，此

種材料已經成為世界汽車輕量化的主流。因此，中鋼提供一種高彎折性鋁鎂矽合金

片材的製造方法（I695895，2019年），以特定的熱軋與冷軋步驟將特定組成的鋁胚

製成鋁片，並施予必要的熱處理。此外，也在熱軋步驟與冷軋步驟之間施予獨特的

高溫中間退火步驟，使得所製高彎折性鋁鎂矽合金片材的晶粒方位能散亂分布，因

而在彎折過程中不致產生微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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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半導體用靶材 

中鋼近年有往高階金屬材料發展的趨勢，特別是開發半導體用靶材，打入高階

市場。例如中鋼提供一種阻障層之製造方法與半導體元件及其製造方法（I543262，

2014年），其係利用矽鋁靶材進行物理氣相沉積製程，並採用氮氣作為製程氣體，

以在半導體元件之矽薄膜層上形成矽鋁氮化物來作為阻障層。此矽鋁氮化物阻障層

可有效阻絕銅擴散至矽薄膜中，並可維持銅薄膜之品質。此外，以矽及鋁作為靶材

材料在製作成本上較低，可降低生產成本。 

肆、AI加值轉型升級智慧工廠 

中鋼在其智能生產技術中，導入AI實現智慧製造，讓傳產工廠轉型升級智慧工

廠。舉例來說，一般的鋼捲產品需要經過諸如煉鋼、熱軋和冷軋等許多生產階段，

為了讓產品的機械性質符合預定的規範，過去往往依賴人為經驗調整生產階段的製

程參數，然而，人為經驗難以即時反應生產線狀況，中鋼就此發明一種適用於一軋

延系統之製程參數的調控方法（I708128），此軋延系統包括多個生產階段，當執行

完一部份的生產階段以後，可以即時地計算下一個生產階段的製程參數。該製程參

數的調控方法包括：取得多筆歷史資料，其中每一筆歷史資料包括生產階段的生產

參數與產品的機械性質；根據歷史資料建立一機器學習模型；取得一線上資料，線

上資料包括已完成生產階段的生產參數；將尚未完成生產階段的預設生產參數與線

上資料合併以產生一測試資料，將測試資料輸入至機器學習模型以預測目前產品的

機械性質；以及若所預測的機械性質不符合規範，執行搜尋演算法以取得調控後參

數，並根據調控後參數來實施尚未完成生產階段。 

圖12為該專利之軋延系統的運作流程示意圖。在步驟220中，可根據這些歷史

資料來建立一個機器學習模型221，此機器學習模型221是要根據生產參數來預測產

品諸如拉伸強度、降伏強度和伸長率等的機械性質，換言之在訓練階段中生產參數

是作為機器學習模型221的輸入，機械性質則作為機器學習模型221的輸出。機器學

習模型221可以是卷積神經網路、支持向量機、決策樹或任意合適的模型。在步驟

230，對目前在線上的產品執行部分的生產階段。在步驟240中，將測試資料輸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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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模型221以預測目前產品的機械性質，並判斷所預測的機械性質是否符合

一規範。在步驟250中，依照預設生產參數進行下一個生產階段。如果步驟240的結

果為否，則執行一搜尋演算法以取得最佳的生產參數，並據此實施下一個生產階段

（步驟260）。其中，執行搜尋演算法以取得調控後參數的步驟包括：設定一利益

函數；將尚未完成生產階段的可調控參數與線上資料合併後輸入至機器學習模型以

取得預測機械性質，並根據利益函數計算出預測機械性質的誤差值；以及取得最小

誤差值所對應的可調控參數以作為調控後參數。 

 
圖12 台灣專利號I708128之軋延系統的運作流程示意圖 

該專利權利請求項除了主張一種製程參數的調控方法外，亦主張一種電子裝

置，該電子裝置包括一記憶體以儲存多個指令以及一處理器用以執行該些指令以完

成權利請求項1所述之製程參數調控方法的多個步驟，適用於包括多個生產階段的

軋延系統，可以即時的計算出下一個生產階段的生產參數，藉此在智慧製造領域中

實現智慧工廠轉型升級，提高產品品質並降低人為經驗的依賴。 

此外，在鋼材之生產過程中，當表面品質變異時，控制系統對於水冷能力的估

算會產生誤差而影響製程的穩定，從而需要一種水冷熱傳係數修正方法。中鋼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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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水冷熱傳係數修正方法（I476398），利用類神經網路之AI技術進行修正值的運

算，其包含一影像取得步驟（S1）、一特徵組取出步驟（S2）、一修正值運算步驟

（S3）以及一熱傳係數運算步驟（S4），其流程圖如圖13所示。該影像取得步驟S1

係利用該影像擷取裝置取得鋼材的高溫表面之影像並傳送至後端主機，該特徵組取

出步驟S2係透過後端主機之處理器取出該影像中一對應該高溫表面之品質的特徵

組，該修正值運算步驟S3係使用一迴歸分析方法根據該特徵組得到一修正值，該熱

傳係數運算步驟S4係利用該修正值將一水冷熱傳係數理論值修正為一修正後水冷熱

傳係數。 

 
圖13 水冷熱傳係數修正方法流程圖 

其中，在該修正值運算步驟S3中係使用一分類方法由該特徵組得到該修正值。

此時，後端主機的處理器中載有一經過訓練的分類器5且該分類器5係以類神經網路

實施而具有如圖14所示之輸入層、隱藏層，及輸出層。由於特徵組中包括物件個

數、物件平均面積及物件平均輪廓長度共三個特徵值，故輸入層中有三個節點。在

其一較佳實施例中，輸出層由0.90至2.00且每0.01間隔對應一節點，實行分類方法

時，將該特徵組取出步驟S2中所得到的物件個數、物件平均面積及物件平均輪廓長

度，對應地輸入該輸入層的三個節點中，經過隱藏層，最後輸出層中對應分類結果

的節點會輸出1。假設對應0.95的節點輸出1時，該修正值即為0.95。該專利主張之

水冷熱傳係數修正方法，透過AI技術導入類神經網路架構，藉此智慧化且精確的修

正係數，有助工廠產線運作，提高產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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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台灣專利號I476398之類神經網路架構示意圖 

當前新興技術如人工智慧（AI）、大數據分析、物聯網、機器人等大舉深入傳

統產業，成為傳統產業改善工廠生產問題的助力，特別是在設備維護方面，藉由AI

技術的加值，埋設感測器偵測、監控診斷並記錄，可預測生產設備的耗損，提早預

防故障並確保設備運行的可靠性，使得傳統產業如今也能翻身成為科技型的製造

業，轉型升級為智慧工廠。 

伍、綠能風電產業加碼帶動鋼鐵業迎向曙光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才剛上任的中鋼總經理王錫欽博士，是台灣風電協會大會

理事長，對推動綠能產業相當積極。而離岸風力發電產業是推動綠能發電以抗暖化

的重要發展，構成離岸風力發電的風機結構等硬體設備因佇立在海洋環境中使其鋼

結構物易受海水腐蝕，從而離岸風機鋼結構物的抗腐蝕（抗侵蝕）相關發明相對重

要。中鋼近年相關防蝕保護之台灣專利申請，包括2015年申請的I585399（用於監測

鋼板塗層劣化之磁吸式電極及系統），以及2017年申請的M546404（陰極防蝕塗膜

剝離試驗設備）。 

中鋼與臺灣產業的升級轉型密不可分，中鋼集團旗下部分鋼鐵廠積極切入離岸

風電市場，逐步開花結果都是推升整體鋼鐵產業正向發展的主因。在國際鋼價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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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下，加上風電產業動能帶動下，鋼板需求可望增加，也預期鋼鐵業即將呈現陽

光普照的局面。而中鋼未來定位為高值化精緻鋼廠，產品將追求差異化和高質化，

並且將協助下游產業升級，也將推動綠能事業發展，扮演領頭羊帶領台灣鋼鐵產業

持續發展。 

陸、母雞帶小雞、強化集團專利布局 

本文以鋼鐵龍頭為例，中鋼集團發展至今，事業範疇涵蓋鋼鐵、工程、工業材

料、物流貿易、服務投資等五大事業別3。在鋼鐵事業群中，境內公司除中鋼以外，

僅中龍鋼鐵有布局台灣專利48件；在工程事業群中，僅中宇環保工程（8件）、中

鋼機械（7件）、中冠資訊（1件）有布局台灣專利；在工程材料事業群中，僅中聯

資源（44件）、中鋼碳素（6件）、中鋼鋁業（4件）有申請專利；在物流貿易事業

群中之境內公司皆無專利布局；在服務投資事業群中，僅中鋼保全（5件）有布局

台灣專利。 

整體觀之，集團旗下子公司普遍有強化專利布局的需求。舉例而言，中鋼碳素

化學（以下簡稱「中鋼碳素」）自1989年成立以來，致力於將煤焦油及輕油經處理

分離後產出軟瀝青、雜酚油、精萘、苯及甲苯等高附加價值化學品，成立至今總共

才布局6件台灣專利，實為可惜。有鑑於軟瀝青可作為煉鋁電極、鋰電池負極材料

與超高電容活性碳之原料以及特殊防蝕材料等；雜酚油可生產碳煙，為高品質輪胎

不可或缺的重要添加物；精萘可生產染料及顏料中間體，為染整業之用。基於以上

高附加價值化學品的應用，除非公司採用營業秘密保護，否則強烈建議中鋼集團

（中鋼碳素）應深入強化其專利布局，提升產業競爭優勢。另，高科磁技自1991年

成立以來，以中鋼公司生產的高純度氧化鐵粉為主要原料量產低磁損鐵氧磁粉和高

導磁磁粉，近年來更陸續量產高端的高磁通、高頻與寬溫的磁粉，亦投入特用化學

油品及環保產品如氨裂解觸媒與板狀觸媒的量產。然而，該公司至今無專利申請；

這些有助於應用近年中鋼重大研發主軸中之電動車產業核心技術領域，例如圖11中

有關電動車永磁馬達關鍵材料之釹鐵硼磁粉、鐵氧體磁粉，應進一步結合中鋼技術

                                                        
3 中鋼公司官網，https://www.csc.com.tw/csc/gc/gr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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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的研發能量積極強化其專利的布局。 

柒、結語：產業積極轉型、專利經營策略也需與時俱進 

綜觀國內鋼鐵業龍頭的專利布局概況，產業在積極轉型的同時，技術開發及其

專利管理的策略也需要與時俱進。例如： 

一、強化國際性專利布局 

專利是屬地主義，同一專利必須分別在不同國家或地區申請專利且各自獲得其

專利保護的權利。基於鋼鐵龍頭全球專利布局概況，台灣專利占了90%，即便推測

它多為自主研發技術且以國內實施為主，仍應考量專利產品的製造國家、專利技術

的實施或使用所在地、產品可能之市場或潛在市場、國家的申請及維護成本、各國

的新穎性及優先權法定要件等因素，配合企業經營策略綜合考量哪些是必要申請保

護的國家或地區，以強化國內產業龍頭國際性的專利布局。 

二、強化RFID結合物聯網應用的專利布局，並在RFID倉儲物流
自動化管理機制尋求可能的合作 

在鋼鐵廠的生產過程中進行生產自動化控制或設備的自動定位控制是很重要

的，RFID技術對環境適應能力強，可抵禦灰塵、油污、振動或遮擋物等的干擾，並

實現全天候工作，從而在鋼鐵企業的管理、生產、倉儲、運輸等過程中扮演著重要

的應用。再者，電子標籤內可存儲的數據多、數據讀取距離遠、數據讀取精確度

高，這些技術特點使得RFID系統在整個工作過程中可做到基本不需要人工參與，電

子標籤可反覆讀寫，系統自動化程度高，節省大量人力物力，真正實現智能化工廠

的目標，這方面中鋼已有不少專利布局。除此之外，建議加強RFID結合物聯網的應

用提升市場競爭優勢。因為物聯網分為感知層、網路層與應用層等三個階層，其中

無線辨識（RFID）系統便是感知層中一個重要的元件。RFID系統的元件包含標籤

與讀卡機，標籤主要貼於物體或貨物上，讀卡機則是將物體或貨物上的標籤中的資

料讀入，轉成資訊後傳送至電腦或網路雲端，並和資料庫結合來執行管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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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跟蹤和生產過程跟蹤就是以RFID技術為代表的物聯網應用之一；鋼鐵業可透過

將RFID應用於原材料採購、庫存、銷售等領域，從而不斷完善和優化供應鏈管理體

系，既可提高供應鏈效率，又可有效地為企業降低成本。此外，利用RFID技術對生

產過程中所收集的精準數據可以幫助提高產品的性能，進行有效的產品質量監控。

例如，環境監測RFID技術可以應用於鋼鐵業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污染源及污染

治理各環節關鍵指標的實時監控，包括透過RFID技術對不安全氣體泄露的監測等，

不僅可以遠程關閉運行中的設備，還能防止突發性事故的發生。此類RFID結合物聯

網應用的整合跨域技術，鋼鐵龍頭除持續加強專利布局之外，較佳也能尋求異業結

盟截長補短或與學研合作開發，例如合作開發專為物流、倉儲管理應用所發展的資

料收集解決方案，使其廣泛適用於智慧倉儲物流、智能製造等RFID倉儲物流自動化

管理機制。 

三、強化集團事業群專利申請與運營管理 

對於中鋼集團五大事業群專利布局，整體觀之，集團旗下子公司普遍有強化專

利布局的需求。建議除了進一步結合中鋼技術部門的研發能量積極強化其專利的布

局外，各子公司更應考量是否建置專利智財人員之需求或者強化運用中鋼公司專利

智財相關單位統籌集權辦理，在有品質的專人處理和成本考量下找出平衡點。 

四、電動車領域合作聯盟、營造台灣馬達產業共生共榮 

中鋼過去在2006年曾與瑞智、工研院及東元等公司，一起籌組「馬達研發聯

盟」，透過聯盟的運作與技術合作，協同業者成功進行電磁鋼片與馬達設計分析等

多項鋼材與核心技術的開發，並使瑞智公司能成功的開發出DC變頻壓縮機，此項研

究成果也榮獲工研院成果貢獻金牌獎，並打破以往變頻壓縮機全數進口的情況，瑞

智也順利接獲日本家電大廠夏普公司訂單。時隔十多年，基於原有產品已進入成熟

期，在配合市場競爭與客戶需求的狀況下，中鋼公司持續進行新產品開發，創造差

異化產品以強化市場競爭力，例如在2019年即與工研院在智慧製造、水資源及高端

金屬等領域再次成為合作夥伴建立合作研發平台，而電動車產業核心技術近年已成

為中鋼公司的研發主軸之一，隨著電動車導入高效節能的電磁鋼片，驅動全球電動

車馬達用電磁鋼片的用料趨勢，或有機會繼續締結合作或者與下游馬達客戶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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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鏈結台灣馬達產業相關廠商研發能量與資源，合作開發高效率、低成本、

高附加價值的高性能馬達及系統，營造產業共生共榮生態環境，藉此提升台灣馬達

產業的高值競爭力。 

五、強化以AI為核心整合新興技術，加速產業積極轉型 

傳統產業中，產線一旦設備故障或產品缺陷未能即時排除，將直接衝擊產能造

成嚴重的損失。因此，預測性維護被歸類為製造業最想透過AI解決的問題，也是目

前傳產在智慧製造投入項目中最為廣泛的應用。鋼鐵龍頭近年在提升智能生產和投

入智慧製造的訴求下，積極導入AI技術，並以AI為技術核心專利布局智能設備線上

監診系統，透過監測模組與診斷方法有效地發揮預警效果，以降低對產能的衝擊。

然而，若要真正實現智慧製造，建議仍需在其製造技術中整合其他新興技術，諸如

網路安全（Cybersecurity）、大數據分析、自主機器人（Autonomous Robots）、模

擬（Simulation）、系統整合（System Integration）、雲計算（Cloud Computing）和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 IOT）等新興技術使之具有自動化、聯網、數據交換以及

智能工廠所需功能的系統平台，以此為目標全面強化工廠製造體質，成為刺激國內

鋼鐵產業加速藉由智慧製造技術升級轉型的推動力。 

 



 

專利師︱第四十五期︱2021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專題研究  

專利訴訟書狀之撰寫 
及提出 

蔡惠如* 

壹、前 言 

事實審法院就專利民事、行政訴訟事件（以下簡稱「專利訴訟」）之審理，以

「認事用法」即「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為主軸，涵蓋該事件之法律問題及事實問

題。固然終審法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為法律審，僅審理「事實審裁判違

背法令」之法律問題，然而法律審之內涵與事實之認定存有相當關聯性，故終審裁

判亦有可能涉及事實審法院就事實問題之認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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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方維，專利侵權之事實認定，智慧財產法院專題演講，2012年11月23日。「智財法院邀沈
方維法官談專利侵權之事實認定」，司法周刊，2013年4月12日，1640期，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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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事實 ◇適用法律 

◇判決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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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利訴訟常見侵權爭議為例，原告甲為物之發明專利（以下簡稱「系爭專

利」）之權利人，起訴主張被告乙所製造之A產品侵害其專利權，請求被告賠償其

損害。針對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原因事實（原告享有系爭專利權、A產品為被告所

製造且侵害原告之系爭專利權），被告抗辯不負賠償責任之原因（如系爭專利有應

撤銷之原因、A產品非被告所製造、未落入專利權範圍、無不法情事、欠缺侵權之

故意或過失、原告未受損害等等）。關於前述權利發生、障礙、消滅之構成事實，

當事人就事實上、證據上或法律上爭點有所攻防，法院應進行證據調查並作成裁

判2。而法院之判斷係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論理及經驗

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得心證之理由，記明於判決；如為駁回聲明或就有爭執

之聲明所為裁定，應附理由（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3、4項、第237條；行政訴

訟法第189條第1、3項、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37條規定參照）。 

於專利訴訟進行中，書狀係為精確表達當事人之主張或抗辯，其核心在於「易

讀性（readability）」，即如何使讀者（包含當事人、對造及法院）清楚理解其主張

答辯，此乃專業代理人的必修課。而長年來書狀之撰寫格式及以紙本提出有固定之

模式，但隨著技術發展及思維扭轉，書狀表達及展現方式已有所改變，如何給予讀

者有一目瞭然的體驗？同時適切保護書狀中所涉及之秘密或營業秘密，乃本文所欲

分享之重點。 

貳、專利訴訟書狀之撰寫 

民事、行政訴訟之書狀旨在表明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因定法院管轄及其適用程序所必要之事項、所用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對於他造

之聲明並攻擊或防禦方法之陳述、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證明應證事實所用之

證據、對他造主張之事實及證據為承認與否之陳述、爭執之理由、答辯之事實及理

由等等（民事訴訟法第244、265、266條；行政訴訟法第105、132條規定參照）。

書狀撰寫者本身早已熟悉個案原因事實及所欲主張抗辯之內容，然而讀者（包含法

院、對造）不見得對此有所知悉，因此，書狀撰寫之核心，在於如何使讀者清楚瞭

                                                        
2 同前註，7、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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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書狀內容，宜本於同理心，設身處地（Put yourself in other’s shoes），以讀者的

立場為考量，撰寫具易讀性之書狀內容。 

一、增加書狀易讀性之小工具 

(一) 民事、行政訴訟資料標準化 

所有參與法庭活動的人（包含法院、當事人、代理人）均共同使用許多資料，

例如：書狀、證據、筆錄、裁判書類、電子卷證等，倘將其命名、編碼、呈現格式

加以標準化，即可有效促進法院審理案件及當事人準備訴訟的效率，並增加裁判資

料之可利用性。因此，司法院先後訂定、修正「行政訴訟資料標準化須知」及「民

事訴訟資料標準化須知」，以作為訴訟資料之一般性準則3。 

智慧財產法院針對智慧民事、行政訴訟事件，有關「當事人提出書狀、證據的

格式」、「證據編號」，參採民事訴訟資料標準化須知、行政訴訟資料標準化須知

所揭示之原則4，並納入「一審民事訴訟審理共同注意事項」、「二審民事訴訟審理

共同注意事項」及「專利民事侵權訴訟當事人書狀注意事項」5。主要重點如下：    

1.宜於書狀左側加「頁行號」，以利引用特定段落。 

2.證據編號： 

就證據資料，編定「證據編號」，並標示於第1頁頁面頂端置中處，並預留一

定空間供法院作業使用（如下圖）。 

                                                        
3 司法院，業務綜覽／智慧財產／智慧財產案件介紹，網址：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

1502-58037-f700a-1.html、業務綜覽／民事／民事訴訟／肆，網址：https://www.judicial. 
gov.tw/tw/cp-1447-58182-7cb42-1.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2月17日。 

4 智慧財產法院，業務簡介／訴訟資料標準化／民事訴訟資料標準化，網址：https://ipc. 
judicial.gov.tw/tw/cp-615-39116-966c5-091.html、業務簡介／訴訟資料標準化／行政訴訟資料

標準化，網址：https://ipc.judicial.gov.tw/tw/cp-615-39117-9b8a9-091.html，最後瀏覽日：

2021年2月17日。 
5 智慧財產法院，智慧案件／審理特色／審理注意事項，網址：https://ipc.judicial.gov.tw/tw/lp-

326-091.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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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提出的證據資料，請編定「證據編號」，包含「證據來源代號」及「號碼

（阿拉伯數字）」。 

(2)「證據來源代號」及「證據編號」編定後，在本件裁判確定前均維持不變

（採恆定原則）。亦即張三起訴時（一審），就使用代號「甲」，日後上訴（二

審），仍繼續使用代號「甲」；又張三提出某一件證據，編為「甲證1」，之後的

訴訟程序（一審、二審、三審、更一審……等）都直接使用「甲證1」的證據編

號，無須重複提出同一證據。 

(3)證據來源代號 

證據來源代號 內 容 

甲 證 原告／聲請人（主動造
6
）使用的證據來源代號 

乙 證 被告／相對人（被動造
7
）使用的證據來源代號 

丙 證 參加人使用的證據來源代號 

丁 證 
法院依職權或依聲請調查的證據來源代號。但智慧財產行政訴訟

事件，由法院調閱的原處分卷、原訴願卷，其編碼原則如後第(5)
項所示 

戊 證 第三人
8
所提的證據來源代號 

                                                        
6 即開始發動行政訴訟程序的人。 
7 即與發動行政訴訟程序的人（主動造）相對立的一方。 
8 如證人、鑑定人或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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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般案件之範例： 

民事訴訟事件之證據編號，可參民事訴訟資料標準化須知（2019年5月20日

版）第9頁第4行至第11頁第14行。至行政訴訟事件之證據編號，可參行政訴訟資料

標準化須知（2019年6月28日版）第8頁第11行至第9頁第15行。 

(5)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事件9： 

○1 如為原處分或訴願階段之證據，請直接使用原來的證據編號（如「舉發證據

一」、「證據一」、「引證一」等），無須重新編號。 

○2 行政訴訟事件原則先行程序審查程序，並調取原處分卷、申請卷及訴願卷。 

 關於原處分卷、申請卷，每宗為一獨立的「乙證○」證據編號（無論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智慧局」）是否為被告機關）。 

 關於訴願卷： 

 智慧局為被告機關之案件，因法院需依職權向經濟部調取訴願卷，故將之

編為「丁證○」（表1）。 

【表1：智慧局為被告機關之案件】 

證據編號 內 容 

乙證1 原處分卷 
乙證2 申請卷 

丁證1、2 訴願卷2宗 

 經濟部為被告機關之案件，由經濟部向智慧局調取原處分卷及申請卷（已

編妥「乙證○」證據編號），連同訴願卷續編「乙證○」證據編號（如表

2），併送智慧財產法院。 

【表2：經濟部為被告機關之案件】 

證據編號 內 容 

乙證1 原處分卷 
乙證2 申請卷 

乙證3、4 訴願卷2宗 

                                                        
9 參行政訴訟資料標準化須知（2019年6月28日版）第7頁第17行至第8頁第10行。另智慧財產

法院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議之卷證編碼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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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處分卷、申請卷及訴願卷之卷宗均維持原先行政機關的分冊、編頁方式，

僅新增「證據編號一覽表」裝訂於每宗卷內第1頁，列載主要的證據資料，如專利

卷之舉發書、舉發理由書、答辯書、審定書（例1）；商標卷之異議／評定／廢止

申請書、答辯書、審定書、商標核准審定書、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書（例2）；著作

權卷之提請審議書、答辯書、各次著審會會議紀錄、審定書等等。 

例1：專利原處分卷之證據編號一覽表 

 

例2：商標原處分卷之證據編號一覽表 

 

【證據編號一覽表】

【乙證1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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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機關檢卷時均已編定證據編號，各宗卷內附有「證據編號一覽表」，當事

人或代理人於行政訴訟階段即可直接引用，亦無須重複提出。 

○5 直接引用與當事人所提的證據或法院職權調查的證據，載明證據編號即可，

無須重覆提出相同證據。  

3.證據清單： 

於提出新提證據資料、辯論意旨狀等時，提出「證據清單」，記載該份書狀所

引用或聲明的證據（如下表）。 

相關電子檔，請見司法院網站「便民服務／書狀範例／智財／0699證據清單

（智慧財產民事訴訟事件）、0699證據清單（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事件）10」。 

證據清單（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事件）    

法院：智慧財產法院    
案號：  年度行專訴字第 號    
案由：     
股別：  股    
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或內容 所附卷宗 頁碼 備註 

乙證1-1 舉發證據1--系爭專利公告本 乙證1卷 18-25  

乙證1-2 
舉發證據2--96年3月21日公告第  號「改良」

專利案 
乙證1卷 12-17  

乙證1-3 
舉發證據3--96年11月1日公告第  號「  」

專利案 
乙證1卷 4-11  

乙證1-4 舉發審定書 乙證1卷 1-3  

 

(二) 引用部分應標明出處 

標示出處，以示作者之論述係有所本，可供讀者檢視，且目前法院筆錄及裁判

書的側邊印有「頁行號」11，可作為引述之依據。例如： 

                                                        
10 司法院，便民服務／書狀範例／智財／0699_智財其它，網址：https://www.judicial.gov.tw/ 

tw/lp-1372-1-xCat2-99.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2月25日。 
11 「頁行號」，係以裁判書各頁文字為範圍之逐行行號。 
 現行「裁判書查詢系統」，裁判日期自2019年1月1日以後之裁判書網頁右上方有「 轉

存PDF」選項，開啟後即產製含「頁行號」之裁判書PDF電子檔。參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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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引用來源 範 例 

裁 判 

秘密保持命令制度之設，係為兼顧當事人或第三人營業秘密之保護、及他造

當事人辯論權之保障，揆之該條文義，秘密保持命令之聲請人，須以其基於

該營業秘密之事業活動，因該營業秘密經開示或供訴訟進行以外之目的使

用，有受妨害之虞者，始足當之。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雖因法院核發秘密

保持命令而有權閱覽甚至持有他人營業秘密，惟其並未基於該營業秘密從事

任何事業活動，非屬上開規範所欲保護營業秘密之一方，其對於因受秘密保

持命令所持有他人之營業秘密，殊無援引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5條規定，

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餘地。至若秘密保持命令所列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

範圍過狹，致有妨礙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訴訟權之情形時，應由該人或法院

促請原聲請秘密保持命令之人追加聲請，或參酌同法第15條規定辦理（最高

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283號民事裁定第1頁第26行至第2頁第3行參照）。 

筆 錄 
關於被告何時製造系爭產品，證人○○（甲證6）證稱：……等語（一審卷第

36頁之110年0月0日筆錄第5頁第2至8行）。 
被告所提之 

證據 

由被告所提乙證3（○○公司於2008年7月1日發行之IPC軟體使用手冊）第A-8
頁明確記載公式α，第C-2頁記載參數β的定義（一審卷第3冊第62、69頁）。 

專利說明書 

系爭專利說明書第6頁第21至24行記載：「……在一具體實施例中，本發明之

墊片限定在60℃和80℃時為小於7……在本發明之其他具體實施例中，墊片限

定在30℃和90℃時為從1.0到5.0……」（一審卷第1冊第17頁）。 

圖 式 

 

 

 

 

 

證據2第4圖揭示：文氏管風洞盒1之上框底及該輪

轂2-1之該上表面之間存在一凹部，葉片2-2上側緣

高於輪轂之上表面而低於上框底面，其結構所系爭

專利請求項1所記相同，故亦具有能側向導引該凹

部之空氣。其中「輪轂2-1與葉片2-2間的凹部」可

對應至系爭專利請求項 1之「葉緣所包圍之空

間」，故證據2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其中，

該框架之上框底及該轂部之該上表面之間存在一被

該等葉片之一葉緣所包圍之空間（對應於證據2第4
圖所示輪轂2-1與葉片2-2間的凹部），所有該等葉

片之該葉緣在該空間周圍所構成之包圍面係用以側

向導引該空間之空氣」技術特徵。 

                                                                                                                                                        
「系統說明／裁判書、簡易案件、公示催告程序_說明事項」，網址：https://law.judicial. 
gov.tw/readme.aspx，最後瀏覽日：2021年2月22日。 

1-1 
風洞部 

2 
葉輪

文氏管風洞盒
1 

風動機 
3 

葉片
2-2
2-1
輪轂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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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元件名稱之標示 

1.於圖式上標示「元件名稱」，如下圖所示，以利讀者理解其內容。 

 

2.應以引證案中有元件符號表示的元件作為描述的參考點，再輔以上下左右等

方位描述，進一步指向到可以對應到系爭專利技術特徵的構件。 

例1、「馬達基座21的右下方與殼體1的連接部分……」。 

例2、「馬達基座21右側螺絲26的右方構件○○」。 

3.如有爭執，宜使用客觀描述之名稱。 

例如：引證有無揭露系爭專利之「三角導流部」，為本案爭點之一，專利權人

及舉發人既有爭執，即稱之為「支撐桿下部結構」。 

 

支撐桿 
連接桿 

支撐桿

下部結構

13支撐桿 

131 
支撐桿 

三角導流部

頂撐部 
132 

盤元線捆 
4 

系爭專利 引 證 

酸
洗
液
流
動
方
向
示
意

酸
洗
液
流
動
方
向
示
意

頂撐部

132 
盤元線捆

4 

13支撐桿

131支撐桿三
角導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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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134號行政判決第17頁第15至29行： 

柒、五、再按由於文字用語之多義性及理解之易誤性，因此解釋申請專利範圍

時，當然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並就專利說明書整體觀察，以瞭解該發明之目的、

作用及效果。 

本 件 證 據 5之 圖 一 B， 業 已 標 示 「 散 熱 片 扣 件 組 (10)」 之 「 卡 勾 (11)、 卡 槽

(12)」，至於原判決附件6所示「卡榫(11A)」及「ㄈ型扣孔(12A)」，僅係原判決所

標示以作為輔助說明：卡勾(11)及卡槽(12)之形狀與系爭專利之形狀相同等情，當然

證據5之專利說明書及圖式，均無「卡榫(11A)」標示或圖號之記載，但原判決上開

說明係就證據5專利說明書整體觀察，以該發明之目的、作用及效果，而審酌說明

書及圖式，核無不合。 

上訴意旨以：證據5之說明書及圖式均未有卡榫(11A)之圖號、結構寬度、尺寸

之情形下，原判決就證據5特徵之論述，違反專利法充分揭露及明確性之規範，亦

違反專利審查基準對證據5技術特徵解釋之要求云云，當屬無稽。 

二、相關規則、須知、書狀範例及審理注意事項 

司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116條第4項授權規定，訂定「民事訴訟書狀規則」，並

就行政訴訟，訂有「行政訴訟須知」，包含「提起行政訴訟第一審應注意事項」及

「提起行政訴訟上訴審應注意事項」12，且編印「書狀範例」，包含民事、行政訴

訟及智財等類型13，均可供參酌。 

智慧財產法院為利當事人及代理人準備一、二審民事訴訟，訂有「一審民事訴

訟審理共同注意事項」及「二審民事訴訟審理共同注意事項」14，除關於裁判費、

書狀先行外，關於書狀部分，就格式、證據、書狀繕本之送達、訴訟代理人、送予

技術審查官之書狀繕本及書狀電子檔之傳送設有一定之要求。 

                                                        
12 司法院，便民服務／訴訟須知／行政訴訟須知，網址：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65- 
 29-b955a-1.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2月22日。 
13 司法院，便民服務／書狀範例／智財／全部，網址：https://www.judicial.gov.tw/tw/lp-1372-

1.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2月22日。 
14 智慧財產法院，智慧案件／審理特色／審理注意事項，網址：https://ipc.judicial.gov.tw/tw/lp-

326-091.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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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針對專利民事侵權訴訟，訂有「專利民事侵權訴訟當事人書狀注意事

項」15，包含下列事項： 

1.起訴狀所載事實及證據所應包含之事項：如請求權基礎、具體指明被侵害之

請求項及其內容、侵權比對分析報告，及證據。 

2.第1次書狀先行：被告答辯狀之事實及證據所應包含之事項。 

3.第2次書狀先行：如系爭專利與先前技術之比對分析報告。 

4.兩造提出爭點整理狀，應包含下列事項： 

(1)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 

(2)被控侵權物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之專利權範圍。 

(3)系爭專利有無應撤銷之原因。 

(4)損害賠償之計算。 

5.書狀之格式、證據編號、證據清單。 

三、書狀之論述 

(一) 法律人之思維──三段論法 

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3項及行政訴訟法第189條第1項均明定法院所為事實真偽

之判斷，應依論理及經驗法則為之。所稱論理法則，係以三段論法作為邏輯分析之

方法，由大前提、小前提（Premise）及結論（Conclusion）之三命題所組成，前二

命題（即大前提及小前提）為推論之根據或理由，以之運用經驗法則而推論出第三

命題（即結論）16。 

三段論法為事實之認定及法律之適用上的邏輯結構，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

查證據之結果，依一般三段論法就調查所得認定事實，復依法律三段論法適用法律

而得出結論17。 

                                                        
15 同前註。 
16 沈方維，註1文，17頁。 
17 沈方維，註1文，19頁。林明昕，法規的適用：三段論法，網址：http://ocw.aca.ntu.edu.tw/ 

ocw_files/099S133/099S133_GE07L01.ppt，最後瀏覽日：2021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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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關事實認定之三段論法，以有無專利侵權行為為例19： 

案 例 
T→R（大前提） 

（法律）  

S = T（小前提） 

（事實） 

S→R 

（結論） 

專利侵權 

例一 

有 該 當 權 利 發 生 之 事 實

（被告製造之產品落入申

請專利範圍），為專利侵

權行為（法律內容） 

乙製造A產品及該產品落

入甲系爭專利權之申請專

利範圍 

乙侵害系爭專利權 

專利侵權 

例二 

雖 有 該 當 權 利 發 生 之 事

實，但如有該當權利障礙

或消滅之事實，則不侵權

系爭專利權有應撤銷之原

因、乙無故意或過失、非

不法 

甲 專 利 權 人 不 得 主

張 專 利 權 或 乙 不 侵

權 

有關法律適用之三段論法，以殺人罪及專利侵權為例20： 

案 例 
T→R（大前提） 

（法律）   

S = T（小前提） 

（事實） 

S→R 

（結論） 

殺人罪 

刑法第271條第1項規定：

「殺人者（T），處死刑、

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

徒刑（R）。」 

甲 開 槍 殺 死 乙 （ S ） ，

符 合 刑 法 第 271 條 「 殺

人」的構成要件（T） 

甲因有殺死乙的事實

（S），經法院判處死

刑、無期徒刑或10年

以上有期徒刑（R） 

專利侵權 

例三 

專利法第96條第2項規定：

「發明專利權人對於因故

意或過失侵害其專利權者

（ T ） ， 得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R）。」 

乙所 製造 之 A產品 ， 未

落 入 甲 專 利 權 範 圍

（ S） ， 未 符 合 專 利 法

第 96 條 第 2 項 「 侵 害 專

利 權 」 的 構 成 要 件

（T） 

乙並無侵害專利權之

事實（S），甲不得請

求乙負損害賠償責任

（R） 

                                                        
18 林明昕，同前註。 
19 沈方維，註1文，19-20頁。  
20 沈方維，註1文，22頁。林明昕，註17文。 

T→R（大前提） 
法律規定：「構成要件」 
造成「法律效果」 

S = T（小前提） 
涵攝過程：「案例事實」
該當「構成要件」 

S→R（結論） 
適用結果：「案例事實」 
得到「法律效果」 



134  

專利師︱第四十五期︱2021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二) 判決架構之解析 

為提升書狀撰寫之能力，可參考法院判決之架構及論述原則。 

1.判決之欄位及其內容 

以下列載古典行政判決及簡化版行政判決之欄位（劃底線者為相異之處）： 

古典行政判決 簡化版行政判決
21 

當事人欄 

案由欄 

主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主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程序方面 
•實體方面 
•事實概要 
•當事人主張及聲明 
•爭點 
•得心證之理由 
 
 
 
•據上論結 

事實及理由 

•程序方面 
•實體方面 
•爭訟概要 
•當事人主張及聲明 
•爭點 
•法院的判斷 
•前提事實 
•應適用的法令 
•判斷理由 
•結論 

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4項及行政訴訟法第189條第3項規定，法院應將得心證

之理由，記明於判決。而「先程序後實體」乃訴訟之審理原則，必先符合程序法之

規範，始能進入實體法之判斷。倘起訴有不合法之情事，關於實體爭議或實體事項

之認定，自無再予審究之必要。因此，判決之「事實及理由」欄涵蓋程序方面及實

體方面，而「得心證之理由」即法院的判斷，包含前提事實、應適用的法令及判斷理

由，最末「據上論結」或「據上論斷」為法院所為之結論，並與「主文」欄相呼應。 

                                                        
21 裁判書之簡化及通俗化，向來為司法改革議題之一。司法院，裁判書類簡化及通俗化推動要

覽，2020年4月，10-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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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裁判理由之論述原則 

(1)階層架構 

裁判內容經由階層架構的論述方式，呈現法院推論的邏輯性脈絡。另「事實及

理由」欄以案件的核心爭點為主軸，直接將各項爭點內容及結論列為標題，據以精

簡「當事人主張」與「得心證之理由／法院的判斷」，且此二部分之內容可互相對

應，使讀者可以快速掌握重點，並容易知悉法院的判斷結論與得到結論（心證）的

依據。 

(2)三段論法於裁判理由之呈現 

基本原則：三段論法 古典行政判決 簡化版行政判決 

大前提：法律 
按……現行專利法第71條第3
項本文定有規定 

依現行專利法第71條第3項本

文規定，…… 
小前提：事實 查…… …… 

結論：對應於主文 從而、故、是以、因此…… 故、因此、所以…… 

(3)事實認定與證據之關連──判決應備理由 

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故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時，所斟酌

調查證據之結果，其內容如何，與應證事實之關聯如何，以及取捨之原因如何，如

未記明於判決，即屬所謂判決不備理由（最高法院29年度上字第502號、43年度台

上字第47號民事判決先例22參照）。 

                                                        
22 法院組織法、行政法院組織法於2019年1月4日修正、同年7月4日施行，因應大法庭制度之施

行，刪除判例選編及變更制度，另增訂明文規範若該判例已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者，既無裁

判所依憑之事實可供參佐，應停止適用；其餘未經停止適用之判例，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

例之最高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裁判相同，亦即，該裁判表示之「法律見解」，於最高法院或

最高行政法院未認有變更之必要而循大法庭相關程序變更前，其性質上仍為該院一致之見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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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由之論述以爭點為中心 

1.扣住爭點 

目前專利訴訟審理過程中，法院多會偕同當事人或代理人釐清、整理爭點之所

在。爭點，係紛爭當事人間有所爭執，且與本件訴訟裁判有關之特定事項，包含事

實上、證據上或法律上爭點23。書狀之撰寫，應扣住爭點，尤其是法院偕同當事人

所整理之爭點，經協議簡化爭點之後，即應逐項論述。原則上應按邏輯順序及相關

要件判斷次序加以梳理，拆解或解析法律構成要件，逐一論述其該當性。以下即以

專利有效性及專利侵權與公平交易法競合請求為例。 

2.專利有效性之爭點整理原則 

(1)專利有效性之論述順序 

由於每一請求項的技術特徵均不相同，且新穎性與進步性之比對原則亦不相

同，即使引證已完全揭露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而可證明不具新穎性，仍應再依進

步性之原則，從系爭專利之整體技術特徵判斷24。關於專利得喪變更及消滅等事項

                                                        
23 沈方維，註1文，6-7頁。 
24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691號判決： 
 惟發明如不具新穎性或進步性，仍不得取得發明專利，同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及第4項亦有

明文，復按上開專利要件之審查順序及審查內容先後各有不同，此由修正前專利法第22條規

定：「……」之文義即可明瞭。  
 又關於新穎性之審查，比較有無前述第22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應將系爭案申請專利範圍與

各引證資料之技術內容作一對一單獨比對，以瞭解其技術內容是否同一，若先前技術已揭露

系爭專利獨立項所有技術特徵，足認該發明不具新穎性；  
 而進步性之審查，則得將不同引證資料組合其技術內容以與系爭案申請專利範圍之技術內容

作比較，以判斷系爭案之發明是否具有突出之技術特徵或顯然之進步。  
 新穎性與進步性之判斷既適用不同之比對與判斷原則，自分別審查，並說明各該不同專利要

件之判斷理由。 
 本件原判決……認證據1已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全部技術特徵，故證據1可證明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不具進步性……。惟證據1如已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全部技術特徵，則依其所述究係不具進步性，或應係不具新穎性？已非無疑。原判決又

謂：「況依前述技術分析可知，證據1實已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有技術特

徵，故應可證明其不具新穎性。」比較其論述，顯然係以相同之判斷用語同時認定申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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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專利有效性爭點，就應否准予專利或專利權應否撤銷之理由，每一獨立之引證案

或引證案之組合，均構成一獨立之爭點，可有二種分類表達方式： 

○1 按邏輯推理順序，以請求項為基準，逐項論述： 

請求項 不准專利／應撤銷原因 引 證 

第1項 
（獨立項） 

不具新穎性 引證1 

不具進步性 
引證1、3之組合 
引證2、3之組合 

第2項 
（附屬項） 不具進步性 

引證1、3之組合 
引證2、3之組合 

第4項 
（獨立項） 不具進步性 引證2、3之組合 

第7項 
（附屬項） 

不具新穎性 引證2 

不具進步性 

引證2之組合 
引證1、2之組合 
引證2、3之組合 
引證1、3 

 

                                                                                                                                                        
範圍欠缺新穎性及進步性，而未依前揭新穎性、進步性之不同要件加以分析說明，亦非妥

適。 
 原判決既認證據1已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所有技術特徵，而謂該申請專利範圍第

9項不具進步性，惟又謂其不具新穎性……，其前後論述亦有矛盾不合之處。 
 原判決就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8項之可專利性之判斷，其判決理由記載：「比對證據1

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證據1已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全部技術特徵，

據此，證據1亦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不具進步性。至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8項即係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方法專利之結構，證據1既已揭露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

則證據1究竟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8項不具新穎性？抑或不具進步性？原判決就

此論述亦顯有缺漏，而有論斷未完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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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引證或引證組合為基準 

引 證 請求項 不准專利／應撤銷原因 

引證1 請求項1 不具新穎性 

引證2 請求項7 
不具新穎性 
不具進步性 

引證1、2之組合 請求項7 不具進步性 

引證1、3之組合 

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請求項2 不具進步性 
請求項7 不具進步性 

引證2、3之組合 

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請求項2 不具進步性 
請求項4 不具進步性 
請求項7 不具進步性 

(2)逐項整理、論述爭點之優點 

○1 避免疏漏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314號行政判決：「……原判決雖記載本件爭訟主

要爭點在於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及第2項，相較於舉發證據3之引證案，是

否具有新穎性（見判決書第11頁倒數第2行至第12頁第1行）？惟於判決事由理由

六、(二)則記載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第14項之內容，並對原審判決爭點(一)至(三)

中參加人即原審原告主張對於系爭專利第1、14項中『保護層開口』一詞應解釋為

『……』部分加以論究。至於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之附屬特徵：『……』

部分是否不具新穎性，判決理由中並未加以審究。則原判決之爭點究竟係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及第2項，相較於舉發證據3之引證案，是否具有新穎性？抑或

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及第14項，相較於舉發證據3之引證案，是否具有新

穎性？原判決理由之記載不無矛盾之處。」 

○2 未於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爭執者，即非法院應審究之範圍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553號民事判決：「……又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

已減縮為僅主張被上訴人之系爭產品，侵害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兩造

進而協議爭點為：『系爭專利是否具進步性及有無應撤銷之原因？暨上訴人得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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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法第108條、第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審

卷五六頁）。乃上訴人猶以原審未審究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第2、3、4（附

屬）項，是否具進步性為由，指摘原判決有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不無誤會，應予

敘明。」 

3.專利侵權與公平交易法競合請求之爭點整理原則 

(1)原告起訴聲明及原因事實、主張如下 

聲 明 

1. 被告公司不得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

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產品。 
2. 被告公司不得使用甲證2之資料及甲證3之手冊，且不得聲請或取

得任何侵害系爭專利之證書。 
3. 被告應連帶給付1,65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起訴之原因事實

及主張 

原告取得系爭專利（甲證1），並撰寫相關技術資料（甲證2），但

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即被告X）所製造之系爭產品侵害系爭專利

請求項1、3、6，且該產品之使用手冊（甲證3）顯然惡意高度抄襲

原告之系爭專利及甲證2之技術內容，爰依專利法第96條第1項、第

2項、公平交易法第29、30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如訴

之聲明第1～3項所示。 

證 據 

甲證1：系爭專利說明書 
甲證2：原告○○○技術資料  
甲證3：被告○○○使用手冊 

(2)被告答辯如下 

聲 明 原告之訴駁回。 

抗 辯 

乙證2～9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3、6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故系爭專

利有應撤銷之原因。又系爭產品為被告自行研發，並未落入系爭專利之

權利範圍，且被告未曾看過甲證2之資料，何來高度抄襲或侵權？ 

證 據 

乙證1：被告研發系爭產品之紀錄。  
乙證2～9：第1～8份引證。 
乙證10：被告公司之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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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理爭點前應確認之問題 

關於原告方面，首應釐清原告所為相關法律關係之準據法，包含有效性爭點

（系爭專利核准審定時之專利法）、侵權爭點（侵害專利權之專利法25、行為時之

公平交易法及公司法）。又原告有關專利侵權及公平交易法之請求權基礎，如何與

各項訴之聲明相對應？訴之聲明第1、2項究為排除侵害或防止侵害之請求（此二者

請求權基礎、要件及內涵各不相同26）？ 

另關於被告方面，所謂「乙證2至9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3、6不具新穎性

及進步性，故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之原因」之抗辯，將所有不具專利要件之爭點及引

證（單一或組合）交雜混合，即有可能發生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691號判決

指摘之情形27。 

第一階層 第二階層 第三階層 

(一) 
侵害系爭 

專利權部分 

1. 系爭專利請求項1、3、6有無

應撤銷之原因？ 
(1) 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解釋。 
(2) 乙證2、5之組合可否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3) 乙證3、5之組合可否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不具進步性？ 
(4) 乙證4、5、7之組合可否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項23不具進步性？ 
(5) 乙證6可否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8不具新穎

性？ 
(6) 乙證6、8、9之組合可否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項28不具進步性？ 

                                                        
25 專利權是否受到侵害，應以當時有效之專利法為法規依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997號

民事判決參照）。 
26 排除侵害之請求，意在起訴後禁止再為侵害專利權，非在排除已發生之侵害，其成立與否須

調查侵害專利權事實之有無及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是否存在。而防止侵害之請求，則在

後續侵害之排除，所謂有侵害之虞，係指侵害雖未發生，就現在既存之危險狀況加以判斷，

其權利有被侵害之可能，而有事先加以防範之必要而言（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17號民

事裁定、103年度台上字第2040號民事判決參照）。 
27 註24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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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層 第二階層 第三階層 

2.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

請求項1、3、6？ 
(1) 系爭專利請求項1 
(2) 系爭專利請求項2 
(3) 系爭專利請求項3  
*文義、均等、禁反言…… 

3. 原告得否依106年1月18日修

正公布之專利法第96條第1項

前段排除侵害及後段防止侵

害規定，請求被告公司不得

製 造 、 為 販 賣 之 要 約 、 販

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

口 侵 害 系 爭 專 利 之 產 品 ？

（註：訴之聲明第1項） 

 

4. 原告得否請求被告連帶賠償

1,650,000元？（註：訴之聲

明第3項） 

(1) 被 告 侵 害 系 爭 專 利 權 ， 是 否 有 故 意 或 過

失？ 
(2) 原告得否依106年1月18日修正公布之專利

法第96條第2項、第97條第1項第2款、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賠償1,650,000元？ 

(3) 原告得否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

被告X與被告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4) 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 

(二) 
違反公平 

交易法部分 

1. 被告公司甲證3之使用手冊，

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104年

7月2日修正公布）第25條規

定？ 

(1) 甲證3是否惡意高度抄襲原告之甲證2技術

資料及系爭專利（甲證1）之技術內容？ 
(2) 被告公司有無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

平行為？ 
2. 原告得否依公平交易法第29

條前段排除侵害及後段防止

侵害規定，請求被告公司不

得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

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

口 侵 害 系 爭 專 利 之 產 品 ？

（註：訴之聲明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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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層 第二階層 第三階層 

3. 原告得否依公平交易法第29
條前段排除侵害及後段防止

侵害規定，請求被告公司不

得使用甲證2之資料、甲證3
之手冊，且不得聲請或取得

任何侵害系爭專利之證書？

（註：訴之聲明第2項） 

 

4. 原告得否請求被告連帶賠償

1,650,000元？（註：訴之聲

明第4項） 

(1) 被 告 違 反 公 平 交 易 法 ， 是 否 有 故 意 或 過

失？ 
(2) 原告得否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第31條第1

項 、 第 2 項 規 定 ， 請 求 被 告 公 司 賠 償

1,650,000元？ 
(3) 原告得否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

被告X與被告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4) 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 

(四) 逐項分段論述，並善用標號、段落階層、粗黑體、劃底線 

關於論述之模式，由於立足點（作者與讀者）不同，即有不同之寫法，例如作

者一氣呵成、一鼓作氣而成「一段式論述」，但篇幅過長，甚至1段跨越數頁，可

能令讀者不易理解。倘論述上段落分明，較易使讀者理解其內容，既然書狀存在之

目的係使讀者（包含法院、對造）清楚瞭解書狀內容，即宜考量讀者之易讀性。 

 

讀 者 
段落分明 
理解容易 

作 者 
一氣呵成 
一鼓作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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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式論述： 

系爭專利請求項1：「……」，而乙證3揭示……。雖乙證3……，乙證3已揭露

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所有技術特徵。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整體技術內容已為乙證3
所揭露，乙證3具有系爭專利說明書中所載之功效，系爭專利請求項1為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乙證3之技術內容顯能輕易完成，故乙證3足以證明系爭專利

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又原告主張乙證3未揭露基板與承載部之側端技術特徵……但

乙證3之說明書……，故原告主張不可採，則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此外，

系爭專利請求項5：「……」，乙證6……乙證8……。雖乙證3……，乙證8已揭露系

爭專利請求項5之所有技術特徵。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整體技術內容已為乙證6、

8所揭露，乙證6、8具有系爭專利說明書中所載之功效，系爭專利請求項5為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乙證6、8之技術內容顯能輕易完成，故乙證6、8之組合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進步性。又原告主張乙證6未揭露底板承載之技術特

徵及功效……但乙證6之說明書……，故原告主張不可採，則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

進步性。從而，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之原因。 

如果爭點及論述較繁複時，建議採「分段＋標號＋標題＋階層型」，即在標號

後加上「標題」，並增列第2、3階層之標題，各該標題即所屬段落之結論，以利讀

者閱讀理解，如下例所示。 

一、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之原因： 
(一)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1. 乙證3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所有技術特徵： 
(1) 系爭專利請求項1：「……」，而乙證3揭示…… 
(2) 雖乙證3…… 

2. 系爭專利請求項1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乙證3之技術內容顯能

輕易完成： 
 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整體技術內容已為乙證3所揭露，乙證3具有系爭專

利說明書中所載之功效，系爭專利請求項1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依乙證3之技術內容顯能輕易完成，故乙證3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

具進步性。 
3. 原告主張乙證3未揭露基板與承載部之側端技術特徵部分，為無理由： 

(1) 原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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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證3之說明書…… 
(二)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進步性： 

1. 乙證6、8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所有技術特徵： 
(1)系爭專利請求項5：「……」，乙證6……乙證8…… 
(2)雖乙證3……，乙證8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所有技術特徵。 

2. 系爭專利請求項5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乙證6、8之技術內容

顯能輕易完成： 
 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整體技術內容已為乙證6、8所揭露，乙證6、8具有

系爭專利說明書中所載之功效，系爭專利請求項5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依乙證6、8之技術內容顯能輕易完成，故乙證6、8之組合足以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進步性。 
3. 原告主張乙證6未揭露底板承載之技術特徵及功效部分，為無理由： 

(1) 原告主張…… 
(2) 乙證6之說明書……，故原告主張不可採。 

二、系爭產品並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5之專利權範圍： 
  …… 

參、專利訴訟書狀之提出 

一、電子訴訟系統／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含線上起訴）服務

平台 

傳統的法院卷證及訴訟關係人所提之書狀與其附屬文件皆以紙本、書面及實

體簽章為之，隨著現代科技之快速進展，利用電子化及數位化技術，不僅可加速訴

訟文書之提出與送達，增進訴訟程序效率，並可適當減輕法院人力負荷及工作負

擔，以提升審判效能。司法院建置電子訴訟（含線上起訴）服務平台（以下簡稱

「司法院服務平台」），智慧財產法院於2015年7月20日啟用智慧財產行政電子訴

訟系統28，其後民事訴訟事件等案件類型接續啟用29，且行政續予收容、延長收容

                                                        
28 司法院104年6月5日院台資一字第1040015371號公告。 
29 司法院，司法E化推動有成 提升透明度與效能，司法周刊，2019年12月27日，1984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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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事件從收容所自聲請開始，即全面採線上處理，具有審理線上化、送達即時

化、裁判無紙化、用印電子化、簽章數位化及卷證科技化等多項特色30。 

即將於2021年7月1日施行之商業事件審理法（以下簡稱「商審法」），就最高

法院、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所審理之商業事件，為便利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使用法

院，「運用網路替代來法院的馬路31」，除法院可以利用網路遠距訊問審理事件

（第18條）外，關於書狀提出程序及法院訴訟文書之送達，第14條及第16條採取書

狀及訴訟文書之電子傳送（即條文所稱「使用電子書狀傳送系統傳送」）及電子送

達的模式32。 

司法院服務平台近年來陸續啟用各項新增功能，例如智慧財產民事訴訟事件、

行政訴訟事件除已啟用之對稱式、非對稱式電子訴訟服務、允許當事人或專業代理

人使用各類憑證（如自然人憑證、XCA、GCA，及MOEACA）外，並2020年、

2021年於智慧財產法院審判系統新增介接電子訴訟系統相關功能，同時公告修正行

政訴訟法排除電子簽章法適用項目33，智慧財產法院即配合分別自2021年2月1日、4

月12日啟用新增功能： 

(一) 期日通知書之電子送達 

就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事件，對於已同意使用電子訴訟系統之當事人或其代理

人，將法院之期日通知書傳送至司法院服務平台以為送達。 

                                                                                                                                                        
版，網址：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454-139268-5b251-1.html，最後瀏覽日：2021
年2月22日。 

30 司法院，業務綜覽／行政訴訟／收容聲請事件程序／柒、收容事件線上審理系統，網址：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88-57404-16ffa-1.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2月27日。  
31 司法院，完成司改國是會議專業法院（庭）最後一塊拼圖  劃時代商業事件審理新制、

專業化二級二審解決紛爭  優化經商環境、提升國家競爭力，2019年12月17日，網址：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7-131619-9fe4c-1.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2月27日。 
32 蔡惠如，商業事件審理之翻轉，月旦法學雜誌，2020年1月，296期，177頁。 
33 司法院民國109年9月22日院台資一字第1090027371、1090027372號公告、110年2月2日院台

資一字第1100003936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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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子書狀誤送及撤回 

如有書狀誤送及撤回情形，得依「電子訴訟系統書狀誤送及撤回處理原則34」

及110年2月2日院台資一字第1100003936號公告，填載「異動申請表」後辦理取消

傳送、移轉書狀及併案等情形35。 

數位化、電子化及無紙化乃司法及訴訟之未來趨勢，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

（Heritage Foundation）於110年3月4日發布「2021經濟自由度指數（2021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台灣在184個經濟體中排名第6，較去（2020年）年提前5

名，締造該指標發布27年來最佳名次，其中司法效能（judicial effectiveness）之指

標得分明顯前進，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分析認持續強化之法庭E化程度及即將成立之

商業法院，皆有助我國此項指標之表現36。 

建議當事人或代理人進行專利訴訟時，善加利用電子訴訟系統，經由網際網路

於司法院服務平台，向法院傳送特定種類之書狀（電子檔），並依法發生提出及送

達效力，同時享有卷證閱覽申請、筆錄調閱、線上繳費、案件進度查詢及接收即時

訊息等服務37，且智慧財產法院特為同意使用司法院服務平台之一造，列印其電子

書狀並送達此繕本於未使用該服務平台之對造，減免自行送達書狀繕本之勞費38。 

                                                        
34 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網址：https://law.judicial.gov.tw/FEXE/data.aspx?ty=E&id=FE3138 
 70，最後瀏覽日：2021年2月27日。 
35 智慧財產法院，線上服務／智慧行政電子訴訟（線上起訴）／最新消息，網址：

https://ipc.judicial.gov.tw/tw/cp-626-4087-4276a-091.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2月27日。 
36 我國經濟自由度大躍進 全球排名第六，網址：https://money.udn.com/money/amp/story/ 

7307/5294630，2021年3月4日，最後瀏覽日：2021年3月13日。台灣經濟自由度躍升 司法

院續推商業審理新制，網址：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103090214.aspx，2021年

3月4日，最後瀏覽日：2021年3月13日。  
37 司法院，司法E化推動有成 提升透明度與效能，司法周刊，2019年12月27日，1984期，1

版，網址：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454-139268-5b251-1.html，最後瀏覽日：2021
年2月17日。 

38 智慧財產法院，線上服務／線上起訴、電子遞狀與電子檔案上傳，網址：https://ipc. 
judicial.gov.tw/tw/cp-625-4043-e89ad-091.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2月27日。 

 倘原審漏未列印送達此書狀影本予對造，核屬訴訟程序踐行之瑕疵（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

判字第36號判決第六(九)項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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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及秘密、營業秘密、秘密保持命令或偵查保密令之書狀 

書狀、證據資料或附屬文件如有涉及秘密、營業秘密、秘密保持命令或偵查保

密令者（以下簡稱「秘密相關書狀」），應特別留意其提出方式，以適當保護該秘

密或營業秘密。實務上，專業代理人（如律師、專利師、專利代理人等）提出秘密

相關書狀大多會為標示或保護秘密之措施，但偶有代理人疏未注意，或由當事人本

人自行提出書狀而忽略標示或保護秘密之措施，甚而直接送達繕本予對造，致秘密

或營業秘密有不當外洩之虞。例如，涉及秘密之資料未為任何遮隱，直接將之裝訂

於書狀內作為證據之一部分，但起訴狀內文、證據清單均未記載任何表明該資料有

關秘密之文字，僅於該資料右上方註記「秘密」字樣；或是僅於內文提及該資料

時，用一般字體、字型註記「秘密」。 

為此，司法院於2021年1月28日修正「法院辦理秘密保持命令作業要點」名稱

為「法院辦理秘密保持命令及偵查保密令案件作業要點」及全文，並訂定「地方法

院辦理營業秘密案件應行注意事項」，智慧財產法院則訂有「涉及秘密、營業秘

密、秘密保持命令及偵查保密令案件審理共同注意事項39」；其中與書狀之提出有

關重點如下： 

(一) 適用範圍  

1.案件類型 

訴訟資料涉及秘密、營業秘密、秘密保持命令或偵查保密令者，均屬之，包含

相關聯案件。例如甲與乙間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以下簡稱「民專訴事件」）進行

中，乙對甲聲請發秘密保持命令，經法院准許（以下簡稱「秘保令案件」）後，除

秘保令案件之書狀外，甲、乙就民專訴事件所提之書狀，亦應就相關秘密或營業秘

密訴訟資料予以遮隱、標示及保密。 

2.主 體 

(1)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含原告、被告、參加人、聲請人、相對人、受秘密保

                                                        
39 智慧財產法院，智慧案件／審理特色／審理注意事項，網址：https://ipc.judicial.gov.tw/tw/lp-

326-091.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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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命令之人、受偵查保密令之人、告訴人、被害人、上訴人、被上訴人、抗告人、

異議人、證人、鑑定人等。 

(2)法定代理人、代表人、訴訟代理人、輔佐人、辯護人、管理人等。 

3.客 體 

(1)向法院提出之書狀、證據資料及附屬文件。 

(2)送達予對造及其代理人之書狀、證據資料及附屬文件的繕本。  

(二) 書狀、證據資料及附屬文件之遮隱、標示及封緘  

1.當庭提出者 

當事人、關係人等當庭所提之秘密相關書狀，應適當遮隱或彌封後獨立提出，

並以明顯之方式標示，以提醒相關人員之注意。  

2.非當庭提出之書狀 

秘密相關書狀非當庭提出者，除應適當遮隱且應自行彌封，並使用「雙信

封」：  

將書狀、證據資料及附屬文件置於第1信封，封口處應予彌封，並於第1信封

正面上方明顯標記「本件係秘密／營業秘密／秘密保持命令／偵查保密令案件」之

文字。 

復將第1信封（含書狀、證據資料及附屬文件）置於第2信封內彌封後，於封

面記載案號、股別等案件明細，並以明顯之方式標示後獨立提出。 

3.適當之遮隱、標示及書狀數量 

強烈建議秘密相關書狀第1頁最上方以明顯方式（如放大字體、文字色彩、粗

黑體、加字元框線等）註記該書狀（或某段落）、證據資料或附屬文件（甲證○或

乙證○）涉及秘密、營業秘密、秘密保持命令或偵查保密令之意旨，並於涉及秘密

之段落或證據資料、附屬文件，亦應明顯標示，以提醒處理人員之注意。此外，為

利卷證之裝訂及閱覽，可提出完整書狀及遮隱後書狀各1份，法院即將遮隱書狀釘

入卷宗，而將完整書狀另置於公文封內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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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出方式之限制 

涉及秘密、營業秘密、秘密保持命令或偵查保密令相關書狀，不得使用司法院

電子訴訟文書（含線上起訴）服務平台、電信傳真或電子郵遞設備傳送。如不慎誤

傳此類書狀，儘速依第參、一項之說明填載「異動申請表」後申請取消傳送或撤

回。 

肆、結 論 

專利訴訟之專業代理人，除提升法律知識及能力之硬實力，讓自身脫穎而出

外，尚須搭配軟實力，始能有相輔相成的效果。隨著法律文化及資訊科技之進展，

訴訟文書及法庭活動的風景正在改變中，藉由書狀之撰寫及提出，以精確表達當事

人之主張或抗辯，宜厚植自己有關書狀之能力，於撰寫過程，勿忘書狀之初衷在使

讀者（包含當事人、對造及法院）得以清楚理解其內容，從同理心出發，強化易讀

性（readability），優化書狀介面及理由論述，以提升讀者經驗，並善加利用電子訴

訟系統，逐步適應訴訟e化之步調，尤應留意涉及秘密或營業秘密之書狀、證據資

料或附屬文件之提出，必須適當地遮隱、標示及封緘，以妥善執行職務，圓滿達成

保護當事人訴訟權益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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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9年度行專訴字第36號判決 

裁判要旨 

 

 

【專利法】 
【裁判日期】110年1月27日 

【裁判案由】新型專利舉發 

【裁判要旨】 

(一) 參加人所提新證據即乙證4、5、6，非屬本院之審理範圍 

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3條雖規定：「（第1項）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

或撤銷專利權之行政訴訟中，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同一撤銷或廢止理由提

出之新證據，智慧財產法院仍應審酌之。（第2項）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就前項新證

據應提出答辯書狀，表明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有無理由。」惟為衡平專利權人及

舉發人之程序及實質權益，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3條第1項規定應限縮解釋，所

稱「當事人」應指專利舉發行政訴訟由舉發人為原告之情形（最高行政法院108年

度判字第21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處分所為舉發成立之審定，係由專利權人

即原告提起行政訴訟，並非由舉發人即參加人為原告，故依前揭說明，參加人並不

得於本件行政訴訟中提出新證據，縱其提出，本院仍無從將之納入審理範圍，先予

敘明。 

(二) 證據3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新穎性 

1.證據3揭示一種實木地板，依其說明書第7頁倒數第4行至第8頁第2行之記載

「本發明之實木地板係由複數單元體(10)所組成，各單元體(10)包括有複數基材(11)

及一表材(12)，其中：該基材(11)係分別由原木上裁切下來之小體積塊體，其係沿一

平面相鄰配置，且各基材(11)上之生長紋理，係分別朝向不同之方向」，配合圖式

第一圖（如附圖二）所揭露內容，可知證據3相鄰基材間係以不同紋理方向拼接，

此即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第一面材與第二面材以不同木理方向對應固定的技

術特徵，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種木質板材結構，其係包含：至少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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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材，該呈木質的第一面材，其木材組織紋理是第一木理方向；至少一第二面材，

該呈木質的第二面材，其木材組織紋理是第二木理方向，該第二木理方向與該第一

木理方向不同」的技術特徵。 

2.又依證據3說明書第8頁第7至10行記載「該表材(12)係從原木中，挑選生長紋

理完整之部位進行裁切，形成面積大於基材(11)之板體，其鋪設於配置完成之基材

(11)頂面，藉由膠合方式與基材(11)相互貼合，進而呈現出一般實木地板之美觀表

面。」已揭露利用膠合方式固定的技術特徵，此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第一面材

與該第二面材對應膠合固定」的技術特徵相同，僅為文字記載略有差異，並為原告

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6頁），且前述證據3之記載亦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藉

以該第一面材與該第二面材對應膠合固定而構成木質板材」的技術特徵。因此，證

據3已完全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所有技術特徵，當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

新穎性。 

3.原告雖主張系爭專利與證據3有3項差異存在，例如系爭專利沒有設置公榫、

母榫，系爭專利之第一、二、三面材為長條狀的木材結構，組合上與證據3完全不

同，系爭專利無須板材的設置即可達到平整的目的，而認證據3不足以證明系爭專

利請求項1不具有新穎性等等（本院卷第15至16頁）。惟按「判斷新穎性應以申請

專利之發明為對象，就該發明之技術特徵與引證文件中所揭露之先前技術逐一進行

判斷。判斷時得參酌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圖式及申請時之通常知識，以理解該

發明。如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引證文件所揭露之先前技術之差異僅在於部分相對應的

技術特徵，而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基於先前技術形式上明確記載

的技術內容，即能直接且無歧異得知其實質上單獨隱含或整體隱含申請專利之發明

中相對應的技術特徵，該發明即不具新穎性。」（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606

號判決意旨參照）。如前所述，證據3已完全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所有技術特

徵，則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基於證據3所明確記載之技術內容，當能

直接且無歧異得知其實質上單獨隱含或整體隱含系爭專利之相對應技術特徵，已足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欠缺新穎性；至原告所舉前揭系爭專利與證據3有如前述3

項差異存在，均非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與系爭專利之比對要件無

涉，並不影響系爭專利新穎性之判斷。另外，原告主張證據3適用於室內木地板裝

修工程，系爭專利主要運用在高樓層結構工程建築材料，兩者之目的與運用方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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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等等，然觀諸系爭專利說明書「新型所屬之技術領域」中敘明應用於建築裝潢

方面領域；「新型內容」中敘明「由於可以使第一、二面材相互交錯結合，因此可

以視需求而增加，由於多方向的補強故能適用在諸如天花板、地板，甚至是樑柱的

用途場合」，與證據3之實木地板同為建築裝潢等技術領域，且證據3利用基材生長

紋理朝不同方向或錯位設置，可以減少或避免基材產生膨脹變形，具有與系爭專利

相同增加強度之目的或功效，兩者所適用之技術領域與產品應用方式並無差異，故

原告上開主張均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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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9年度行專訴字第38號判決  

 

 

【專利法】 
【裁判日期】110年3月4日 

【裁判案由】發明專利舉發 

【裁判要旨】 

系爭專利說明書未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關於系爭專利說明書

是否符合明確且充分揭露而可據以實現要件之審查，係指說明書應明確且充分記載

申請專利之發明，記載之用語亦應明確，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在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三者整體之基礎上，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識，

無須過度實驗，即能瞭解其內容，據以製造及使用申請專利之發明，解決問題，並

且產生預期的功效。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專利說明書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1項

規定，係以系爭專利說明書未記載該側蝕槽的尺寸，以及系爭專利未記載該側蝕槽

如何形成為其論據。經查： 

1.依系爭專利說明書所載實施方式內容可知，系爭專利之線路基板圖案化製程

係將底板活化處理形成活化層後，利用濺鍍將結合層嵌入底板的活化層中形成混合

層，之後再形成線路層，並於步驟17之「圖案化底板」步驟中，使用選自高錳酸鉀

或氫氧化鈉之等向性蝕刻液，移除第三槽中顯露之混合層，直到第三槽中顯露底板

之未活化層，並使底板圖案化形成第二承載部之程度，是系爭專利說明書已載明如

何形成側蝕槽。此外，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17段記載步驟17「於圖案化該底板110

過程中，因等向性蝕刻使得該第二外環面114a與沿著該第一外環面121a的一縱向延

伸線L之間形成一側蝕槽S，該側蝕槽S位於該第一承載部121下方且連通該第三槽

115，該第二外環面114a與該縱向延伸線L之間具有一第一水平距離D1，該第一水平

距離D1為該第二外環面114a與該縱向延伸線L之最短距離」，參照系爭專利第11圖

所示側蝕槽S之標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即可直接理解系爭

專利側蝕槽之深度亦即尺寸即為第一水平距離D1。從而，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在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三者整體之基礎上，參酌申請時之通

常知識，已能據以製造及使用系爭專利之發明，是以，系爭專利說明書未違反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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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 

2.原告雖主張若側蝕槽尺寸極小且接著劑表面張力無法滲入側蝕槽時，側蝕槽

中形成空泡，導致採用該技術手段不能解決問題云云。查依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20

段記載「該第二水平距離D2與該第一水平距離D1之差值介於28-158nm」，雖上開

「28-158nm」係第二水平距離D2與第一水平距離D1之差值，而非第一水平距離D1

之數值，然參照系爭專利第13圖即可知第一水平距離D1即側蝕槽之尺寸之度量級亦

在數十至數百奈米（nm）等級範圍。另依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21段記載，系爭專利

之線路基板與玻璃基板進行封裝時係使用異方性導電膠（ACF）作為接著劑，而異

方性導電膠主要是由樹脂與導電粒子組成，而樹脂之表面張力可由其成分組成、溫

度、添加劑等所控制，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選擇使用成分適

合之異方性導電膠使之滲入側蝕槽中，而達到提高底板和接著劑間附著力之功效。

因此，系爭專利說明書已明確且充分記載申請專利之發明，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須過度實驗，即能瞭解其內容，據以製造及使用申請專利之發

明解決問題，並且產生預期的功效，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3.原告另主張系爭專利說明書僅記載使用高錳酸鉀或氫氧化鈉之蝕刻液，未記

載側蝕槽的其他製程參數（如薄膜材料厚度、蝕刻液濃度、蝕刻溫度），通常知識

者無法形成側蝕槽云云。惟查，系爭專利已記載蝕刻液為高錳酸鉀或氫氧化鈉及所

蝕刻的底板為聚醯亞胺材質，並記載系爭專利要達到的蝕刻結果為移除第三槽中顯

露之混合層，直到第三槽中顯露底板之未活化層，並使底板圖案化形成第二承載部

之程度，且由系爭專利說明書第13圖及說明書第0020段可知側蝕槽之尺寸之度量級

在數十至數百奈米（nm）等級範圍，已如前述。而原告自承證據7、8均係藉由蝕刻

液於軟性電路板形成線路圖案（見起訴狀第16、17、23、24頁），為系爭專利之相

關先前技術，其中，證據7係以關東化學公司之AURAM302蝕刻液進行蝕刻，證據8

係以MEC股份有限公司製的CH1920蝕刻液進行蝕刻，而依證據14之關東化學公司

官網AURUM系列商品情報頁面及證據15之鎳鉻蝕刻液MECREMOVERCH-1920之分

析報告即可得知上開蝕刻液之溫度及蝕刻效率（見準備三狀第2至4頁），顯見對該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依據其所具有之執行例行工作、實驗的

普通能力，形成側蝕槽之製程參數（例如：薄膜材料厚度、蝕刻液濃度、蝕刻溫

度）應可依不同蝕刻液之性能，經由例行工作、實驗而得知，並據以製造及使用系

爭專利之發明，是原告上開主張並非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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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9年度行專訴字第35號判決  

 

 

【專利法】 
【裁判日期】110年1月14日 

【裁判案由】新型專利舉發 

【裁判要旨】 

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1.有充分動機結合證據2與3所揭露技術特徵 

證據3之發明或所載之先前技術，完全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2之差異技

術特徵。證據2、3均為關於自行車花轂之相關技術，具有技術領域之關聯性。證據

2、3均在解決棘齒或棘爪連動時間長、反應速度慢之問題，具有所欲解決問題之共

通性。再者，證據2、3透過棘齒或卡契塊之設計，使改與棘齒環、卡結齒之嚙合關

係，具有作用與功能之共通性。且證據3揭露可在卡契塊、棘爪或棘塊上設置剖

槽，並以彈性圈加以固定之技術，具有使證據2為達相同目的而應用之教示作用。

準此，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充分動機簡單結合證據2、3所揭

露技術特徵，而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且系爭專利請求項1對照先前技

術，並未具備有利功效，是證據2、3之組合，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

性。 

2.固接孔或限位槽僅係設置位置之簡單改變 

原告雖主張系爭專利之限位槽或證據2固接孔係用以固定彈簧，使彈簧能夠將

棘塊確實推出，限位槽開設於穿接柱靠近各棘塊容槽處，穿接柱在運作過程中，相

當穩定而不會有擺動或樞擺之動作，使一半以上之彈簧能夠穩定容置於限位槽，以

確保彈簧僅沿著壓縮、伸張之方向運動，而不會有其他方向之擺動，不會有滑脫之

問題。反觀，證據2之固接孔設置於棘爪底面，在輪轂反向旋轉時，棘爪便會因棘

齒下壓而反覆樞擺、擺動，位於棘爪底面之固接孔，會隨著棘爪樞擺而反覆位移，

進而影響彈簧設置於固接孔內之穩固性，增加彈簧橫向偏擺、扭曲之可能性，進而

增加彈簧滑脫之風險云云。然證據2固接孔位於棘爪底面而與系爭專利限位槽設於

穿接柱，有設置位置之差異，目的均在提供彈簧之穩固設置，使能達到棘輪與花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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嚙合運轉之作用，就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固接孔或限位槽僅設置

位置之簡單改變。再者，證據2圖式第1圖於夾爪窩旁設有一供彈簧設置之容槽，相

當於系爭專利限位槽之概念。而證據3圖式第2圖揭露限位槽設於配合段之技術特

徵，等同於系爭專利限位槽設於穿接段之技術，益徵系爭專利將限位槽設於穿接柱

並非新穎技術。 

3.證據2與3揭露系爭專利關於限位槽設置之技術特徵 

原告固主張於加工方面，限位槽之加工能夠快速、一次性完成，反觀證據2各

固接孔需多次於各個棘塊上加工，始能完成，而且棘塊體積非常小，在加工時需依

序對棘塊夾持，鑽孔始能加工出固接孔，有加工容易之有利功效。限位槽位於穿接

柱，彈簧能夠預先裝設於限位槽內，再將棘塊裝設於棘塊容槽，最後套上C形圈扣

即能完成組裝作業，反觀證據2在組裝時，由於固接孔位於棘爪底面，在組裝時須

先將彈簧其中一端對準固接孔，再將彈簧另一端對準棘爪窩，始能將棘齒環套設於

其外。而棘爪體積極小且數量繁多，裝設難度遠高於系爭專利。證據2之固接孔係

用以容置彈簧，固接孔須有一定深度，始能達成固定彈簧之目的，棘爪之實際尺寸

非常小，倘在體積極小之棘爪設固接孔，將大幅影響結構強度。系爭專利限位槽位

於穿接柱，棘塊之結構完整，證據2無法比擬云云。然原告之上揭主張，屬加工與

組裝之程序，過程均為該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思及與考量者，並

非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無法預期功效。證據2、3揭露或教示系爭專利關於限位槽設

置之技術特徵，且系爭專利請求項1相較於證據2、3，未具有特殊之有利功效，原

告主張為無理由。 

4.彈簧元件穿設固定為固接孔位置之簡單改變 

原告雖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1相較於證據2、3至少具有「穿接柱於靠近各棘塊

容槽處，分別設置一限位槽」差異技術特徵，差異技術特徵至少具有「彈簧設置穩

固、加工容易、組裝容易與棘塊強度強」無法預期功效，差異技術特徵並不符合專

利審查基準：a.具有差異的技術特徵，係自相關先前技術轉用者；b.具有差異之技

術特，屬通常知識之等效置換；c.具有差異的技術特徵為相關先前技術中所建議之

技術，應被認定不具進步性規定云云。惟原告主張之差異技術特徵，僅係證據2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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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簧元件穿設固定之固接孔位置之簡單改變，用以供彈簧元件固定之作用，暨彈簧

元件設置後，藉由彈簧元件之回復力，使棘爪或棘塊常態下可向外頂稱之功效均相

同，屬通常知識的等效置換。而證據2圖式第1圖揭露於棘輪上靠近棘爪窩處，另設

有可供容設彈性元件之容槽，係相關先前技術中所建議之技術。準此，原告主張不

足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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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109年12月15日 2021設計專利實務研討會籌備會議 

109年12月28日 專利師職前訓練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10年1月4日 企業智權實務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10年1月4日 資策會MIC來訪，討論未來合作可能性 

110年1月4日 專利師節籌備會議（與云陽溝通規劃） 

110年1月4日 購置會館小組第三次會議 

110年1月14日 專利法修法小組第一次會議 

110年1月19日 
智慧局舉行專利法及商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聽會，本會由

王仁君常理、周良吉常理、吳俊彥理事、彭國洋理事、王雅萱

監事、胡書慈秘書長及林清結執行長代表參加 

110年1月20日 生物科技實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10年1月20日 
由廖鉦達理事長、企業智權管理實務委員會黃崧洺主委代表出席

公司治理之智財法遵培訓課程審查會議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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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10年1月22日 

2021設計專利實務研討會 

  

110年1月26日 日本實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10年1月27日 專利師節籌備會議（云陽提案） 

110年2月4日 發明實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檢索比賽籌備會議） 

110年2月8日 勤敏會計師事務所至本會進行109年度帳務查核。 

110年2月19日~ 
110年3月27日 

110年度專利師職前訓練 

 

110年2月23日 編輯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10年2月24日 在職進修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10年2月25日 第四屆第十次理監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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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10年3月4日 

專題演講（在職）「專利訴訟之書狀撰寫及提出」─主講人：

智慧財產法院蔡惠如法官 

 

110年3月22日 專利檢索競賽──拜會成功大學 

110年3月22日 國際事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10年3月23日 無形資產研討會籌備會議 

110年3月24日 無形資產評價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10年3月29日 專利檢索競賽──拜會中興大學 

110年3月30日 專利檢索競賽──拜會臺灣大學 

110年4月1日 兩岸事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10年4月1日 專利師節活動第二次籌備會議 

110年4月1日 企業智權實務管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專利師》撰稿體例 

壹、正文 

一、文中段落號碼標寫格式順序為：壹、一、(一)、1.、(1)、A.、a. 

二、遇有數字時，以阿拉伯數字表示，例如：刑法第121條、民法第100條、86年台

上字第123號、釋字第100號。 

三、日期、年代呈現方式：以西元年呈現為主，除判決、函釋等例外。例如1996年

1月1日、86年台上字第123號。 

四、引用外文專有名詞、學術名詞，請翻譯成中文，文中第一次出現時附上原文即

可；如使用簡稱，第一次出現時使用全稱，並用括號說明簡稱，後續再出現時

得直接使用簡稱。例如：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五、圖片、表格分開標號，編號及標題，置於圖下、表上。 

六、引註號碼，除有特別用意外，統一置放於標點符號前。例如：……2。 

貳、引註 

一、引註以必要為限，引註應是已發表之文獻，引註未發表文獻應徵得相關著作權

人之同意。 

二、本刊採隨頁註（footnote）格式，引用同一著作，如緊接前引註時，則可使用

「同前註」；如其間隔有其他引註時，則以「作者名，註X書（文），XX頁」方

式呈現。 

三、來稿文章字數以5,000字至20,000字為宜（不含註解），引註總字數請勿超過全

文四分之一。 

四、大法官解釋、法條條文及行政函釋無需註明日期及出處，若非必要，請勿全文

摘錄。 



 

 

五、引註格式說明如下： 

(一)中、日文文獻 

1.專書 

作者名，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顏吉承，專利說明書撰寫實務，2009年，117-118頁。 

2.專書論文 

作者名，篇名，收錄於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陳佳麟，習知技術元件組合專利之均等論主張與習知技術抗辯

適用之研究，收錄於2003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

257頁。 

3.譯著 

原著，譯者，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H. Maurer著，高家偉譯，行政法學總論，2002年，40-50頁。 

4.期刊論文 

作者名，篇名，期刊名，年月，卷期，頁數。 

例如：陳志清，企業與未實施專利實體之互動關係及因應策略（上），

專利師，2010年7月，2期，43-51頁。 

5.大法官解釋、法條 

例如：大法官釋字第645號解釋、專利法第44條。 

6.行政函釋 

例如：內政部(87)年台內地字第8673631號函。 

7.法院判決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552號判決。 

8.法院決議 

例如：最高法院91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二)其他外文文獻 

1.英文引註：請參The Bluebook引註格式。 

2.引用其他外文文獻，請依各國習慣，註明作者、論文或專書題目、論文

出處（如：期刊名、卷期數）、頁碼或邊碼。 

例如：Radbruch, Gustav, Rechtsphilosophie, 3. Aufl., S. 251. 



 

 

《專利師》徵稿簡則 

一、 本刊各專欄均歡迎投稿及提供資料。來稿請以中文撰稿，由左而右橫式打

字，篇幅請勿過長，專業論著每篇以5,000至20,000字為宜。請將稿件email
至：mail@twpaa.org.tw。 

二、 本刊自2017年7月第30期起，特增設「智慧財產案件審理制度研討專欄」，歡

迎產官學界專家學者針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相關制度，提出研討與建言，議

題包括但不限於針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及其施行細則施行九年來的相關議

題、現行智慧財產案件司法制度議題、智慧財產法規適用於訴訟過程之議

題、如何提升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效能議題、如何增進智慧局有效處理相關事

務議題、公眾利益與智慧財產權人利益衡量議題等等，請各界踴躍投稿，並

於投稿時註明投稿至「智慧財產案件審理制度研討專欄」。經由本刊審稿流

程通過後，本刊將優先以持續性方式於每期《專利師》以專欄形式刊出。 

三、 稿件初審： 
1. 稿件請附摘要（A4一頁為限），註明論文題目，300字左右，A4紙張由左至

右繕打，以word軟體製作（字體為標楷體14級），並需提供3至5個關鍵

字。此外，請提供以下資料：任職單位、職稱、通訊地址、白天聯絡電

話、手機、傳真、email。 
2. 來稿一經採用，請於接獲接受刊登信後三日內將定稿電子檔傳至上述電子

郵件信箱，以便排版作業。排版後之校對，由作者負責。 

四、 稿件如全部或主要部分已在其他刊物或將在其他刊物發表者，請勿投稿本

刊。一稿數投經查證屬實者，本刊得於二年內暫停接受該作者之投稿。 

五、 來稿一經刊登，文責由作者自負，本公會得多次利用。本刊編輯委員會得就

其著作重新編製紀念文集或彙集成冊及刊載於電子媒體；並得授權第三人使

用或授權予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

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各資料庫之需求，為格式之修改。 

六、 投稿者欲撤回投稿時，若已完成編排作業者，需賠償本會損失，並經編輯委

員會同意後始得撤回。 



 

 

七、 來稿發表後由本刊贈送當期 1本；本刊稿酬為 12,000字內1字 1.2元，超過

12,000字部分每字0.6元，上限18,000元。 

八、 本季刊於每年1月25日、4月25日、7月25日、10月25日出刊，隨時歡迎產官學

界學者專家踴躍投稿，來稿一經審稿認為可以刊登，即依：(一)來稿先後順

序；及(二)審稿作業流程等因素而刊登於當期或下期《專利師》季刊。 

九、 本刊恕不接受翻譯著作。 

十、 聯絡資訊： 
1. 洽詢：02-2701-1990 分機：9 
2. 傳真：02-2701-0799   E-mail：mail@twpaa.org.tw 



 

 

 

 

《專利師》審稿辦法 

一、為建立本刊審稿制度，促進本刊文稿品質，特定本辦法。 

二、本刊採用雙向匿名審稿制，來稿由編輯委員會依稿件性質商請一或二名編輯

委員會委員或相關領域專家負責審稿。 

三、編輯委員會綜合審稿意見後，決定予以刊登、修改後刊登、修改後再送審、

或不予刊登。 

四、編輯委員會得視需要，就各期刊物設定主題，由各編輯委員選定各期主題，

並擔任當期主編。當期主編所邀稿件，得獨立審稿後逕為刊登。 

五、本辦法經編輯委員會修改通過後，自中華民國104年2月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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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專利法修法草案關於專利爭議案與複審案救濟制度之變革

‧以生物科技專利之觀點評估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衝擊

‧針對專利法修正案第34條及第130條

　─建議放寬得提分割案之期間的規定

‧專利法修正草案關於爭議案之爭議訴訟階段不得提出新證據

　及新理由之規定的簡析

專題研究

專利爭議案與複審案救濟制度修法專欄

‧從美國專利教唆侵權判例探討境外間接侵權之風險

‧專利間接侵權：如何適用現行法及修訂新法以達適切均衡

‧中鋼集團積極轉型迎向曙光

‧專利訴訟書狀之撰寫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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