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從美國發明法案看專利複審程序之證據發現實務 

The PTAB Discovery Procedure under Post-Grant 

Proceedings 

指導教授：馮 震 宇 博士 

研 究 生：陳 冠 穎 撰 

中 華 民 國 一 ○ 五 年 七 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謝辭 

    這篇論文的完成尤其感謝指導教授馮震宇老師無比的耐心與細心指導。謝謝

老師從最初論文架構的形成，組織論述的編排到內容撰寫上，不厭其煩與我討論，

提供我許多思考方向與建議。謝謝兩位口試委員，給我的叮嚀與鼓勵。 

    在研究所的學習階段，感謝馮震宇老師、李治安老師、宋皇志老師、張瑜倩

老師、沈宗倫老師的用心教導，讓學生能夠學習到最新的專業知識，同時透過課

堂討論的方式加強自己的表達能力。也謝謝老師們除課堂授課外，願意與我們分

享學習經驗，鼓勵我們追求自己的理想；謝謝秋玲姊從入學之初到畢業之際，協

助我們所上所有的行政事項，在我處理研究計畫行政事宜的期間，總是耐心向我

說明並給許多協助。 

    我也無比感謝 912一起努力的好夥伴們，謝謝南西、波波、小 Mu、映儒在

我最無助最不知所措的時候，不斷給我鼓勵，帶著我繼續向前邁進。能夠在研究

所認識你們，一起在 912念書、一起大笑、一起崩潰都是我最難忘的時光。謝謝

102級智財組與科管組的同學們，從大家不同的特質上我學習到如何更自然、更

有自信的與人互動，思考上也更加活潑更加多元。另外，謝謝一路一起成長的佩

棋、蒜、雁、江、融、弘、軒一直相信我可以完成，有你們的鼓勵跟陪伴我終於

可以走到這裡。 

最重要也最感謝的，是親愛的家人，謝謝爸爸、媽媽、外婆總是從電話中給

我繼續向前的力量。謝謝爸爸媽媽給我這麼好的學習環境，謝謝你們的耐心與滿

滿的愛，雖然在研究所學習的過程中不斷面對能力不足的無助感，因為有家人陪

伴與包容，才能有力量慢慢克服眼前的每一個挑戰。

終於走到完成論文的這一步，感謝自己幸運進入這個所，這裡得到的一切遠

遠超乎我的想像，要學習的東西還有很多，希望自己從研究所得到的知識與經驗

上繼續累積、培養自己的專業，實現自己的理想。 

陳冠穎 謹誌 

2016年 8月 25 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I 

中文摘要 

    知識經濟時代下，智慧財產權對企業之影響日趨重要，如何妥適管理、保護

其智慧財產甚至建立企業對外之智財策略更是一項重大工程。其中尤以專利權之

保護與管理更為棘手。近年許多企業利用專利訴訟作為排擠競爭對手之手段，尤

其當專利訴訟發生於國外時，我國企業面對來自國外企業或本地企業外地訴訟之

壓力或禁制令威脅，往往使企業疲於奔命，或因而負擔鉅額損害賠償金額，削弱

企業投注研發創新之能量。面對當地專利濫訴現象頻繁、專利獎勵發明鼓勵創新

與技術累積之宗旨受到極大挑戰之情形下，美國於 2011年 9月 16日由總統歐巴

馬簽署，通過美國專利法立法以來變動篇幅，影響最大之美國發明法案。其中該

法案提出之核准後複審程序(PGR)、多方複審程序(IPR)以及涵蓋商業方法專利過

渡複審程序(CBM)將專利有效性爭議轉由美國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PTAB)處理，

以更為迅速、費用更為合理之程序快速解決專利有效性爭議，減輕聯邦法院專利

訴訟之負擔，同時為美國專利品質提出更有效率之檢驗機制。 

其中，美國專利商標局下之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融合行政程序之高效率，

兼具技術與法律專業知識之法官，提供類似訴訟性質之複審程序，自美國發明法

案施行以來廣受歡迎，實行三年已累積達四千多件複審案件，足見複審程序已躍

升為美國專利有效性爭議之主要解決舞台。故企業對於複審程序之認識與掌握更

是刻不容緩。惟複審程序因融合訴訟性質而設有「證據發現程序」，其實踐上與

美國一般民事訴訟或美國專利訴訟有所不同，係證據發現標的與方式更為限縮之

有限證據發現程序。考量我國企業通常對於美國特有之證據發現程序並不熟悉，

本文首先說明各複審程序之完整流程，建立對複審程序之具體框架，接著介紹美

國證據發現程序之基本概念，輔以美國專利訴訟證據發現相關之補充規定，最後

深入探討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下，複審程序中當事人進行證據發現之期間規定、

方式以及有限證據發現程序之特殊規定，同時本文就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實際

做成之重要案例中進行分析，歸納該委員會實務運作之審理標準，並嘗試從中提

出企業未來於複審程序證據發現過程中事項或請求方法之建議，增加企業有效運

用複審程序之機會。 

關鍵字：美國發明法案、專利複審程序、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證據發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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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corporate development nowadays. Its 

management, protection and strategy-forming can be difficult for companies at times. 

Patent management, for instance, is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issues. Many 

companies use patent litigation in U.S. as a tool to exclude their competitors from 

entering the market, or to extract large amounts of damages and loyalties, causing 

Taiwanese companies to spend more money on litigation and settlement rather than on 

technology studies and development. 

As the scale of patent litigations starts to distort patent system, the U.S. 

government decided to take action. In 2011, the Leahy–Smith America Invents Act 

(AIA) was passed by Congress and was signed into law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on September 16, 2011. Representing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 to the U.S. patent 

system since 1970, AIA creates administrative remedy proceedings to be conducted 

by the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PTAB) as a cost-effective alternative to 

litigation. However, to comply with statutory provisions and legislative intent of the 

AIA, the strong public policy leads to a limit discovery in AIA proceedings. Therefore,

the scope of discovery in AIA proceedings before PTAB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the 

scope of discovery, which is generally available under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in district court litigation.

To gain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actice of discovery in AIA trials, and the 

trend regarding how PTAB accomplish AIA’s legislative intent through its decisions 

on motions for additional discovery, this study will start with introduction of the AIA 

post grant remedies including PGR, IPR and CBM. By stating the clarification of 

discovery concept in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this study will navig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scovery in AIA trials and analyze decisions given by PTAB. 

Through observing the trend of PTAB discovery decisions, this study propose some 

possible solu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Taiwanese company participating in post-grant 

proceedings before PTAB. 

Key words: AIA, PTAB, Limited discovery, Addional discove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S._patent_syste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S._patent_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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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項 研究動機 

2011 年 9 月 16 日美國發明法案(Leahy-Smith America Invents Act, AIA)在美

國總統歐巴馬簽署下通過，為美國近六十年來影響最大、修正範圍最廣之專利法

修正案。該法案將原本專利訴願暨衝突委員會(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s, BPAI）改制為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PTAB），由 PTAB 執行 BPAI 原本之各項業務，並負責 AIA 新法下調整或新增之

多項審理（trial）程序，包含取代原本多方再審查程序(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之「多方複審程序」(Inter Partes Review, IPR)、AIA 新增之「核准後複審程序」

(post-grant review, PGR)、「涵蓋商業方法專利過渡期複審程序」(Transitional 

Program for Covered Business Method Patent Review, CBM)等。 

美國發明法案(Leahy-Smith America Invents Act, AIA)其中一項重要任務，便

是解決美國地方法院專利訴訟案件量大增之問題，不論係科技業大廠因商業競爭

策略而提起專利訴訟，或是專利非實施體(NPEs)濫訴所造成之專利亂象。而美國

白宮 2013 年一項報告1亦嚴正指出，專利訴訟之畸形發展與濫用，造成科技大廠

疲於應付層出不窮的專利爭議、訴訟威脅、在訴訟爭議的處理上支出大量金額，

不但無助於技術之累積發展，甚而傷害整個科技產業的發展能量。因專利訴訟之

原意被扭曲，不但增加法院之業務負擔，影響其審理效率，亦使「選擇法院」(Forum 

shopping)
2之問題愈加明顯，特定法院湧入大量案件，等候審理時間漫長，既無

法即時解決當事人之爭議，又因進度曠時費日而使當事人訴訟費用負擔加重、法

院奔波等負面影響。故美國發明法案透過提出新的專利有效性爭議解決機制，希

望紓解專利訴訟案件過量帶來之問題，提供更迅速，費用負擔更低之專利爭議處

理平台。 

1
Patent Assertion and US, Innocation,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June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patent_report.pdf (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2 選擇法院(Forum shopping)係指原告起訴時，特意選擇較熟悉或可能對其有利之法院提出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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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美國發明法案(AIA)提出之多方複審程序(Inter Partes Review, IPR)、AIA

新增之「核准後復審程序」(post-grant review, PGR)、涵蓋商業方法專利過渡期複

審程序(Transitional Program for Covered Business Method Patent Review, CBM)皆

於專利專責機關 USPTO 進行，由行政專利法官組成之「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PTAB）審理專利有效性之爭議。自 2012 年 9 月

16 日 AIA 正式實施以來，至今已逾三年，AIA 所提出之複審程序使用度相當高，

尤其 IPR 程序自第一年正式啟用，案件便不斷湧入 PTAB，2014 年整年度時 IPR

案件申請量總計 1,310 件，遠遠超乎 USPTO 之預期，2015 年當年度 IPR 申請量

總計 1,737 件更是讓 USPTO 驚訝於該程序之高使用度。而截至 2016 年 1 月 1 日

至 3 月 31 日亦已累計 603 件 IPR 申請案3。排名第二的則是 CBM 程序，其 2014

年整年度之申請量總計為 177 件，2015 年當年度申請量為 149 件，2016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已有 51 件 CBM 申請案。至於 PGR 程序部分，由於其適用之標

的須係專利有效申請日於 2013 年 3 月 16 日以後者，故其申請量較少。2014 年

整年度 PGR 申請量為 2 件，2015 年當年度之申請量為 11 件，2016 年 1 月 1 日

至 3 月 31 日則已累積 9 件 PGR 申請案。 

前述數據可見PTAB短時間內便迅速躍升為美國專利爭議審理之主要舞台，

PTAB審理複審案件之態度與實務案例便成為觀察美國專利發展趨勢與專利佈局

之重要參考。由於我國企業於技術發展與佈局上，除申請臺灣專利，多會於美國

申請專利，作為其開拓國際市場之重要根據。然而踏入美國市場後，企業可能面

臨美國專利訴訟或是競爭對手提起之 AIA 複審程序挑戰，故對於 PTAB 相關程

序及其實務運作應有所掌握，以便應對。 

然而 PTAB 審理程序含有訴訟性質，其中包含了許多美國民事訴訟制度之程

序與概念，例如 PTAB 複審程序同樣設有「證據發現程序」(Discovery)，惟美國

民事訴訟制度於訴訟審前(pre-trial)相當期間所進行之「證據發現程序」(Discovery)

非我國企業所熟悉，由於該程序係訴訟當事人蒐集訴訟資訊，釐清或限縮爭點息

息相關之重要工具，故引發本論文希望能協助我國企業了解美國「證據發現程序」

之概念，以及認識 AIA 新法下為複審程序特別設計之「有限證據發現程序」與

「額外證據發現程序」之研究動機，希望本論文能協助我國企業於複審程序中，

                                                      
3 USPTO,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Statistics 3/31/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16-3-31%20PTAB.pdf (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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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證據發現程序取得所需資料，或保護企業不會因不適當之證據發現請求而曝

光，更能因善用證據發現程序而在證據資料上蒐集順利，有助於增加其與對造協

商和解條件之籌碼。 

第二項 研究目的 

近年已有許多文獻對 AIA 法案之修法歷程、各複審程序為詳盡之介紹與說

明，在 AIA 法案實施近三年下，PTAB 之運作已逐漸步上軌道，其審理實務亦快

速累積。本論文認為其中 PTAB 複審程序「證據發現」（discovery）之運作相當

值得觀察，原因之一係美國證據發現制度與我國既有體制相當不同，為美國法訴

訟之特殊制度，其次則是因複審程序下之「證據發現程序」較專利訴訟限縮，為

了守住 AIA 為複審程序設下之嚴格審理期間限制，PTAB 對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之

准否態度相當嚴格，准予額外證據發現之機率相當低。是今日 AIA 複審程序已

成為美國專利審理與布局不可能不碰觸之議題，而對 AIA 新程序之認識，除應

了解各複審程序之基本規定外，複審程序中當事人資料交換與證據發現請求亦為

程序進行之一大重點，然複審程序之證據發現又與美國專利訴訟之證據發現有所

不同，引發本論文細探 PTAB 審理程序中當事人資訊揭露，以及其「有限證據發

現」相關規定，並以 AIA 複審程序之證據發現程序(Discovery)為本論文研究主軸

之動機。 

除介紹 AIA 三項重要複審程序之規定與其流程外，本論文更進一步將 AIA

複審程序中當事人資訊揭露之義務、證據資料之交換以及額外證據資料請求相關

之規定加以介紹，同時說明複審程序中進行證據發現程序之時點，並輔以為數不

多，卻係 USPTO 與美國學術期刊或美國實務界所關注之具代表性 PTAB 決定，

以便對 PTAB 證據發現程序進行說明與研究，並提出建議，期能提供臺灣企業於

美國進行或面臨 AIA 複審程序挑戰時，能對該程序之證據發現以及 PTAB 審查

實務有所認識，避免因不熟悉而錯過請求事證資料之黃金時間，或因提出不當證

據發現申請而無法取得所需資訊，影響其打擊競爭對手專利或保護自身專利之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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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美國 AIA 複審程序之證據發現程序為該爭議解決機制維持程序效率、降低

成本、減少當事人負擔之關鍵。本論文研究重心著重於 AIA 複審程序證據發現

程序之關範與相關實務案例進行研究與探討，並提出建議供我國企業未來使用該

程序之參考。 

本論文研究方法係以文獻分析與案例研究為主軸，主要以國內外學者關於美

國 AIA 複審程序之論文、期刊、國外學者關於 AIA 複審程序「資訊揭露」「證據

發現程序」之期刊論文與研究成果、以及國外律師事務所觀察報告與分析報導等

網路資源作為參考文獻，進行整理與分析。同時輔以美國專利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所頒布，與美國發明法案相關配套之

施行細則如「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程序一般程序審理細則」(General 

Administrative Trial Final Rules, 77 Fed. Reg. 48712,August 14,2012)、「多方複審、

核准後複審與商業方法專利過渡期複審施行細則」(Inter Partes, Post Grant, and 

Cover Business Method Review Final Rules, 77 Fed. Reg. 48680,August 14,2012)、

「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程序審理指南」(Trial Practice Guide, 77 Fed. Reg. 

48756,August 14,2012)以及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37 C.F.R.)等相關規定之整理。 

另外，本論文亦透過案例研究方式，就前述相關行政規定之具體運用與實際

案例進行分析，並參考美國專利商標局官方資訊網站所公佈之重要 PTAB 決定，

就 PTAB 實務與其審理之判斷標準進行探討與研究。透過較具參考性之 PTAB 決

定，了解相關程序規定之實際運用情況。 

最後綜合前述文獻中之基本規定、案例研究所呈現之實務運用情形，提出本

論文研究結論與對臺灣企業運用 AIA 複審程序證據發現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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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限制 

本論文以美國發明法案下複審程序之證據發現程序為研究對象，除美國專利

商標局為複審程序提出之相關行政規則外，並輔以美國聯邦民事訴訟程序規則、

美國聯邦法院專利訴訟證據發現補充規則之內容作為說明與比較之對象，惟美國

各州聯邦法院皆訂有其各別法院之專利訴訟規則，由於美國有 94 個聯邦地方法

院，本論文僅針對聯邦加州北區地方法院所制定之專利審理規則加以介紹，並以

其為例作為程序使用者認識美國專利訴訟與美國發明法案複審程序關於證據發

現異同比較之參考。 

雖然本論文亦就美國發明法案複審程序中，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PTAB)

關於證據發現之實務案例進行介紹，除說明 PTAB 於不同複審程序中適用之判斷

標準外，亦藉由其已做成之准否案例進行分析，惟對於複審程序中「額外證據發

現」申請之准否，PTAB 係採個案判斷之方式，而複審程序案件數量之多、各案

申請進行「額外證據發現」之對象各有不同，故本文僅能就 USPTO 所公佈之部

分決定以及國外期刊論文及律師事務所或 PTAB 觀察部落格所討論之重點案例

進行分析，並於該些案例之觀察中，提出進行複審程序證據發現時之共同注意與

建議事項，供我國企業作為參考。對於其他所作之判決，受限於 USPTO 並未全

部公佈與無法利用美國法院之 PACER 系統，並無法進行全面性之研究，將有待

日後再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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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論文架構提要 

就美國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PTAB)證據發現程序之實務操作與判斷標準，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 

第一章即緒論，介紹本研究之背景、動機以及研究之範圍、說明所使用之研

究方法與其限制。 

第二章自美國本次修法變動最多，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PTAB)下之三項

主要複審程序整體流程談起，從美國發明法案修法之主要宗旨，所欲解決之問題，

與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之功能，進一步就核准後複審程序(PGR)、多方複審程

序(IPR)與涵蓋商業方法專利過渡複審程序(CBM)之完整程序流程加以說明，使

美國發明法下之複審程序之概念能更為清楚。 

第三章進一步探討美國發明法下複審程序之證據發現程序，有鑑於證據發現

程序為美國特有制度，而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雖隸屬於行政機關美國專利商標

局之下，然複審程序因對於專利有效性爭議之處理上帶有訴訟色彩，故同樣引進

證據發現程序之概念。考量複審程序中證據發現程序諸多基本概念係來自美國民

事訴訟程序法，並多少借鏡自美國專利訴訟中雙方當事人之資訊揭露義務，故第

三章先透過美國民事訴訟法證據發現程序之基本概念進行說明，輔以美國專利訴

訟中證據發現程序所為之調整，接著觀察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下，複審程序中

當事人有關於資訊揭露以及證據發現之權利與義務。同時深入觀察專利審理暨訴

願委員會對於證據發現程序之管理與把關，其實際案例操作下對於證據發現程序

之限縮。 

第四章接續前所探討之複審程序證據發現實務情形，並聚焦於專利審理暨訴

願委員會與有最大准駁判斷權限之「額外證據發現程序」，是當事人申請「額外

證據發現程序」需取得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之同意方得進行，本章分別檢視該

委員會衡量准駁之各項判斷因素，並輔以實際案例經驗加以說明，同時亦就既有

關於「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成功或遭駁回之案例進行分析，歸結出符合專利審理

暨訴願委員會標準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要件。 

第五章為終章，將本論文前述探討所得進行歸納，並進一步以其為基礎，為

複審程序相關使用者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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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國發明法案之介紹 

第一節 美國發明法案修法動機與目的 

美國發明法案(Leahy-Smith America Invents Act, AIA)於2011年9 月16 日，

在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下通過，是美國近六十年來影響最大、修正範圍最廣之專

利法修正案。美國專利制度自 1952 年施行以來，為獎勵及保障發明人之創意並

鼓勵其公開新技術內容，促進科技發展與社會進步，以揭露發明內容為條件，給

予發明人一定期間之專利權，使其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實施該發明之權。 

惟隨著科技迅速發展，社會對智慧財產權之重視日益加重，專利申請案及專

利訴訟皆大幅增加，而專利訴訟案件量之大增，也使訴訟投機者如非專利實施實

體(Non-Practicing Entity, NPEs)濫訴榨取和解金、專利品質不佳等問題浮出檯面。

為了導正專利制度遭扭曲濫用之問題，並改善專利法中不合時宜之規定，美國發

明法案希望透過既有程序之改善與新程序之提出，讓實質上不應被核准專利之劣

質專利，得以更迅速有效之方式撤銷其專利，提高整體專利品質，同時修正美國

專利法與國際歧異之專利原則，更符合國際專利制度之共識。透過美國發明法案

之提出，紓解大量堆積在聯邦法院院之專利訴訟案件，一來藉由提供更迅速之專

利有效性爭議解決管道，直接撤銷經檢驗而有無效事由之申請專利範圍，減少不

必要之專利訴訟4，二來其提出之專利有效性檢驗程序審理期間更為迅速，亦能

降低當事人法律費用之負擔，避免產業與科技生產力耗費於漫長訴訟之中。 

  

                                                      
4 Joseph Casino, Trends From 2 Years Of AIA Post-Grant Proceedings, Law360 available at 

http://www.law360.com/articles/581512/trends-from-2-years-of-aia-post-grant-proceedings (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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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發明法案複審程序介紹 

第一項 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PTAB)與複審程序概述 

「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以下簡稱 PTAB)

係美國專利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以下簡稱 USPTO)下

之機構，改制自原本之「專利訴願暨衝突委員會」(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s, BPAI），在 AIA 實行後接續 BPAI 原本之各項業務，進行專利有效

性爭議之處理，並負責 AIA 新法下調整或新增之多項性質類似我國舉發制度之

複審程序，如撤銷專利等業務。 

對舊專利撤銷機制進行調整，AIA 提出「多方複審程序」(Inter partes review, 

以下簡稱 IPR)、「涵蓋商業方法專利過渡期複審程序」（Transitional Program for 

Covered Business Method Patent Review, CBM）、「核准後複審程序」（Post-Grant 

Review, PGR）等專利有效性爭議解決機制，至於「派生程序」（Derivation）則

為 AIA 下用以判斷爭議專利是否派生/衍伸自他發明人之特殊程序。前三項復審

程序程序 IPR、PGR、CBM 主要功能在於處理申請專利範圍之撤銷、其專利無

效事由多基於已公開之先前技術(prior art publications)。 

其中，相較於「多方複審程序」(IPR)中申請人所得主張之專利無效事由受

有限制，「核准後複審程序」(PGR)與「涵蓋商業方法專利過渡期複審程序」(CBM)

中，申請人(petitioner)可主張之專利無效事由較為多元5，將於下一節中為更細緻

之說明。而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PTAB)即負責各

項複審程序之審查，原則上至少由三位由兼具技術背景與法律專業知識之行政專

利法官組成合議庭，審理標的專利有效性之爭議。 

 

 PTAB 程序之優點 第一款

AIA 複審程序對審理時間設有嚴格限制，該法案明確要求 PTAB 需於一年內

完成專利有效性之審理並作出書面決定，遇有特殊情況時審理期間亦僅得延長半

                                                      
5 Justin A. Hendrix & Robert F. Shaffer, Post Grant Proceedings of the AIA Provide New 

Opportunities and Require Reconsideration of Old Patent Litigation Strategies, Finnegan, Henderson, 

Farabow, Garrett & Dunner, LLP, available at  

http://www.finnegan.com/zh-CHT/resources/articles/articlesdetail.aspx?news=598696f7-7eba-4fcb-83b

8-2369caa91dd3 (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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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嚴格之審理期限、對證據發現程序之限縮皆使 PTAB 複審程序得更迅速、更

有效率地進行，同時讓PTAB審理程序所需費用較地方法院訴訟程序降低許多6。

並且，在 PTAB 處理撤銷專利之爭議亦有其他優勢，例如對複審程序申請人

(通常為被控侵權者)而言，相較於試圖在地方法院專利訴訟中撤銷或挑戰專利權

人之專利，在 PTAB 進行享有更多優勢，第一，舉證責任方面(以 IPR 程序為例)

較地方法院專利訴訟之舉證負擔降低許多，IPR 程序申請人只要能證明到「合理

可能」(reasonable likelihood of success)程度便能開啟 IPR 複審程序，挑戰專利的

有效性，且程序中用以撤銷專利之證據只須達到「優勢證據」(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即可，對欲挑戰專利之挑戰者舉證負擔著實減輕不少。 

    反之在地方法院專利訴訟中，複審程序申請人(或被控侵權者)若欲使專利無

效，需以門檻較高、「明確且令人信服」(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之舉證程

度來說服法院該專利無效。是「優勢證據」（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之證明

程度的要求約為 50%，「明確且令人信服」（clear and convincing）」之心證程度約

為 70%至 80%之間，前者舉證負擔相對為低7。並且由於 AIA 複審程序中案件事

實(Fact)之探究係由嫻熟專利法且兼具專利實務經驗與技術科學背景之行政專利

法官合議庭共同判斷，與地方法院訴訟中可能由缺乏科學與科技背景，或對技術

一無所知亦無專利實務經驗的陪審團作出之判斷，更符合當事人對專利案件專業

審理之期待。

    另外 PTAB 審理時，對於申請專利範圍之文字、用語係以「最廣合理解釋」

進行，即 PTAB 專利法官於審理專利有效性時，對爭議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係基

於其用字，以「最廣且合理之方式」解釋專利範圍（broadcast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8。在最廣合理解釋下，文字描述出之發明可能會因為文字本身意

義而產生較發明原本意思更多之解釋空間；反觀地方法院在申請專利範圍解釋上，

係以較為狹義之方式進行。是申請專利範圍文字之解釋愈廣，申請人愈有機會引

用更多先前技術打擊專利之有效性，其得主張先前技術之機會亦較地方法院專利

訴訟高出許多。 

6
Baker Botts, PTAB Trials Overview, Baker Botts L.L.P. available at 

http://www.bakerbotts.com/services/practice-areas/intellectual-property/ptab-trials/ptab-trial-faqs 

(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7

Supra note 5. 
8

Jacob Oyloe, Claim Constructions In PTAB Vs. District Court, Law360, New York October 6,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law360.com/articles/581715/claim-constructions-in-ptab-vs-district-court 

(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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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PTAB 複審程序對申請人最具吸引力者，乃複審程序申請人得向地方

法院請求標的相同之專利訴訟為「停止訴訟」(stay)之裁定。複審程序申請人除

須提出專家宣誓書(Declarations)與專家證詞(depositions)外，得因訴訟裁定停止而

避免專利訴訟中繁複且漫長之證據發現程序9。畢竟 PTAB 複審程序為加速審理

之進行，對複審程序之證據發現設有多種限制，對申請人而言連帶降低了證據發

現程序中文件之提出、檢閱文件等所需支出之律師法律費用，亦不須如地方法院

專利訴訟中申請人相關事業體所需負擔之證據提示義務而帶來之相關程序負擔

(disruption)。 

 

 PTAB 程序對申請人之潛在風險 第二款

 

雖然 PTAB 複審程序中許多設計都讓複審程序申請人對撤銷專利的請求得

更快速處理，但 PTAB 複審程序其實也限縮了申請人未來對專利權人主張之可能。

是對複審程序申請人而言，將撤銷專利議題交由 PTAB 處理之主要潛在風險為

AIA 下關於「禁反言」(estoppel)之限制效果。更具體而言，一旦 PTAB 審理並做

出最終書面決定(final written decision)，所有申請人於 IPR 程序或 PGR 程序中已

提出，或合理可能提出(reasonably could have raised during an inter partes review or 

a post grant review)之任何專利無效事由，申請人於地方法院民事訴訟即不得再為

主張10。類似之「禁反言」規定在 CBM 程序中亦有設計，不過 CBM「禁反言」

之拘束範圍僅限於曾於 CBM 複審程序中提出之專利無效事由，未包含合理可能

提出之無效事由，故影響範圍較小。 

此外，對申請人影響重大、需格外注意者乃 PTAB 複審程序之時程進展，複

審程序時程非常密集、程序進行迅速，故對於當事人申請文件之提出時間與完備

程度要求相當嚴格，任何疏忽都可能導致無法回復的傷害。相較之下，地方法院

專利訴訟程序對被控侵權者在訴訟程序中的文件仍有調整(refine)或修正(revise)

內容之機會，PTAB 審理程序中申請人所得主張之爭點與證據往往受限於當初遞

                                                      
9 Laura A. Lydigsen, United States: "Staying" Power: Litigation Stays Under The America Invents Act, 

Brinks Gilson & Lione, December 16,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mondaq.com/unitedstates/x/452282/Patent/Copyright+Captures+APIs+A+New+Caution+F

or+Developers+See+more+at+httpwwwbrinksgilsoncomcopyrightcapturesapisanewcautionfordevelope

rs1sthashQgkHs8Ghdpuf (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10 Supra note 6. 

http://www.mondaq.com/content/company.asp?article_id=452282&company_id=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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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之申請文件，故申請人在申請文件準備階段即須格外謹慎，確定所有在申請文

件中提及之證據、爭點、專利無效事由都是以完整呈現，且已經審慎評估與準備

11。 

第二項 核准後複審程序(PGR) 

 核准後複審程序(PGR)之提起  第一款

 

    對於專利有效申請日為2013年3月16日以後之專利，專利權人以外之人，得

於標的專利核准後或再核准(reissue)後九個月內，以該已核准專利之一項或多項

申請專利範圍具專利無效事由為由，向美國專利商標局提出開啟「核准後複審程

序」(Post-Grant Review, PGR)之「申請」(petition)。惟須注意者，若再核准專利

之申請專利範圍與原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完全相同(identical)或範圍更窄

(narrower)，則核准後複審之申請便不是以再核准日為期限之計算時點，而須於

原專利(original patent)核准日後之九個月內提起之。 

    除九個月之申請複審之期限外，專利權人以外之人提起核准後複審上有兩種

情形之限制，第一，核准後複審請求提出前，申請人(petitioner)或實質利益關係

人(real party-in-interest)已提起民事訴訟挑戰系爭專利有效性者，不得提起核准後

複審申請；第二，程序申請人、實質利益關係人或其他具利害關係之人受「禁反

言」原則拘束者，不得提起核准後複審申請。此要件限制係為確保當事人具有對

系爭專利提出核准後複審之適格(standing)，不具此當事人適格之請求將直接被駁

回，無庸進入實質審理。 

    申請開啟核准後複審程序之事由，得基於美國專利法所規定之任何專利無效

事由，如美國專利法第101條專利適格標的、第102 條新穎性要求、第103 條非

顯而易見性要求，以及第112條關於專利撰寫之規定等等，皆得作為核准後複審

程序之申請事由。 

    欲提起核准後復審程序(PGR)，程序申請人除需符合提起當事人適格外，亦

提出一份完整「聲明」(statement)，表明所欲挑戰之申請專利範圍及其法律依據，

並敘明對系爭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說明為何系爭專利屬美國專利法下專利無效

                                                      
1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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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12。此外，證據編號與檢附上，申請人亦須說明所附證據與標的申請專利

範圍間之關聯性(relevance)，並指明該些證據如何支持其主張。若申請人說明有

所不足，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PTAB)之專利行政

法官得排除或忽視申請人所附之證據13。 

    一份完整的「核准後複審申請」，不僅須符合前述適格性與具體聲明之要求，

並應將相關資料依所載通訊地址送達(serve)予專利權人14，同時行政規費之繳納

亦不可疏忽15，滿足上述所有要件者方為「完整申請」(complete petition)，從而

取得核准後複審程序之申請日(filing date)。反之，若有任一要件未獲滿足，程序

申請人所提出者即屬一項「不完整申請」(incomplete petition)，無法取得申請日。

此時申請人原則上得於一個月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其申請將被駁回。然若是

提出核准後複審之九個月法定期限將較早屆至之情形下，則申請人得補正之期間

係以該九個月之末日為斷16。 

    核准後複審程序申請取得申請日後之三個月內，專利權人得就該申請內容提

出「專利權人初步回應」(preliminary response)，指出其認無須開啟(institute)核准

後複審程序之原因17。「專利權人初步回應」得檢附相關證據，惟原則上不得包

括新言詞證據(new testimonial evidence)之呈現，故諸如專家證人對於可專利性所

為之證言，若非已存於紀錄之中便不得於此提出；然而例外情形下，專利權人可

能於提出初步回應前，已取得PTAB同意進行「額外證據發現」(additional discovery)

者，得提出自該額外證據發現取得之言詞證據。 

    舉例而言，當專利權人對申請人適格證明(certification of standing)提出充分

質疑時，PTAB同意進行額外證據發現之機會相對較高。不過專利權人初步回應

不得對申請專利範圍提出更正(amendment)。 

    面對核准後複審程序挑戰時，專利權人除得依上述規定提出初步回應，其亦

得按美國專利法第253條(a)之規定，依法放棄其專利中之一項或多項申請專利範

                                                      
12

 詳言之，申請人若以先前技術為專利無效事由，應於聲明中明確指出該申請專利範圍每一構

件皆見諸於先前技術；若以其他專利無效事由挑戰系爭專利有效性，則應指出申請專利範圍之何

一特定部分與法規要求有所牴觸，並說明如何牴觸。 
13

 另須注意「核准後複審程序」申請受有 80 頁之頁數限制；37 C.F.R §42.24(a)(1)(ii)。 
14

 37 C.F.R §42.205. 
15

 對1至20項申請專利範圍提出核准後複審申請，須繳納35,800美元，逾20項者，每一項加徵800

美元；37 C.F.R§42.15(b)。 
16

 另外，若申請中含有書記或印刷上錯誤(clerical or typographical mistake)，則申請人得提出更正，

此種技術性錯誤不會影響核准後複審之申請日的取得；37 C.F.R§42.204(c)。 
17專利權人所提之初步回應亦受有 80 頁之頁數限制；37 C.F.R§42.24(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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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如此申請人將無法請求PTAB針對已為專利權人捨棄之權利範圍進行核准後

複審。 

 

 核准後複審程序(PGR)之展開 第二款

 

專利權人提出初步回應後三個月內，或得提出初步回應之期間屆至後三個月

內，PTAB將會作出是否開啟核准後複審程序之決定。故專利權人有時會選擇於

期間內儘早提出初步回應，或甚至直接以書面聲明將不提出初步回應，以求加速

程序之進行，讓PTAB儘早決定是否開啟PGR。 

決定應否開啟核准後復審程序時，PTAB會依據當事人提供之證據資料，判

斷是符合程序開啟要件，且專利權人若曾提出初步回應，PTAB亦會將該初步回

應內容納入考量。是否開啟PGR之判斷係以各申請專利範圍為單位，若PTAB不

同意申請人全部或部分對申請專利範圍主張之專利無效事由，PTAB將作出核准

後複審程序不予開啟之決定。在逐項審定之方式下(claim-by-claim basis)，除非

PTAB認為系爭申請專利範圍中「至少一項申請專利範圍達到開啟複審檢驗之門

檻」，PTAB才會作出開啟複審程序之決定18。 

    所謂「至少一項申請專利範圍達到開啟複審檢驗門檻」係以「相當可能」(more 

likely than not)為判斷標準，以量化為喻，程度約為大於50%之機率，即爭議申請

專利範圍「相當可能」欠缺可專利性，方有開啟PGR進一步審理之必要19。 

    並且，若該PGR申請對其他專利或專利申請案而言，係提出一項「新的或未

解決之法律問題」(novel or unsettled new question)，且系爭法律問題對該專利或

申請案係屬重要時，PTAB亦會決定開啟該核准後復審程序，惟此種開啟事由尚

屬罕見，PTAB認定上態度必定格外謹慎。不論開啟或否准，PTAB一旦作出程

序決定，該決定即屬最終決定性質，不服之當事人除提出PTAB「覆審」(rehearing)

之請求之外，原則上並無上訴之餘地20。 

 

                                                      
18

 Charles R. Macedo & Jung S. Hahm, Understanding PTAB Trials: Key Milestones in IPR, PGR and 

CBM Proceedings, ROTHSTEIN & EBENSTEIN LLP, at 5, available at 

https://www.arelaw.com/images/article/link_pdf-1-1415047685-ARElaw_Understanding_PTAB_Trials

101414.pdf (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19 

Id. 
20

 35 U.S.C. §32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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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後複審(PGR)之運作 第三款

 

同意開啟PGR程序後，PTAB隨後會作出「進度安排命令」(scheduling order)，

依個案具體情況與複雜程度安排各項申請、回應與證據發現之日期與期間，確保

PGR 程序得於法定一年期限內完成。 

    通常 PGR 程序開啟之決定作出後一個月內，PTAB 會透過電話會議

(conference call)與當事人討論「進度安排命令」之內容以及當事人未來將於審理

過程中提出之申請，此時 PTAB 會要求當事人最遲應於該電話會議前兩日，提出

預計於未來進程中提出之各種申請列表，讓 PTAB 與對造當事人有充足時間為電

話會議內容與後續程序進行準備21。 

 

一、 當事人之文件提出 

核准後複審開啟後，雙方當事人皆有權依法提出相關文件，請求PTAB於最終

書面決定中為有利於己之決定。首先，對未遭否決而進入複審審理之申請專利範

圍，專利權人得提出「回應」(response)
22，此回應係專利權人對該複審申請所為

之「異議」(opposition)，原則上專利權人應於PGR開啟後三個月內提出其回應。

之所以以具體之三個月為期限，主要是自過去行政機關處理專利權人回應之經驗

加以預估，且考慮新制度下，專利權人於複審正式開啟前已有提出初步回應之機

會，故程序開啟後以原則上以三個月為專利權人表達異議之期限
23。 

    除PTAB就個案情形為特殊裁定外，自PGR程序開啟後三個月內，專利權人得

與PTAB討論後，就標的申請專利範圍提出「修正申請」(motion to amend)，刪除

被挑戰之申請專利範圍或對該申請專利範圍提出合理數量之替代24。惟須注意者，

後者情形行政機關原則上採一對一之概念，即預設對一項被挑戰之申請專利範圍

只得提出一項替代之申請專利範圍，例外證明確有必要時，專利權人方可能以一

對多之方式提出。 

另一方面，專利權人提出修正之範圍亦受有限制，如該修正不得為對該複審

                                                      
21

 透過事前列表，PTAB 可與兩造律師就進度安排命令之內容進行討論與調整，亦得初步判斷當
事人之申請內容是否適當且必要。此外，讓當事人對未來程序進行有更多了解亦有助於增加和解
機會。 
22

 專利權人之回應受有 80 頁之頁數限制；37 C.F.R§42.24(b)(2)。 
23

 Supra note 18, at 2. 
24

 Id.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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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無效事由以外者進行之回應，二者，該修正不得試圖擴大系爭申請專利範圍

之權利範圍，或從中引進新爭議標的(new subject matter)，若專利權人提出之修

正內容違反前述規定，PTAB將駁回其修正申請25。符合上述時間限制與各項要件

後，專利權人提出之修正申請便能一同進入審理程序中，不須另外取得PTAB准許。

然而，若申請內容不符上述規定，除非PTAB特別同意專利權人提出「額外修正申

請」(additional motion to amend)，原則上專利權人無法再提出修正請求。 

    除了對當事人提呈文件之內容有所規範外，為達到高行政效率並遵期完成審

理程序，僅下述兩種情形有機會取得PTAB同意「額外修正申請」(additional motion 

to amend)：首先是「具正當理由」(good cause)時，另外則是該額外修正申請顯

係專利權人與複審程序申請人，為達成和解而共同請求之情況。於判斷是否具「具

正當理由」時，PTAB會考慮該額外修正申請有無使程序無法如期完成之風險，以

及該修正申請對於程序申請人所增加之額外負擔，畢竟若修正申請一旦遲延提出，

複審申請人很可能因而需要就不斷變動之申請專利範圍上投入大量時間與資源，

導致複審程序之完整性與效率受到影響。 

    此外由於複審程序本身有強烈時間壓力，嗣後始提出之申請可能因程序進度，

造成申請人對新呈現之內容未能享受充分準備時間即須作出回應，有不公平之疑

慮，故申請人於上述三個月期間經過後是否已經提出補充資料亦為PTAB考慮因素

之一。而後者「額外修正申請顯係專利權人與複審程序申請人為達成和解而共同

請求」，既然係雙方共同之請求(joinder request)，則PTAB主要考量便是該額外修

正申請對審理程序如期完成之影響26，在不嚴重危及時程之個案中通常會同意當

事人之申請。 

    在複審程序申請申請人方面，若專利權人向PTAB提出修正申請，程序申請

人亦得對該修正提出異議，無須進一步取得PTAB授權，惟申請人得提出異議之

期間應依循PTAB「進度安排命令」所設之時限。藉由該異議之提出，申請人得

針對修正內容中因替代申請專利範圍而產生之新爭議進行回應，包括提出與該替

代申請專利範圍直接相關之新專家證言等證據。 

    除對申請專利範圍修正內容提出異議外，申請人對前述專利權人回應亦得為

                                                      
25

 行政規則中明白要求此項修正之提出須提交一申請專利範圍清單(claim listing)，以求清楚呈現
修正前後之變化。此外專利權人於申請中並應敘明原先之揭露內容如何支持本次之新增或修正之
申請專利範圍；37 C.F.R. §42.221(b). 
26

 Supra not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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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回應」(Petitioner Reply)，但須注意其回應內容應限於從該相對應文件

中所生爭議進行論理，以符爭點釐清之制度本旨，相反地，若申請人提出之回應

係對新爭點進行爭執，或申請人回應之證據有延遲提出之情況，則PTAB將拒絕

該回應而不將其內容納入審理考量中。 

    承接申請人對修正提出異議，專利權人有對該修正異議進一步作出「回應」

之機會，但專利權人之答辯內容亦受前述限制，即之專利權人僅得對申請人之異

議內容進行回應與答辯，若其答辯內容不符規定，PTAB審理時不會加以採用。 

    除前述之修正、異議與回應等主要文件外，PGR審理過程中，當事人仍可能

提出各種申請，關於補充資料之申請即為一例。細言之，PGR程序開啟後，雙方

當事人皆有權於一個月內申請提呈補充資料(motion to submit supplemental 

information)，惟應注意申請提呈之補充資料須與本次PTAB審理標的之申請專利

範圍密切相關。反之，若補充資料申請未能於期限內提出，或所欲提呈之補充資

料非屬密切相關，則該補充資料之提出需特別取到PTAB同意方得為之，且當事

人須於申請時說明為何無法於期限之一個月內取得、提出該補充資料，並應就該

些補充資料是否符合「發現正義所必須」(in the interest of justice)門檻部分進行說

明。 

    複審程序中當事人可能提出之申請除前述述類型外，諸如「證據排除申請」

(motions to exclude evidence)、「密封申請」(motions to seal)
27、「合併申請」(motions 

for joinder)以及「交互詰問觀察意見申請」(motions for observations on 

cross-examination)等等，皆屬當事人複審程序中可能提出之文件。 

 

二、證據發現(Discovery)與證據排除 

證據發現程序(Discovery)之目的在於協助PTAB評估相關證據之可信度，故

PGR程序審理過程中，當事人提出之各類文件會與證據發現程序(Discovery)相互

配合。PGR開啟前之行前程序中，當事人即應於「專利權人初步回應」提出前或

該回應法定期限屆至前，提交關於「強制證據發現」(mandatory discovery)
28之同

                                                      
27 密封申請係為保護審理過程中揭露之機密資訊; 37 C.F.R§42.55。 
28

 Federal Register/ Vol.77, No.157, August 14, 2012/ Part V/ Office Patent Trial Practice Guide, at 

48761. Available at 

http://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ip/boards/bpai/trial_practice_guide_74_fr_48756_081412.pdf 

(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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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書，表示其同意進行「強制證據發現」要求之最初揭露(initial disclosure)，若

當事人無法就此種證據發現達成共識，則其中一方亦得透過向PTAB申請之方式，

請求此種證據發現。 

    PGR程序正式開啟後，當事人便須進行「例行證據發現」(routine discovery)，

由雙方當事人依程序進度交互進行。同時為了達成即時、低費用與程序公平之立

法宗旨，AIA複審程序之證據發現範圍受有一定之限制，除已經最初揭露之事證

外，得進行證據發現者以相關行政規則中所明定者為限29，故複審程序之證據發

現與聯邦法院專利訴訟之證據發現程序有其不同。 

    除「例行證據發現」外，PGR程序中當事人於具有「正當理由」(good cause) 

時，得向PTAB申請對特定資料、事證進行「額外證據發現」(additional discovery)。

關於PTAB對於當事人之額外證據發申請是否合於「正當理由」門檻之實務認定，

將於第四章中為更詳細之說明。 

    PGR中，申請額外證據發現之當事人除須滿足具「正當理由」之門檻外，其

請求進行額外證據發現之範圍僅限於與任一造程序中所為事實主張直接相關之

事證。並且，若當事人於PGR程序中提出之證據若未依規定提出或係非法取得者，

該項證據將不為PTAB所採用。若當事人一方若欲挑戰他造所提證據之「證據能

力」(admissibility)，應於該證據被提出後及時提出「抗議」(object)，並提交「證

據排除申請」使其抗議有效存續。至於該「證據排除申請」中，當事人須說明系

爭證據不具證據能力之原因，例如該證據欠缺關聯性(relevance)等，惟當事人不

得以證據無法證明特定事實為由，主張證據應予以排除，故證據「證明力」並非

提起「證據排除申請」之依據30。 

                                                      
29

 Except as the Board may otherwise order:  

(i) Unless previously served or otherwise by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any exhibit cited in a paper or in 

testimony must be served with the citing paper or testimony.  

(ii) Cross examination of affidavit testimony is authorized within such time period as the Board may 

set.  

(iii) Unless previously served, a party must serve relevant information that is inconsistent with a 

position advanced by the party during the proceeding concurrent with the filing of the documents or 

things that contains the inconsistency. This requirement does not make discoverable anything otherwise 

protected by legally recognized privileges such as attorney-client or attorney work product. This 

requirement extends to inventors, corporate officers, and persons involved in the preparation or filing 

of the documents or things.” (§42.51(b)(1)) 
30

 此處所稱證據的可採性即近似於我國訴訟法上有無「證據能力」之概念，與證據「證明力」
高低屬不同之命題。是證據能力以自由心證主義為原則，例外為法定證據主義，故所有證據資料
原則上均具有證據能力；證據「證明力」則指證據價值，指該證據能證明事實至何種程度由法院
依自由心證判斷。故證據資料須具有證據能力，容許為訴訟上之證明，並於審判期日 經合法調
查後始有「證據證明力」，進而得為法院評價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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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詞辯論(Oral Argument) 

PGR審理程序中，當事人雙方皆得請求PTAB進行言詞辯論(Oral Argument)，

於三位以上PTAB專利行政法官前進行論述與辯論。當事人若希望進行言詞辯論

程序，應於「進度安排命令」所定期限內，以獨立文件提出言詞辯論申請。當事

人之申請文件中須明確指明欲進行辯論之爭點；是言詞辯論過程中不允許當事人

提出新爭點或新事證，當事人僅得以先前程序中已提出之文件內容陳述其論點，

並援用先前已提交之事證資料。 

    另外，PTAB雖不認為「現場作證」(live testimony)係言詞辯論之必要環節，

但個案情形適當下，當事人仍得提出「現場作證」之請求。 

 

四、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PTAB)之審理 

PTAB於審理過程中，對於當事人所提之修正、回應與申請專利範圍文字用

語之解釋皆採「最廣合理解釋原則」(broadest reasonable construction)，即專利說

明書可支持程度下，若標的申請專利範圍有複數個合理解釋結果時，PTAB會考

慮所有合理解釋後，採最廣泛之解釋範圍，不論「核准後複審程序」(PGR)、「多

方複審程序」(IPR)、或較為特殊之「涵蓋商業方法專利過度復審程序」(CBM)

皆採此解釋原則，惟此種解釋方法與美國聯邦法院之申請專利範圍解釋態度相異

31。 

倘若PGR程序進行中，標的專利有其他爭議事項同時繫於USPTO，例如標

的專利有另一單方再審查程序(Ex Parte Reexamination)先後開啟，造成多項程序

競合現象時，PTAB得對該其他事項作成適當命令，包含暫停、轉換、合併或終

止該程序等，惟程序之暫停將影響USPTO於法定期限終結案件之能力(如美國專

利法第303條之規定，以及單方再審查程序有關之三個月期限)。故若有發出暫停

命令之需要，PTAB會於事前與USPTO局長商議。專利權人或複審程序申請人亦

得主動請求PTAB合併審理，但其「合併申請」(request for joinder)須於PGR程序

開啟後一個月內為之。 

 

 

                                                      
31

 37 C.F.R§42.100(b), §42.200(b), §42.3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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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後複審(PGR)之審理期限 第四款

 

PGR程序原則上須於程序正式開啟後12個月內結束，但遇有正當事由需延長

審理時間者，首席行政法官得於至多延展六個月之限制下將延長審理期間。於「合

併審理」情形下，審理期間之延長須由PTAB為之。於12個月(至多18個月)之審

理期間內，PTAB會依當事人提出之事證資料判斷標的申請專利範圍之專利有效

性32
，審理結束後將心證作成「最終書面決定」(final written decision)。 

    當事人若不服該最終書面決定之結果，得依美國專利法第141條至第144條規

定向聯邦巡迴上訴法院(CAFC)提起上訴。若於上訴期限內未提起上訴，或上訴

期間屆滿，USPTO局長將核發一證書(certificate)，撤銷被PTAB判定不具可專利

性之申請專利範圍、確認被PTAB認定具可專利性之申請專利範圍，並將程序中

新增或修正，同被認定具可專利性之申請專利範圍正式納入標的專利權利範圍中

33。 

另一種結束 PGR 程序之原因則是申請人與專利權人合意結束複審程序。除

為 USPTO 認定程序極具進行價值之特殊情形外，原則上申請人與專利權人得共

同申請(joint request)以和解(settlement)方式結束該複審程序，且此種結束方式下，

本次複審程序不會對申請人發生美國專利法第 325 條(e)所規定之「禁反言」效

果，對申請人之實質利益關係人或其他具利害關係人亦同。 

第三項 多方複審程序(IPR) 

美國發明法案下，多方複審程序(Inter Partes Review, IPR)取代原本之多方再

審查程序(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與核准後複審程序 PGR 搭配，為專利有效

性爭議提供迅速之行政解決機制。是多方複審程序正式實施後，案件量迅速攀升，

目前已躍升為企業解決專利爭議之重要舞台34。IPR 程序之使用頻率遠超乎

USPTO 預期，以下將自相關行政規則，更細部介紹 IPR 程序之運作。 

                                                      
32

 標的申請專利範圍是否不具可專利性係由核准後複審之申請人負最終舉證責任。申請人之舉
證程度須達「優勢證據」(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提出之證據資料始得成功挑戰已核准專
利之有效性；35 U.S.C.§326(e)。 
33

 37 C.F.R§42.80; 35 U.S.C.§328, §329. 
34

 Joseph W. Dubis, Inter-Partes Review: A Multi-Method Comparison for Challenging Patent Validity, 

6 Cybaris An Intell. Prop. L. Rev. 10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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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方複審程序(IPR)之提起 第一款

 

2012 年 9 月 16 日正式廢除多方再審查程序(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改

以多方複審程序(Inter Partes Review, IPR)進行，不論 2012 年 9 月 16 日以前或以

後核准之專利，皆適用新設之 IPR 程序制度。IPR 程序規定於 AIA 第 6 節第 31

章35，複審程序申請人(Petitioner)得於專利核准或再領證核准(reissue)之九個月後，

或於 PGR 申請期間終結後，向 USPTO 提出開啟 IPR 程序之申請，主張已核准

專利之一項或多項申請專利範圍有專利無效事由，應為撤銷。其中複審程序申請

人係指「非專利權人」者36，即專利權人(Patent Owner)
37以外之第三方(third parties)。

此外，複審程序申請人提起 IPR 程序時所提交之申請文件，須列出所有實質利益

關係人(all real party in interes)
38，不得匿名申請 IPR 程序。 

另外，除申請期限與複審程序申請人身分之識別限制外，非專利權人提起IPR

程序尚有下述三種限制39： 

1. 提起IPR申請前，複審程序申請人(petitioner)或其實質利益關係人

(Real-parties-in-interest)已就系爭申請專利範圍之有效性爭議提出民事訴

訟者，不得申請IPR程序。惟民事訴訟中若係以反訴方式挑戰系爭專利有

效性者，不在此限。 

2. 複審程序申請人、其實質利益關係人或複審程序申請人之利害關係人已就

                                                      
35

 “CHAPTER 31—INTER PARTES REVIEW (a) IN GENERAL.—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hapter, a person who is not the owner of a patent may file with the Office a petition to institute an 

inter partes review of the patent. The Director shall establish, by regulation, fees to be paid by the 

person requesting the review, in such amounts as the Director determines to be reasonable, considering 

the aggregate costs of the review. (b) SCOPE.—A petitioner in an inter partes review may request to 

cancel as unpatentable 1 or more claims of a patent only on a ground that could be raised under section 

102 or 103 and only on the basis of prior art consisting of patents or printed publications (c) FILING 

DEADLINE.—A petition for inter partes review shall be filed after the later of either—(1) the date that 

is 9 months after the grant of a patentor issuance of a reissue of a patent; or (2) if a post-grant review is 

instituted under chapter 32,the date of the termination of such post-grant review. 
36

 35 U.S.C.§313(a)，多方複審程序案件中可能出現一位以上之複審程序申請人。 
37

 專利商標局定義專利權人為「任何未讓渡其專利利益之發明人或利害關係人、部分專利目前
之受讓人或與該受讓人具利害關係者」。 
38

 35 U.S.C.§312，「實質利益關係人」定義為：「為再審查申請(funded the reexamination request)

提供所需資金者，屬實質利益關係人；以提出申請為目的而提供技術(technical input)於該申請者，
屬實質利益關係人。以提出多方再審查程序申請為目的，而使他人為上列行為者，屬實質利益關
係人。共同防禦團體(joint defense group)之成員非實質利益關係人。 
39

 Federal Register/ Vol.77, No.157, August 14, 2012/ Part III/ Inter Partes Review, Post-Grant Review, 

and Covered Business Method Review Rules, at 48683. Available at 

http://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ip/boards/bpai/ipr_pgr_cbm_77_fr_48680_081412%29.pdf  

(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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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專利提出侵權訴訟逾一年者，不得提起IPR程序，此項限制係為避免專

利訴訟之被控侵權人故意以IPR程序拖延相關訴訟而設。 

3. 複審程序申請人、其實質利益關係人或複審程序申請人之利害關係人受

「禁反言」(estoppel)規定拘束者，不得提起IPR程序。 

此三項限制旨在確保當事人有對系爭專利提出IPR複審請求之適格

(standing)，不具此適格之請求將為PTAB駁回，毋須進入實質審理。 

    至於請求進行IPR複審程序之事由，以欠缺美國專利法第102條新穎性，或不

符第103非顯而易見性要求，因「專利文獻」或「印刷刊物」(Printed Publications)」

見諸於刊物等先前技術，系爭專利之一項或多項申請專利範圍有專利無效事由為

限。除前述當事人適格之要求外，複審程序申請人須提出完整複審程序申請文件

(至多六十頁40
)，明確記載系爭專利相關之申請專利範圍，並提出聲明(statement)，

逐項列舉申請專利範圍與專利無效事由之說明(例如不具第102條新穎性要件，或

不符第103條非顯而易見性要求等)，及其所依證據(如「專利文獻」或「印刷刊

物」(Printed Publications))。 

   在證據編號與檢附上，複審程序申請人尚應敘明該些證據與爭議申請專利範

圍間之關聯性(relevance)，同時具體指出該些證據如何支持其主張之特定部分，

否則PTAB得忽視或排除複審程序申請人所附之證據。完成符合申請書相關規定

之多方複審程序申請文件後，應將有關資料依所載通訊地址送達予專利權人，並

適時繳納行政規費41。凡任一要件有所欠缺，複審程序申請人所提出者即屬「不

完整申請」(incomplete petition)，無法取得申請日。此時複審程序申請人原則上

得於一個月內為補正，若逾期未為補正，其申請將被駁回。不過若為申請文件誤

繕而請求更正者，其申請日不受影響。 

    當多方複審申請通過並取得申請日後，其三個月內標的專利之專利權人得就

該請申請內容提出「初步回應」(preliminary response)，說明專利權人認無開啟

(institute)本件多方複審程序之主張與理由42。是「專利權人初步回應」之提出得

檢附相關證據，惟原則上不得包括新言詞證據(new testimonial evidence)之呈現，

故諸如專家證人對於可專利性所為之證言，若非已存於紀錄之中便不得於此提出。

                                                      
40

 37 C.F.R§42.24(a)(i). 
41

 對 1 至 20 項申請專利範圍提出多方複審申請須繳納 27,200 美元，逾 20 項者，每超過 1 項加
收 600 美元；37 C.F.R§§42.15(a)。 
42

 專利權人所提之「初步回應」亦受至多60頁之限制；參照§42.24(b)(1)。若須超過60頁篇幅者，
需得PTAB同意方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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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初步回應則不得包含專利「修正」(amendment)之提出。不過專利權人亦

得放棄提出「初步回應」，使程序縮短並加速後續程序之進度。 

 

 多方複審程序(IPR)之展開 第二款

 

專利權人提出「初步回應」(preliminary response)後三個月內，或得提出初步

回應期間屆至後三個月內，PTAB將決定是否開啟該多方複審程序43。AIA法案下

以逐項審定之方式，當標的申請專利範圍中至少一項申請專利範圍符合應開啟複

審標準時，PTAB便會作成開啟IPR程序之決定。所謂至少一項申請專利範圍符

合開啟複審之標準，係指被挑戰之申請專利範圍存有專利無效之「合理可能」

(Reasonable likelihood)者，以量化為喻，系爭申請專利範圍約有50%之機率，至

少其中一項申請專利範圍存有專利無效情形。是複審程序申請人需釋明專利會被

撤銷之合理可能性。為須注意者，一旦PTAB作出IPR程序開啟與否之決定後，

該決定即為最終決定，當事人不得對PTAB該項決定提起上訴44。 

 

 多方複審程序(IPR)之運作 第三款

 

多方複審正式開啟後，PTAB除啟動後續審理流程外，亦會說明未來程序將

處理之各項申請專利範圍、法律爭議，並依個案情況於「進度安排命令」

(scheduling order)中安排接下來各程序之期間與期限。通常「進度安排命令」提

出後一個月內，PTAB會與當事人進行電話會議，討論雙方當事人預定提出之文

件內容，確認原進度安排內容是否有調整必要，故其所排時間期限仍有變動之可

能45，主要係供當事人參考與心理預期。 

    其程序流程原則上與前述「核准後複審程序」(PGR)相同。故PTAB作出同

意開啟IPR程序之決定後三個月內，專利權人亦得對複審程序申請人提出之申請

內容提出「回應」(response)
46，該「回應」係對複審程序申請人所提事由表達專

利權人之「異議」(opposition)。多方複審程序中專利權人回應之期限同樣為三個

                                                      
43

 35 U.S.C. §314(b). 
44

 35 U.S.C. §314(d). 
45

 Supra note 2828, at 48757. 
46

 專利權人此項「回應」亦受至多60頁之限制；37 C.F.R§42.24(b)(2)。若須超過60頁篇幅者，需
經PTAB同意方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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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內，係USPTO綜合過去處理專利權人回應經驗以及考量專利權人於程序開啟

前已有提出「初步回應」表達意見之機會，故設定3個月之期限平衡專利權人意

見表達與程序進行之流暢度。此外，多方複審開啟後三個月內，專利權人亦得與

PTAB商討後，就標的專利提出「修正申請專利範圍」之請求(motion to amend)，

刪除被挑戰之申請專利範圍，或對標的申請專利範圍提出合理數量之替換等。其

替換請求項之提出，行政機關預設之合理數量一換一，即一項被挑戰之申請專利

範圍僅得以一項新申請專利範圍替代之，例外且證明確有必要時，專利權人方有

可能以一對多之方式為之。 

同時，專利權人提出之「修正」不得對本案無效事由以外者為之，亦不得試

圖擴大系爭專利之權利範圍或引進新保護標的(new subject matter)，若專利權人

之修正內容違反前述規定，PTAB將駁回其修正申請47。符合提出時程與各項要

件後，專利權人之修正申請便能直接納入程序之中，若不符合前述要求，除PTAB

特別允許「額外修正申請」(additional motion to amend)者外，專利權人原則上不

得修正其申請專利範圍，其處理上與前述PGR程序相同。 

IPR複審程序中，不論係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或「修正」內容之解讀，PTAB

對於申請專利範圍文字用語均採「最廣合理解釋原則」(broadest reasonable 

construction)。當標的申請專利範圍之文字、用語於專利說明書可支持情形下，

有複數個合理解釋結果時，PTAB會考量所有合理解釋結果後，採最廣解釋結果。 

IPR正式開啟後，當事人除提出「回應」與「修正」外，亦得申請「提交補

充資料」(motion to submit supplemental information)，惟該申請須於IPR開啟後一

個月內為之，且所提交之補充資料應與申請復審程序之文件密切相關。反之，若

申請提交補充資料之請求未於期限內提出，或資料非屬密切相關，則需要特別取

得PTAB同意，方得將遞交補充資料，當事人並須向PTAB說明其為何無法於期

限內取得該補充資料或提出申請，並敘明其所提交之補充資料是否合於「發現正

義所必須」(in the interest of justice)之要求。 

    另一方面，若IPR程序之標的專利同時有其他爭議繫於美國專利商標局

(USPTO)時，如其他PGR案件、IPR另案、再核准領證申請(reissue application)、

多方再審查程序(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單方再審程序(ex partes 

                                                      
47

 另應注意者，行政規則中亦要求專利權人此項「修正」申請須一併提交「申請專利範圍列表」
(claim listing)，呈現修正前後之變化；37 C.F.R§42.2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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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xamination)、追加審查程序(Supplemental Examination)或CBM
48等，PTAB得就

其他爭議為適當處理，如暫停他案程序、程序轉換、程序合併或終止他案程序等。

專利權人或複審程序申請人亦得主動請求將複數專利爭議合併審理，惟「合併請

求」(request for joinder)須於IPR程序開啟後一個月內提出。 

    IPR程序進行中，複審程序申請人得於專利權人為回應及修正申請後一個月

內，提出「複審程序申請人回應」(petitioner reply)，或對專利權人之修正申請提

出「異議」(opposition)。複審程序申請人提出前述內容後，專利權人得於「進度

安排命令」所定期限內，針對該內容進行「回覆」(Patent Owner reply)。 

    待IPR之證據發現程序結束後，複審程序申請人與專利權人均得請求PTAB

排除其認屬「不可採納證據」(evidence believed to be inadmissible)之事證。 

  

 多方複審程序(IPR)之審理期限 第四款

 

    AIA相關規定下，IPR等複審程序原則上應於程序正式開啟後一年內結束，

例外有有正當事由而須超過該法定期間者，首席行政法官得於至多延長六個月之

限制下，展延審理期間。若為合併審理者，其期間之延展須由PTAB合議為之。 

    於一年(或至多一年半)之審理期限內，PTAB會依據當事人提出之各種事證

資料，對標的申請專利範圍進行專利有效性之判斷49，得出心證後作出「最終書

面決定」(final written decision)。是「最終書面決定」會記載所有被挑戰申請專

利範圍之可專利性(patentability)，及其於美國專利法第316(d)條規範下新增之申

請專利範圍(new claim added)。 

    不過IPR程序亦可能因複審程序申請人50與專利權人達成共識而結束。此時

IPR程序將不會對該複審程序申請人發生美國專利法第325條(e)所規定之「禁反

                                                      
48

 Matthew A. Smith,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Inter Partes Review Statute, Foley & Lardner LLP, at 

19, available at 

http://static1.1.sqspcdn.com/static/f/343607/15081772/1321034614063/Critical_Analysis_of_Inter_Par

tes_Review.pdf?token=VTUrxZVG2inNFfTUhVmz70IHuKA%3D (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49

 標的申請專利範圍是否不具可專利性係由複審程序申請人負最終舉證責任，即複審程序申請
人須提出滿足優勢證據原則(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之證據資料，始得成功挑戰已獲核准之
專利權；35 U.S.C.§316(e)。 
50

 35 U.S.C. §317(a)，多方複審程序可由任何複審程序申請人終止(with respect to any petitioner)。
由此可見，多方複審程序不但得有數位程序申請，亦可能少數申請人片面要求終止程序之情形。
然而，這類案件中，可能須要全部複審程序申請人同意方得終止該多方複審程序，以避免「囚犯
困境(Prisoner's dilemma)」兩難; Supra note48, 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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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效力51。 

第四項 涵蓋商業方法專利過渡複審程序(CBM) 

涵蓋商業方法專利過渡複審程序(Transitional Program for Covered Business 

Method Patent Review, 以下簡稱 CBM)自 2012 年 9 月 16 日生效，係專為商業方

法專利有效性爭議設計之程序，任何於 2012 年 9 月 16 日之前、當日、之後有效

之商業方法專利皆為該程序之處理對象52。此處所稱之商業方法專利係指「以方

法或對應之裝置進行數據、資料之處理，或其他用於金融商品或服務之操作、管

理、經營之運算為專利申請範圍者」，不過此此處之商業方法專利並不包含「科

技發明」(technological invention)
53。是涵蓋商業方法專利過渡複審程序雖為過渡

性程序，其性質上仍屬核准後復審程序之一種，之所以對商業方法專利特別設定

過渡性程序，原因在於其專利適格性問題因認定上較有爭議，往往較容易引起紛

爭，故於前述幾項核准後復審程序外，另外增設此過渡性程序，希冀於過渡期間

內為商業方法專利提供特殊救濟管道。 

故CBM原則上均與前述美國專利法第 32章「核准後複審程序」(PGR)相同，

其判斷標準與 PGR 適用者幾無二致，以下則就商業方法專利複審之特殊規定進

行說明。

 涵蓋商業方法專利過渡複審程序(CBM)之提起 第一款

按 AIA Section 18(a)(1)(B)規定，涵蓋商業方法專利過渡複審程序原則上與

PGR 適用之程序與判斷標準相同，惟提出資格上有不同要求。是 CBM 程序申請

人(petitioner)、實質利益關係人(person’s real party-in-interest)或有利害關係之第三

人(privy)，僅得於被專利權人控告(been sued)侵害或被判侵害(charged with 

infringement)系爭商業方法專利之情形下，始得請求就係爭商業方法專利進行

51
35 U.S.C. §327. 

52
Supra note 28, at 48765, D. Institution of Review, (c) Covered Business Method Patent Review. 

53
科技發明(technological invention)定義於 AIA Section 18(d)(1)。 

available at http://www.uspto.gov/aia_implementation/bills-112hr1249enr.pdf (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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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M 複審程序，爭執其專利有效性54。CBM 程序申請人得以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專利適格標的、第 102 條新穎性、第 103 條非顯而易見性，以及第 112 條關於

專利撰寫規定等專利無效事由為主張基礎，提出相關證據、主張該商業方法專利

中一項或數項申請專利範圍存有專利無效情形，應予撤銷。 

申請開啟 CBM 複審程序時，申請人(petitioner)須證明其具備提出申請之適

格(standing)。故 CBM 申請人應敘明標的專利屬商業方法專利，以及其如何符合

37 CFR§42.302 所要求：「被控告侵害係爭商業方法專利、其本身及實質利益關

係人或利害關係第三人均無受禁反言限制之情形55」等條件，方得有效建立其申

請適格性。一旦程序申請人形式上(facially)欠缺提起適格，即構成 PTAB 駁回

CBM 複審申請而無須作成機關最終書面決定之依據(merits of the decision)。 

    除申請適格上有特殊規定外，CBM 提起之時點不若 PGR 嚴格。是 37 CFR 

§42.302下適格之程序申請人，於任何時候皆得提出開啟CBM 複審程序之請求。

且若欲更正印刷錯誤，其得以提出申請之方式為之，該項申請獲得允許後亦不會

對 CBM 程序之申請日造成影響。 

請求開啟 CBM 複審程序之事由上，程序申請人得主張美國專利法第 102 條

新穎性及第 103 非顯而易見性56，提出專利或已出版文獻為證據，主張係爭商業

方法專利欠缺可專利性。申請人亦得主張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專利適格問題與第

112 條專利申請撰寫規則爭議等，但第 112 條爭執不包含最佳實施例爭議。是其

                                                      
54

 Supra note 6. 
55 37 CFR §42.302(b). 原文規定為: 

§ 42.302 Who may petition for a covered business method patent review. 

(a) A petitioner may not file with the Office a petition to institute a covered business method patent 

review of the patent unless the petitioner, the petitioner's real party-in-interest, or a privy of the 

petitioner has been sued for infringement of the patent or has been charged with infringement under 

that patent. Charged with infringement means a real and substantial controversy regarding infringement 

of a covered business method patent exists such that the petitioner would have standing to bring a 

declaratory judgment action in Federal court. 

(b) A petitioner may not file a petition to institute a covered business method patent review of the 

patent where the petitioner, the petitioner's real party-in-interest, or a privy of the petitioner is estopped 

from challenging the claims on the grounds identified in the petition. 
56 原文為 A petitioner in a transitional proceeding who challenges the validity of 1 or more claims in a 

covered business method patent on a ground raised under section 102 or 103 of title 35, United States 

Code, as in effect on the day 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set forth in section 3(n)(1), may support such 

ground only on the basis of--(i) prior art that is described by section 102(a) of such title of such title (as 

in effect on the day before such effective date); or (ii) prior art that--(I) discloses the invention more 

than 1 year before the date of the application for pat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I) would be 

described by section 102(a) of such title (as in effect on the day 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set forth in 

section 3(n)(1)) if the disclosure had been made by another before the invention thereof by the 

applicant for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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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申請文件中明確敘明各被挑戰之申請專利範圍、專利有效性欠缺之具體理由、

其申請專利範圍應如何解釋與其解釋下如何不具可專利性等，程序申請人並應檢

附所引述之證據部分與並為證據編號。此要求旨在促進認定法律上與事實上爭議

之認定，使初步判斷(prima facie)資料充足並使專利權人對其專利所受爭執事由

有基本認識。 

 

 涵蓋商業方法專利過渡複審程序(CBM)之展開與運作 第二款

 

CBM 程序之開啟與運作與 PGR 程序相同，並且 CBM 複審程序中，專利權

人同樣有修正其商業方法專利之機會。與前述 IPR、PGR 程序相同，專利權人得

消除(resolve)文義不明確(ambiguities)或過於寬泛(overbreadth)之部分，使其申請

專利範圍更加明確且更具防禦力(defensible)。 

CBM 程序進行中，專利權人與 PTAB 商談後，得提出第一次「修正」專利

之申請。此外，若具正當理由或申請人與專利權人欲和解而合併請求修正係爭商

業方法專利時，專利權人亦得再次提出額外專利修正申請。而申請專利範圍與修

正內容之解釋，PTAB 同樣適用「最廣合理解釋」原則，故此過渡程序中，商業

方法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皆以專利申請書內容範圍內，採最廣合理解釋結果，與

IPR 程序、PGR 程序並無不同。 

 

 涵蓋商業方法專利過渡複審程序(CBM)之審理期限 第三款

 

依美國發明法案，商業方法專利複審程序原則上亦須於程序開啟後一年內結

束，例外有正當理由時 PTAB 得裁定延展六個月。此外，委員會得於複述程序合

併時調整一年之審理期限。最後，商業方法專利複審程序之過渡性質 

規定於 AIA Section 18(a)(3)(A)之規定「於施行細則生效起八年期限內有效」，故

CBM 程序及其相關行政規則僅於 2020 年 9 月 15 日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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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2016 修正部分 AIA 行政規則 

AIA 複審程序施行逾三年後，USPTO 為使多方複審程序(IPR)、核准後複審

程序(PGR)與涵蓋商業方法專利過度複審程序(CBM)之運行更符合程序簡化、有

效審理且降低費用之宗旨，於進行多場聽證會與廣納相關程序使用人之建議後，

於 2016 年提出部分修正，期能使複審程序更迅速有效地解決專利有效性爭議。

以下將就本次修法為重點說明。 

本次修法最重要者，乃複審申請書、專利權人初步回應與正式回應之篇幅限

制，自原本以頁數計算方式改為字數計算。於多方複審程序(IPR)中，前述項目

之篇幅限制改以 14,000 字以內，取代原本 60 頁之限制；核准後複審(PGR)前述

項目之篇幅限制，改以 18,700 字以內，取代原本 80 頁之限制。至於複審程序申

請人(petitioner)答覆之篇幅限制則以 5,600 字為限，取代原本 25 頁之限制。 

此外，本次修法亦允許專利權人於初步回應中，提交支持其專利有效性主張

之證詞證據。複審程序申請人提出開啟復審程序申請書後，專利權人須於 3 個月

內提交專利權人初步回應（preliminary response），修法後允許專利權人於前述回

應中，提交支持其有效主張之證詞證據（testimonial evidence，例如專家證詞或

聲明等），以改善 PTAB 決定是否開啟複審之階段中（pre-institution stage），專利

權人因受限不得提出新證據而有不公平現象之問題57。不過 USPTO 亦說明，若

專利權人提出之新證詞證據將對事實問題產生實質爭議（genuine issue of material 

fact）者，就是否開啟複審程序之考量上，PTAB 將傾向同意複審程序之開啟，

使複審程序申請人有機會於對該證人進行交互詰問、挑戰該證據資料之可採性。 

另外，本次修法亦要求複審程序中書狀文件之提出需合於聯邦民事訴訟規則

第 11 條之規定。其修法目的在於確認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11 條規定亦適用於複

審程序，避免濫用複審程序之行為。故複審程序雙方當事人及其律師若違反聯邦

民事訴訟規則第 11 條 a 款及 b 款之要求58，例如為不實陳述或未盡當事人查證責

任等，PTAB 有權予以制裁。並且 PTAB 對將於複審程序期間失效之專利，其申

請專利範圍之解釋方法自「最廣合理解釋原則」改為聯邦地方法院之 Phillip 解

                                                      
57 朱子亮，USPTO 專利複審新規則 2016 年 5 月 2 日上路，科技產業資訊室(2016.4.14)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2329 (最後瀏覽日 2016 年 6 月 23 日) 
58 Director's Forum: A Blog from USPTO's Leadership ,PTAB Issues Final Rules for Improved 

Proceedings(Thursday Mar 31,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uspto.gov/blog/director/entry/ptab_issues_final_rules_for (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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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標準，且專利權人不得聲請就此類型之專利進行修正。修法後，複審程序雙方

當事人皆得於初期階段向 PTAB 申請，針對將於複審申請日起 18 個月內失效之

專利其申請專利範圍採「菲利普解釋標準」59。  

                                                      
59 菲利普標準應該適用於已被推定具備專利有效性之申請專利範圍上，表示該申請專利範圍本

身不能被解讀成存在有不明確性，因如此解釋將使該申請專利範圍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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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AIA 複審程序中，各程序處理之標的有所不同，相互搭配下為各種專利有效

性爭議提供不同之處理管道。其中 PGR 程序僅適用於 2013 年 3 月 16 日後核准

之專利，並應於該專利核准後或再核准(reissue)後九個月內，向 PTAB 提出開啟

「PGR 複審程序」之請求，PGR 中程序申請人(petitioner)得主張之專利無效事由

較多元，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第 102 條、第 103 條及第 112 條皆得主張。IPR

程序則須於標的專利核准九個月後始得提起，請求進行 IPR 複審程序之事由則以

欠缺美國專利法第 102 條新穎性，或不符第 103 非顯而易見性要求為限。由於

PGR 程序開啟為至少一項申請專利範圍有專利無效之「相當可能」(more likely 

than not)，其開啟門檻較 IPR 程序之「合理可能」(Reasonable likelihood)為高，

故 PGR 中複審程序申請人得主張之專利無效事由較為多元，IPR 複審程序主張

之專利無效事由則較受限。至於 CBM 程序則係專為商業方法專利有效性爭議設

計之程序，任何於 2012 年 9 月 16 日之前、當日、之後有效之商業方法專利皆為

CBM 處理之對象。CBM 程序中，與 PGR 程序相同，複審程序申請人得以美國

專利法第 101 條專利適格標的、第 102 條新穎性或第 103 條非顯而易見性，以及

第112條專利撰寫規定等專利無效事由主張標的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應予撤銷。

茲將 AIA 三項主要複審程序之重點比較以表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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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PGR、CBM、IPR 程序重點比較 

 PGR CBM IPR 

複審程序申請人 專利權人以外之

任何人均得提起， 

並應揭露實質利

益關係人 

被控侵害係爭商

業方法專利，且其

本身及其實質利

益關係人，或利害

關係第三人均未

受禁反言限制者 

專利權人以外之

任何人均得提起， 

並應揭露實質利

益關係人 

適用專利 專利有效申請日

於 2013 年 3 月 16

日以後之專利 

商業方法專利 任何有效專利 

複審程序提起時

點 

標的專利核准或

後再核准後 

9 個月內提起 

合於 37 CFR 

§42.302 適格性要

求之人，任何時候

皆得提起 

PGR 程序期限

後，或專利涉有訴

訟，須於專利侵權

訴訟訴狀送達後 1

年內提起 

得用以主張專利

無效事由之法條

基礎 

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第 102 條、第

103 條、第 112 條 

美國專利法第 102

條、第 103 條 

程序開啟與否之

門檻 

至少一項申請專利範圍有專利無效之

「相當可能」(more likely than not)，門

檻較高。  

至少一項申請專

利範圍存有專利

無效之「合理可

能」(Reasonable 

likelihood)，門檻

較低。 

舉證責任 優勢證據 

審理期間 PTAB 為開啟複審程序決定後 12 個月內作出最終書面決

定，必要時得延長 6 個月。 

(本研究自行整理) 

 

此外，前面亦提到不論 IPR、PGR 或 CBM 程序中，皆有「證據發現程序」

之適用，規定於 37 CFR 中。例如當事人有為「最初揭露」之義務，並且有「例

行證據發現」(Routine Discovery)與「額外證據發現」(Additional Discovery)等。

而 AIA 複審程序中許多證據發現方法之概念源自美國民事訴訟法之證據發現程

序，經 USPTO 復依其審理需要及 AIA 復審程序設計宗旨調整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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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章節將先概述美國民事訴訟法中證據發現方法之基本概念，並說明專利

訴訟證據發現程序之特殊規定，最後回歸 PTAB 複審程序中，其如何對證據發現

程序進行限縮，成為「有限證據發現程序」，並對 AIA 複審程序之「強制最初

揭露」(Mandatory Initial Disclosure)與「例行證據發現」(Routine Discovery)為更

詳細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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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專利訴訟之證據發現程序 

為紓解聯邦法院專利訴訟案件過量，專利訴訟進入審理等待期間漫長，當事

人無法及時獲得專利爭議解決等問題，美國發明法案(AIA)中提出核准後複審程

序(PGR)、多方複審程序(IPR)、涵蓋商業方法專利過度複審程序(CBM)等，兼具

司法與行政性質之專利有效性審理程序。由於複審程序含有訴訟性質，兩造當事

人程序申請人(petitioner)與專利權人(patent owner)需於專利行政法官(patent judge)

組成之合議庭前呈現專利有效性爭議之攻擊與防禦，故 USPTO 於複審程序設計

上參考了美國民事訴訟制度，其中亦包含美國訴訟制度特有之「證據發現程序」

(Discovery)。惟美國民事訴訟之「證據發現程序」非我國企業所熟悉，故本章希

望先就「證據發現程序」中基本證據發現方法之概念、美國專利訴訟中證據發現

程序使用上之特殊情形進行介紹，接著觀察美國發明法案(AIA)下，「強制最初揭

露」(Mandatory disclosure)與「例行證據發現程序」(Routine discovery)之相關規

定，及其如何調整與限縮，進而形成適用於 AIA 複審程序之「有限證據發現程

序」(limited discovery)。 

其中美國尚有州法與聯邦法之分，本章關於美國民事訴訟程序之概念說明係

以美國「聯邦民事訴訟程序規則」(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FRCP)之規定

為主。 

 

第一節美國民事訴訟法「證據發現程序」概念說明 

美國聯邦民事訴訟採當事人對立主義(Adversary system)，當事人負有蒐集證

據、向法官呈現案件法律與事實樣態之責任，而法官主在主持訴訟程序之進行，

確認或駁回當事人之主張。其訴訟之進行主要以一問一答方式為之，由雙方當事

人或其律師提出事證支持其主張，並按民事證據法則，於訴訟中隨時對對造行為

提出異議(objection)，再由法官裁定成立或駁回，讓案件之事實與法律爭論逐漸

於訴訟過程中愈辯愈明60。 

故美國民事訴訟程序重在兩造當事人盡力提出證據資料，互為攻擊防禦說服

法院接受其主張，這也讓案件事證資料之蒐集成為訴訟成敗之重要關鍵。因此美

                                                      
60 楊崇森，美國民事訴訟制度之特色與對我國之啟示，軍法專刊，第 56 卷第 5 期，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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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事訴訟設有審前證據發現程序(pretrial discovery)，讓當事人於案件正式進入

審理前可知悉雙方已掌握之證據資料，此亦有助於當事人評估接下來之法律行動，

例如原告可解此評估其主張得成功主張之可能性61、發覺得提出之其他主張、或

追加其他涉案之當事人為被告等，此外當事人亦得藉已呈現之證據資料，商討進

行和解之可能。 

第一項 證據發現程序功能與限制 

 證據發現之功能 第一款

 

證據發現程序乃訴訟當事人蒐集或發現事實之程序，其核心功能在於協助訴

訟準備與答辯資訊蒐集，幫助其釐清真正爭執事項，聚焦於該些爭點相關之事證

資料蒐集，並且達到保全證據之作用。透過廣泛調查，當事人得找出可能證人，

詢問案件相關資訊並邀該證人協助作證。 

有時因案件需要，當事人須邀請專家證人作成專家證言。同時，當事人之律

師會對對造進行審前證據發現，例如取得潛在證人或甚至對造之證言，調查對造

當事人持有之相關文件、資料等。而證據發現程序亦設有多元之採證方法，透過

多管道之交互運用，發現真正具有價值之證據，此外對於難以舉證而無法成功提

起訴訟者，亦可藉由證據發現程序取得必要證據，使訴訟順利展開。證據發現程

序亦可防止審判期日時對造當事人提出突襲式證據，以免掌握優勢證據之一方以

訴訟技巧干擾法官審判時之理性判斷62，並避免突襲式證據造成對造不及回應而

影響法官對事實真偽之認定。 

 

 證據發現之範圍與 2015 修法限制  第二款

 

過去美國聯邦民事訴訟程序法下，得進行證據發現之範圍相當廣泛，只要證

據法上認可、具「關聯性」(relevancy)之證據，原則上皆得為證據發現請求揭露

之對象，即當事人得請求對任何與其主張或抗辯相關之事項(any matter relevant to 

                                                      
61

 楊佩文，美國聯邦民事訴訟程序法有關證據開示程序之研究-以電子化儲存資訊為中心，國立

交通大學，98 年 12 月，頁 8。 
62

 同前註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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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party’s claim or defense)為證據發現，無需請求法院同意即可為之63。然而因

得進行證據發現之對象範圍過廣，實務界與學界多認為係造成美國民事訴訟證據

發現程序費用過於高昂且冗長費時之主要原因，故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生效之美

國聯邦民事訴訟法修法案，調整了 Rule 26(b)(1)證據發現範圍之定義，將原本「不

以具證據能力為限，只要合理可認為有助於取得具證據能力證據者皆得進行證據

發現」(relevant information need not be admissible . . . if the discovery appears 

reasonably calculated to lead to the discovery of admissible evidence)之寬泛範圍，修

正為「除受法院裁定得不揭露者外，當事人得進行證據發現之範圍除不揭露特權

事項外，與本案當事人主張或抗辯相關，且與本件訴訟比例相當之資料請求進行

證據發現」，並應以該爭點之重要性(importance of the issues at stake in the action)、

本案爭議程度(the amount in controversy)、當事人對該相關資訊之接近程度(the 

parties’ relative access to relevant information)、當事人所握資源(the parties’ 

resources)、該證據發現對爭議解決之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the discovery in 

resolving the issues)以及該證據發現造成之花費與負擔是否超過取得資訊帶來之

益處(whether the burden or expense of the proposed discovery outweighs its likely 

benefit)等，若經過前述之篩選而通過者，即使不具證據能力者，仍得進行證據

發現(Information within this scope of discovery need not be admissible in evidence to 

be discoverable)，透過對證據發現之範圍有所限制，以杜證據發現範圍過於寬泛

而遭濫用之問題64。 

 

第二項 最初揭露 

依美國聯邦民事訴訟程序法 Fed.R.Civ.P 26(a)(1)(D)，訴訟原則上應自參與訴

訟或收受送達後 30 日內，進行最初揭露(Initial Disclosure)，規定當事人應直接提

供某些資訊與對造。是 Fed.R.Civ.P 26(a)(1)(A)(i)、(ii)中規定最初揭露之對象為：

除 Fed.R.Civ.P 26(a)(1)(B)或其他規定，或經法院裁定者外，當事人不須待對造提

                                                      
63

 Fed.R.Civ.P 26P.26(b)(1). 
64 Randy Wu, Summary of December 2015 Amendments to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 

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 LLP., December 7,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orrick.com/Events-and-Publications/Pages/Summary-of-December-2015-Amendments-to-

the-Federal-Rules-of-Civil-Procedure.aspx (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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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證據發現請求，即應向對方當事人揭露: 

1. 為最初揭露之當事人得用以支持其主張或作為抗辯之事證資訊，其可能

握有相關事證者之姓名、已知悉之地址以及電話號碼，並與標的資訊一同提出，

但事證資訊目的若僅為專利彈劾(Impeachment)之用，則例外不屬最初揭露之範圍

65 。 

2. 依其類型與地點而異，於最初揭露之當事人持有、監督、管理實物情形

下，其得用以支持訴訟主張或作為抗辯之文件、電子儲存資訊、之「複本」(copy)

或「文字敘述」(description)一份。但請求目的若僅為專利彈劾(Impeachment)則

例外不屬最初揭露之範圍66
 。 

透過「最初揭露」，雙方當事人對於訴訟之基本認知將立於較公平之競爭平

台，接著雙方當事人並得合議提出「共同證據發現計畫」(joint discovery plan)，

供兩造與法院進行最初審前會議(Initial Pretrial Conference)之用67。

第三項 美國民事訴訟證據發現方法之介紹 

美國聯邦民事訴訟程序之證據發現方法有下述幾種主要類型，以下分別說明之： 

 「口頭或書面宣誓證言」 第一款

所謂口頭或書面宣誓證言(deposition upon oral examination or written 

question)
68係指法院不介入之情形下，當事人(或其律師)令他方或第三人宣誓後加

以訊問，並逐句記錄其證詞之證據發現方法69，屬言詞或書面取證方式之一種。 

關於口頭或書面宣誓證言之取得上，因證據發現有促進當事人案件準備及證

據保全之兩大功能，當事人或律師得於審前，以口頭訊問對造當事人或證人。此

外，因美國民事訴訟採集中審理主義，於正式審判期日前法官皆不介入，故審前

65
Fed.R.Civ.P 26(a)(1)(A)(i). 

66
Fed.R.Civ.P 26(a)(1)(A)(ii). 

67 馮浩庭，美國專利訴訟程序之研究-現況、困境與美國國會之修法回應，智慧財產權月刊 110

期，2008.2，頁 78。 
68

Fed.R.Civ.P.27-32. 
69 同前註 61，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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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口頭或書面宣誓證言取證時，法官並不會參與70，而是雙方當事人、律師、

證人以及法院速記員等，此與我國民事訴訟準備程序法官一併參與之制度有所不

同。 

由於此種取證方法係向證人詢問問題，請其回答，故欲取證之當事人及其律

師得以書面載明訊問(或取證)時間、地點(通常於律師事務所內進行)，請求對造

與證人出席。取證當日，欲進行證據發現之一方律師會對證人提問，對造律師亦

得為交互詰問，所有取證之問答內容將會由法院速記員紀錄，最後將內容輸出為

書面後由證人簽名71。由於取證過程中，欲取得證言資訊之律師多會尖銳發問，

不斷探掘或要求證人詳盡說明，故取證時間往往相當漫長，耗時三、四小時亦不

少見，如此之下製作出來之「證詞筆錄」(deposition transcript)可能多達數百頁。

不過現在證據發現程序亦允許以錄影或其他方式為之。並且考可能因案件較為複

雜，證言取證需多次為之，導致耗費數日甚至數周之久72。 

 

 發出「書面詢問單」 第二款

 

「書面詢問單」(interrogatory)
73係透過書面詳列問題，請求他方當事人回答

之證據發現方法，與我國民事訴訟中書狀先行程序之性質並不相同。是兩造當事

人以「書面」方式提問，而對造答覆前須先「宣誓」，經與律師諮詢後再以「書

面」方式回應，為美國民事訴訟制度特色之一。 

欲採此種證據發現方法之當事人，得先將書面詢問單送達予對造當事人，惟

此種證據發現方法與前述書面證言差異在於，書面詢問單僅得對當事人為之，不

得向當事人以外之證人提出。對造當事人收受書面詢問單後，除非提出異議，否

則應於宣誓後對各項問題以書面逐一詳盡答覆，不過回應之當事人得與其律師諮

詢後再為答覆，原則上答覆應於 30 日內為之74。若欲對書面詢問單提出異議，

亦應敘明異議理由以代答覆。 

書面詢問單主要功能在於了解對方當事人所持有證據之情形，因方法較簡單，

花費較低，故經常於訴訟中使用。惟因對造在答覆前已與其律師討論，其回覆內

                                                      
70

 同前註 60，頁 15。 
71

 同前註 60，頁 15。 
72

 同前註 60，頁 15。 
73

 Fed.R.Civ.P.33. 
74

 Fed.R.Civ.P 33(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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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較證言(deposition)不易取得有用資訊。值得注意者，進行書面詢問當事人時，

律師需注意提問之相關性與問題數量，為避免當事人濫用此制度，故意以大量繁

複書面問題迫使對方和解，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Rule 33(a)(1)規定以 25

個問題為限。 

 

 請求對造提出文件、電子化儲存資訊或物品 第三款

 

文件、電子化儲存資訊及物品之提出 (production of documents,ESI and things)

係指由欲進行證據發現之一方，描述欲請對造提出之文件、電子儲存資訊或物品

種類，請求對造提供75。惟其請求標的描述上，應以合理方法使其請求標的或資

料種類更為具體，並且應說明合理期間內，以何種方式於何處，就被提出之標的

所為之檢驗與相關作為，於合理情形下，得請求對造以特定格式之電子儲存形式

提出。 

此類請求對造提出文件、電子化儲存資訊、物品此種證據發現方法，於文件

提出請求上，當事人與其律師對於請求標的之描述相當重要，過於限縮則容易曝

露其訴訟策略，過於寬泛則容易被對造「異議」(objection)，而無法及時取得所

需資訊。 

    其中「電子化儲存資訊」(Electronically Stored Information, ESI)之提出與

E-discovery 更是今日許多訴訟中不可或缺之一環。因現今幾乎所有資訊、通訊內

容、企業資料皆有賴電子儲存媒介進行交換與儲存，而數位資訊與傳統文件性質

差異，如其龐大之資料儲存量、資訊還原性、資訊之複製性質皆使「電子儲存資

訊」證據發現有更細部規範之需要。如美國聯邦民事訴訟程序(FRCP)第 16 條對

於「當事人於審前會議合意何種「電子儲存資訊」屬該訴訟得為證據發現對象」

設有規定，而 Fed.R.Civ.P 26(b)(2)(B)並針對「電子儲存資訊」資訊量龐大之性質

做出特別規定，降低提出方之負擔，使其不須對因費用與負擔過苛而無法合理取

得(not reasonably accessible because of undue burden or cost.)之提出請求做出回應，

若於案件情形需要而須提出時，設有設計「費用移轉」(cost-shifting)機制，消除

對負資訊提供義務之一方所造成之過度負擔；Fed.R.Civ.P 則規定「以數位形式製

作或記載之商業紀錄(Business records)」得為證據發現之對象等皆屬之。 

                                                      
75

 Fed.R.Civ. P. 34(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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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檢驗對造提出之文件、物品 第四款

 

當事人得就對造提出或持有之文件、電子儲存資訊、物品進行檢查

(inspection)，並得對相關文件或物品加以拍照、影印，輔助當事人之訴訟準備。 

 

 聯邦民事訴訟程序規則下之其他證據發現方法 第五款

 

    除前述類型外，尚有「請求自認」(request for admission)，即當事人一方透

過書面，向對造提出本案訴訟相關之部分事實或陳述內容，請求對造加以承認之

證據發現方法，或「對特定之人進行身心狀況檢查」(physical and mental inspection)，

當當事人於訴訟中對特定人之生理狀態有所爭執時，得於符合正當理由(good 

cause)之情形下，向法院請求裁定對該人士為身心狀況之檢查。而美國民事訴訟

中，以口頭或書面宣誓證言、文件、電子化儲存資訊及物證之提出等證據發現方

法最為常見。 

第四項 美國證據發現之不揭露特權事項 

由於美國證據發現下，當事人得請求揭露之事證資料相當多元，為維持當事

人與其律師商研訴訟準備之秘密性，以及當事人不自證己罪等基本原則之保障，

美國聯邦民事訴訟法設有「不揭露特權事項」(privilege)，保護特殊關係下提供

之資訊之秘密性，而不得為證據發現揭露之對象76。 

例如「律師工作成果特權」(work-product privilege)，包含律師或當事人物訴

訟準備而撰寫之備忘錄、筆記、律師為訴訟所需而製作之資料(例如案件事實與

法律分析、與證人之對談紀錄等)，因此類資訊攸關訴訟策略，故屬證據發現範

圍之例外限制。而「律師與當事人間之不揭露特權」(attorney-client privilege)則

係保持律師與當事人訴訟準備與案情商量之秘密性，保障當事人與律師之完全溝

通，此類資訊亦屬不得進行證據發現之例外情形。此外「不自證己罪」(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亦屬之，若當事人提出說明或予以回應，恐致己身受刑

事訴追時，該類資訊當事人得拒絕回答，亦為證據發現範圍之例外限制。  

                                                      
76 Fed.R.Civ.P. 26(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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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專利訴訟證據發現程序之特殊規定 

因美國法中專利法係屬聯邦法，規定於美國法典第 35 篇(Title 35 of United 

States Code)，是專利案件僅聯邦法院有管轄權77。而專利侵權行為因無刑事責任，

故美國專利訴訟中不論專利侵權判斷或專利有效性爭議均適用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所制定之「聯邦民事訴訟程序規則」(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FRCP)
78。

惟「聯邦民事訴訟程序規則」係規範較基礎之訴訟程序規定，若係更詳細之程序

細節性事項，例如原告傳票之格式、訴狀及傳票送達被告知方式等，則係由各聯

邦地方法院，於美國法典第 28 篇第 2071 條法律授權範圍下79，在不牴觸聯邦程

序規則之情形下，自行規定該院之訴訟程序規定(Local Rules)以彌聯邦程序規則

之不足80。 

舉例而言，美國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係第一個制定「當地專利訴訟程序規

則」（Local patent Rules）之法院。其專利程序規定中，要求專利權人須於訴訟前

階段即揭露其主張受侵害之申請專利範圍與侵害內容之描述（Disclosure of 

Asserted Claims and Preliminary Infringement Contentions），並強制當事人參與案

件審前、與申請專利範圍解釋（claim construction）議題相關之討論81。其他聯邦

地方法院亦各有其「當地專利訴訟程序規則」（Local Patent Rules），故美國專利

訴訟程序係由「聯邦民事訴訟程序規則」(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FRCP)

與訴訟繫屬之聯邦地方法院「當地專利訴訟程序規則」共同建構而成的。以下將

更進一步介紹「當地專利訴訟程序規則」如何與「聯邦民事訴訟程序規則」搭配，

以及為專利訴訟所設計之特別規定。由於美國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係最早制定

相關規則之法院，故以下將以「美國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當地專利訴訟程序

                                                      
77

 同前註 67，頁 76。 
78

 同前註 67，頁 77。 
79

 28 U.S.C. § 1295.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a)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shall hav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1) of an 

appeal from a final decision of a district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the Canal Zone, the District Court of Guam, the District Court of the Virgin Islands, or 

the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if the jurisdiction of that court was based, in whole 

or in part, on section 1338 of this title, except that a case involving a claim arising under any Act of 

Congress relating to copyrights, exclusive rights in mask works, or trademarks and no other claims 

under section 1338 (a) shall be governed by sections 1291, 1292, and 1294 of this title;…」. 
80

 同前註 67；王承守、鄧穎懋，「美國專利訴訟攻防策略運用」，元照出版，2004 年 11 月，第 

87、88、115 頁。 
81

 同前註 67；Edward Brunet, Markman Hearings, Summary Judgment, and Judicial Discretion, 9 

Lewis & Clark L. Rev. 93, Spring 2005, at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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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為例，作為一窺專利訴訟證據發現特殊規定之參考。 

 

第一項「當地專利訴訟程序規則」之法律地位與適用 

 「當地專利訴訟程序規則」(Local Patent Rules)適用範圍 第一款

 

美國法院一般均訂定 Local Patent Rules，其內容大同小異，本文以下特別以

美國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為例，探討 Local Patent Rule 在專利訴訟之法律地位

與適用情形。依美國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所制定之「當地專利訴訟程序規則」

(Local Rules of Practice for Patent Case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以下該專利程序規則簡稱 Patent L.R.)。按 Patent 

L.R.1-2 之規定，美國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制定之「當地專利訴訟程序規則」

對於所有以民事起訴或程序轉換為民事程序之發明專利侵權案件、不論係起訴、

反訴、交叉訴訟(cross claim)、或請求作成無侵害發明專利、發明專利無效、或

不具可實施性(unenforceable)確認判決(seek for declaratory judgement)而繫屬於該

法院之案件，除當事人聲請事項顯與該專利程序規則明顯相悖者外，一律適用

82。 

另外，Patent L.R.1-3 中規定，法院得於適當情形下(如標的申請專利範圍、

被控侵權產品或當事人多寡等，考量案件複雜度之高低)，調整當事人於該「專

利訴訟程序規則」下之義務內容或期限。而法院此些調整原則上應於「最初訴訟

安排會議」(initial 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中完成，若個案情形具正當理由

(good cause)時則得於其他時間點作成。另當事人欲請求調整其義務內容或期限

時，原則上雙方當事人應會面並商討各調整項目之目的，盡可能就其內容達成合

意83。 

 

 

 

                                                      
82

 Patent L.R.1-2. 
83

 Patent L.R.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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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訴訟程序規則-通則 第二款

 

Patent L.R.2-1 為專利訴訟程序規則之通則，當中規範了「涉訟專利其他訴

訟或行政程序之通知義務」(Notice of Pendency of Other Action Involving Same 

Patent)(Patent L.R.2-1(a))、「最初訴訟安排會議」(Initial 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 Patent L.R.2-1(b))，Patent L.R.2-2 規範了專利訴訟程序中之保密義務

(confidentiality)，Patent L.R.2-3 則規範「揭露資訊之查證證明」(Certification of 

Disclosures)。Patent L.R.2-4 為「揭露資訊之證據可採性」(Admissibility of 

Disclosures)之規定，Patent L.R.2-5 為該專利訴訟程序規則與聯邦民事訴訟程序

法之關係。 

首先，Patent L.R.2-1(a)「涉訟專利其他訴訟或行政程序之通知義務」要求當

本件爭議專利，2 年內有同一原告提起之其他訴訟行為(actions)或其他涉及該專

利之程序時，即屬關係案件而應依 Patent L.R.2-1(a)予以揭露，並作成「涉訟專

利其他訴訟或行政程序之通知」(Notice of Pendency of Other Action Involving 

Same Patent)。並且，當任一方當事人知悉或得知其訴訟之標的專利有其他訴訟

行為或行政程序於其案件前後 2 年內發生者，知悉之當事人即應於各專利案件中

發出「涉訟專利其他訴訟或行政程序之通知」84。而 Patent L.R.2-1(b)規定之「最

初訴訟安排會議」(Initial 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則為雙方當事人於符合 Fed. 

R. Civ. P.26(f)訴訟審前會議相關規定下，當事人就 Fed. R. Civ. P.26 所規範事項以

及本條項目進行商討，並於「案件安排陳述書」(Case Management Statement)中

敘明討論結果85。是 Patent L.R.2-1(b)所列商討項目包含「當事人對本規則所定義

務與期限，於本案有適當情形下所為之調整」、「申請專利範圍(claim)之證據發現

範圍、時間，包含對法院核可專家證人之揭露與證據發現方法」、「申請專利範圍

解析聽證(Claim Construction Hearing)之形式，包含法院是否要求現場聽證，裁定

呈現案件說明素材(order of presentation)，以及預估聽證之時間長短」與「雙方當

事人將如何向法院說明涉訟技術之相關知識」。 

Patent L.R.2-2 專利訴訟程序「保密義務」(confidentiality)，規定當事人除取

得法院裁定應予保密者外，不得主張證據發現對象屬保密義務範圍而拒絕提出。

                                                      
84

 Patent L.R.2-1(a). 
85

 Patent L.R.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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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院作成之秘密保持令(Protective Order)，除法院尚有作成其他秘密保持裁定

外，對該訴訟之證據發現程序皆有拘束力86。 

Patent L.R.2-3 則規範「揭露資訊之查證證明」(Certification of Disclosures)，

即所有依該規定於專利訴訟中提出或作成之聲明(statement)、揭露事項

(disclosures)或表格(charts)，皆應附上日期並由該訴訟登記律師簽名。是律師簽

名係證明於其所知悉且經調查下，該聲明、揭露事項或表格於簽名當下，可合理

認為其內容為真87。 

    Patent L.R.2-4 為「揭露資訊之證據可採性」(Admissibility of Disclosures)之

規定，原則上所有依該規定於專利訴訟中提出或作成之聲明(statement)、揭露事

項(disclosures)或表格(charts)，於符合聯邦程序規則與證據規則情形下，皆具證

據可採性(admissible)。惟申請專利範圍解讀之文字定義與相關證據交換之資訊則

須按其所依申請(motion)內容與相關程序規定異其證據可採性88。 

    Patent L.R.2-5 則說明該專利訴訟程序規則與聯邦民事訴訟程序法之關係，

是原則上依 Fed. R. Civ. P.26(a)(1)應為「最初揭露」之事項，或對造提出之證據

發現要求(如書面詢問單、請求提出文件、請求自認、提出證人問題等)，除該專

利訴訟程序規則特別規定事項或經法院裁定者外，被請求之當事人不得以請求時

點過早(premature)提出異議(objection)，或拒絕提供被請求資訊。 

    該專利程序規則中當事人得據以主張請求時點過早(premature)並提出異議

之類型分別為：「欲誘出當事人申請專利範圍解讀立場之證據發現請求」89、「欲

自專利權人申請專利範圍與被控侵權裝置、產品、方法、行為之比較資料誘出其

他資訊之證據發現請求」90、「欲自被控侵權人之申請專利範圍與先前技術比較

資料中誘出其他資訊之證據發現請求」91以及「欲自被控侵權人與其律師商研案

情資料或相關文件中誘出其他資訊之證據發現請求」92等。 

    故當事人若以前述事由認為證據發現請求時點過早(premature)而主張「異

議」，或拒絕提出 Fed. R. Civ. P.26(a)(1)「最初揭露」資料時，該當事人應於專利

訴訟程序規則或其他法院裁定所定日期，向對造提供該些資訊。 

                                                      
86

 Patent L.R.2-2. 
87

 Patent L.R.2-3. 
88

 Patent L.R.2-4. 
89

 Patent L.R.2-5(a). 
90

 Patent L.R.2-5(b). 
91

 Patent L.R.2-5(c). 
92

 Patent L.R.2-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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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訴訟揭露事項 第三款

Patent L.R.3-1係關於「標的申請專利範圍與侵權主張基礎之揭露」(Disclosure 

of Asserted Claims and Infringement Contentions)之規定；Patent L.R.3-2 則為 Patent 

L.R.3-1 相關主張之「文件提出規定」(Document Production Accompanying

Disclosure)；Patent L.R.3-3 係「標的申請專利範圍無效主張論理基礎之提出」

(Invalidity Contentions)，並於 Patent L.R.3-4 規範 Patent L.R.3-3 相關主張之「文

件提出規定」；Patent L.R.3-5 為「請求專利無效確認判決案件之揭露義務」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in Patent Cases for Declaratory Judgment of Invalidity)。 

Patent L.R.3-1「標的申請專利範圍與侵權主張基礎之揭露」(Disclosure of 

Asserted Claims and Infringement Contentions)規定中，主張專利侵權之當事人最

遲應於「最初訴訟安排會議」後 14 日內，將「標的申請專利範圍與侵權主張基

礎之揭露內容」分別送達各涉訟對造，其中「標的申請專利範圍與侵權主張基礎

之揭露內容」應包含下列項目： 

(a) 指明各涉訟對造當事人所侵害之專利與各項被侵害之申請專利範圍，若有美

國專利法第 271 條直接侵權（direct infringement）與間接侵權（indirect 

infringement），並說明各申請專利範圍係因何種侵權行為態樣導致專利侵

權。

(b) 提出專利侵權主張之當事人應分別為各申請專利範圍之權利主張與各項被控

侵權裝置、產品、方法、程序、行為之說明，並指明為該侵權態樣各被告。

此部分當事人應力求明確，於其所知悉之情形下，將各侵權產品、裝置、方

法應以其名稱與產品編號特定之。

(c) 各被控侵權物如何落入各申請專利範圍之比較表(chart)。

(d) 若係主張間接侵權者，應指明其直接侵權行為，並說明該訴訟中間接侵權人

責任成立之主張基礎。

(e) 說明被控侵權物是否落入均等論之範圍

(f) 若標的專利有主張優先權日，其提出其優先權日期

(g) 主張專利侵權係故意侵權之當事人應提出其主張基礎

Patent L.R.3-2 則就前條 Patent L.R.3-1 相關主張之「文件提出」進行規範，

要求主張專利侵權之當事人應向各涉訟對造提出其主張之相關資料，或讓各涉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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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造有機會檢視與複印其資料。應提出之文件包含「標的專利或專利物相關之契

約、購買單、收據、廣告資料、行銷資訊等，足以證明或討論專利是否曾以其他

形式，於申請日前公開之可能」惟此規定下之揭露資訊不會構成美國專利法第

102 條下之先前技術，亦不屬於當事人之自認93。另外應提出之文件尚有「於專

利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前製成、得做為各申請專利範圍構想、專利實施、設計及發

展證據之文件」、「各涉訟專利之申請歷程相關資料與其複本」94、「所有關於標

的專利專利權人異動之相關資料」95等，而當事人提出前述資料文件時，應就各

文件分別編號，並說明各項文件所屬類別。 

而 Patent L.R.3-3 則係規範「標的申請專利範圍無效事由之提出」(Invalidity 

Contentions)，主張標的專利無效之各當事人，應於收受「申請專利範圍與侵權

主張基礎」文件後 45 日內，向所有原告被告送達其「專利無效主張事由」，當中

應包含其主張專利無效適用之法條、系爭申請專利範圍如何為先前技術所包含，

或為何不符專利法要求之新穎性、非顯而易見性96等要件等。並且當事人應具體

特定各項所依證據，例如所稱先前技術之公開文獻發表日期、作者等97，主張欠

缺新穎性者應提出其公開日期等。故該文件規範中力求當事人揭露詳細資訊與其

適用原因之說明。同樣地，Patent L.R.3-3 相關主張之「文件提出規定」規範於

Patent L.R.3-4 中，當事人應向對方當事人提出文件，或讓其有機會檢視與複印

該些資料。例如相關證據資料之「原始碼」(source code)、先前技術之專利說明

書(specifications)、「圖示」(schematics)、「流程圖」(flow chart)、公式(formulas)

等用以證明其主張之資料98、或主張專利無效之各項資料，並且若資料語言非英

語，當事人應提出英語翻譯版本99。 

Patent L.R.3-5 中則就「請求專利無效確認判決案件之揭露義務」(Disclosure 

Requirements in Patent Cases for Declaratory Judgment of Invalidity)進行規範，其中

規定專利權人提出訴狀(complaint)或其他提出專利無效確認判決請求之案件，需

該案原告已提出專利侵權指控，Patent L.R.3-1 即 Patent L.R.3-2 方有適用。若請

求專利無效確認判決中之被告(通常為專利權人)未於答辯狀中為專利侵權主張，

                                                      
93

 Patent L.R.3-2(a). 
94

 Patent L.R.3-2(c). 
95

 Patent L.R.3-2(d). 
96

 Patent L.R.3-3(b). 
97

 Patent L.R.3-3(a). 
98

 Patent L.R.3-4(a). 
99

 Patent L.R.3-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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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被告提出答辯狀後 14 日內，或「最初訴訟安排會議」後 14 日內，以日期較後

者為限，請求判決專利無效之當事人應向各對造當事人送達依 Patent L.R.3-3 規

定作成之「專利無效主張事由」，並提出得供對造檢驗或複印之文件100。並且

Patent L.R.3-5 之規定並不適用於以專利無效確認判決為專利侵權訴訟反訴手段

之案件101。 

 

 申請專利範圍之證據發現程序 第四款

 

於「共同申請專利範圍解讀」(Joint Claim Construction)與「審前聽證陳述書」

(Prehearing Statement)送達及提出後 30 日內，雙方當事人應完成所有與申請專利

範圍解讀爭議相關之證據發現程序，包含任何於申請專利解讀程序中使用之證人、

專家證人之取證(deposition)
102。 

 

第二項 「專利訴訟程序規則」與「聯邦民事訴訟程序規則」共建專

利訴訟程序 

如前所述，美國法中專利案件由聯邦法院管轄，並且因專利案件無刑事責任

故適用「聯邦民事訴訟程序規則」(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FRCP)，惟「聯

邦民事訴訟程序規則」畢竟係基礎訴訟程序之規範，其不足之處或因專利案件性

質所需之細部規定，則由聯邦地方法院制定「當地專利訴訟程序規則」（Local 

patent Rules）補充之。故專利訴訟之證據發現程序，不但適用「聯邦民事訴訟程

序規則」(FRCP)初步揭露與各證據發現方法之規範，「當地專利訴訟程序規則」

中亦就當事人應提出之資訊種類與資訊之具體程度進行規範，使專利訴訟程序運

作更為流暢，證據發現程序更有效率。 

  

                                                      
100

 Patent L.R.3-5(a). 
101

 Patent L.R.3-5(b) 
102

 Patent L.R.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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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發明法案(AIA)下之證據發現程序 

如前面章節所介紹，美國 AIA 設置之多項複審機制(post-grant proceedings, 

PGPs)中，多方複審程序(IPRs)與核准後複審程序(PGRs)為美國專利爭議處理之

兩大重點程序，除應對各程序之規定與功能應有所認識外，AIA 複審程序下之特

殊證據發現程序(Discovery)之了解與掌握亦有其重要性，尤其複審程序中得進行

證據發現之期間接設有嚴格之限制，如何把握得為證據發現之時間取得所需事證

現與複審程序之勝敗息息相關。 

並且，由於 AIA 複審程序之專職機關係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PTAB)，係由兼具技術與法律專業知識之法官審理標的申請專

利範圍有效性之爭議，PTAB 複審程序之證據發現與專利訴訟程序同樣設有「最

初揭露」(Initial Disclosure)，但針對複審程序有所調整，加強了「強制」(Mandatory)

性質。此外複審程序中亦有「取證」(Testimony)、「現場取證」(Live Testimony)、

「對證人之交互詰問」(Times and Locations for Witness Cross-Examination)、「電

子化儲存資訊證據發現」(E-Discovery)等規定，其基本概念與美國聯邦民事訴訟

程序或美國專利訴訟中之證據發現相同，但於 PTAB 程序適用上皆有些微調整，

以符合複審程序設立意旨，使程序更有效率。 

因此，複審程序中證據發現被稱為「有限證據發現程序」(Limited Discovery)，

其證據發現之標的限於提出宣誓書(affidavits 或 declarations)
103之證人所為之證

詞(depositions)，其中複審程序中之證人多為專家證人。是複審程序之證據發現

程序分為三階段，分別為「強制最初揭露」、「例行證據發現」(Routine discovery)

以及「額外證據發現」(Additional Discovery)。其中「強制最初揭露」係於雙方

當事人皆同意之情形下為之，通常發生在複審程序早期階段。而「例行證據發現」

則意味自雙方專家取得證詞，「額外證據發現」則係任何形式之證據資料皆可為

證據發現之標的，但須取得 PTAB 同意方得進行104。 

以下將就複審程序中不需經PTAB同意即得進行之證據發現方法進行介紹，

亦將說明「有限證據發現程序」中，當事人不須申請 PTAB 同意即得進行之「例

行證據發現程序」(Routine discovery)，搭配 USPTO 於 AIA 官方網站建議程序使

                                                      
103

 前者之宣誓書係指於法院人員前宣誓(oath)下作成之書面宣示文件，表達該內容之真實。至於

declarations 則係未經法院人員前宣示，但係當事人相信為真實之陳述。 
104

 Supra note34, at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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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參考之案例，自該些案例經驗中學習與瞭解 PTAB 實務對複審程序證據發現

之處理態度。 

 

第一項 PTAB 複審程序證據發現之期間與順序 

    PTAB 複審程序中，當事人就例行證據發現之部分無須向 PTAB 提出申請，

於複審程序確定開啟後，PTAB 會隨即作出「進度安排命令」(scheduling order)，

安排各當事人進行證據發現之順序、時程與完成期限105。最初電話會議通常會於

複審程序確定開啟後一個月內進行，於必要時，PTAB 會同意就「進度安排命令」

(scheduling order)進行調整。 

   值得注意者，PTAB複審程序之證據發現與與地方法院訴訟之證據發現不同，

地方法院專利訴訟中證據發現係雙方「同時」交換資訊，PTAB 複審程序中之證

據發現多為當事人輪流向對造揭露資訊，隨著程序交互進行，通常當事人得進行

證據發現之期間係以各程序期日為間隔，例如需於專利權人提出初步回應前為之，

或於申請人提出答辯前為之，或於專利權人回應前為之等。 

    USPTO 於複審程序程序指南中，提供一套大致時間進程(請參下方圖)供作參

考，其係以各證據發現類型均完成、所有程序申請皆提出並獲得 PTAB 回應、程

序經過言詞聽證並由 PTAB 於一年程序期間內作出最終書面決定之完整流程為

假設所設計。故程序指南之複審程序時程表下，專利權人自 PTAB 為程序開啟決

定至專利權人提出其回應與修正申請專利範圍申請間，有三個月之時間可以進行

證據發現。接下來由申請人於提出對專利權人初步回應之答辯、對申請專利範圍

修正提出異議前，享有三個月之時間可進行證據發現。接下來專利權人復有一個

月之證據發現期間，對申請人之異議作出回應106。 

 

                                                      
105

 Office Patent Trial Practice Guide, supra note 2828, at 48761. 
106

 Id.at 48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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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複審程序與證據發現時間軸 

(整理自 USPTO PTAB Tial Practice Guide 第 78757 頁) 

 

    為使讀者更方便掌握複審程序中證據發現程序之時間點，本文將複審程序與

證據發現之流程製為下圖，其中 T-0 表示複審程序審理期間之開始，T+3 表示程

序開啟後 3 個月內，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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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複審程序證據發現時間程序流程 

(本研究自行整理) 

審前階段 

•複審程序申請人(Petitioner)向PTAB遞交「開啟複審程序申請文件」。 

•專利送交PTAB後3個月內，專利權人得為初步回應(Patent Owner Preliminary 

Response)，主張系爭專利無開啟複審程序之必要。 

•程序申請人與專利權人得開始協調「強制最初揭露」之範圍。 

PTAB決定是否
開啟複審程序 

•專利權人提交初步回應，或該初步回應期限屆至日後3個月內，PTAB綜合雙方提交
資料與論述，決定是否開啟複審程序。 

•自PTAB做成開啟複審程序之決定(Institution Decision)起算複審程序審理期間。 

•專利權人若不服該決定，應於該決定作成後30日內請求覆審(Rehearing)。 

PTAB審理 

T-0 

•PTAB作出「進度安排命令」(Scheduling Order)。 

•複審程序開啟後一個月內會PTAB會與雙方當事人進行電話會議(Conference Call) 

PTAB審理 

T-0至T+3 

•專利權人於規定期間內進行證據發現程序(Discovery) 

•提出「專利權人回應 」(Patent Owner Response)、申請專利範圍修正請求(Motion to 

Amend)等。 

PTAB審理 

T+3至T+6 

•複審程序申請人於規定期間內進行證據發現程序(Discovery） 

•對「專利權人回應 」(Patent Owner Response）、申請專利範圍修正請求等內容作出
「程序申請人回覆」（Petitioner Reply）或「異議」（Opposition）。 

PTAB審理 

T+6至T+7 

•專利權人得再於一定期限進行證據發現， 

•就程序申請人之「異議」為「答覆」(Patent Owner Reply) 

•專利權人若提出新專家宣誓證詞，程序申請人得對該專家進行取證並提出觀察意見
(Observation) 

PTAB審理 

T+12 

•雙方當事人完成證據發現程序後，PTAB原則上將於12個月內(至多延長6個月)，綜
合雙方論理與證據資料，作成最終書面決定(Final Written Decision)，判斷是否撤銷
標的申請專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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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強制最初揭露 

    強制最初揭露(Mandatory Initial Disclosure)係指複審程序之雙方當事人應在

不晚於專利權人初步回應(patent owner’s preliminary response, POPR)之時，就最

初揭露階段之強制證據發現達成合意，並將合意書與最初揭露併作附件(exhibits)

一併提出，若專利權人未為初步回應，則於最初回應期間結束前遞交即可107。此

時應盡早提出最初揭露，因複審程序一旦開啟，雙方當事人得直接使用最初揭露

所得資訊，並進一步進行證據發現之蒐證。 

雖然美國聯邦民事訴訟法並不適用於複審程序，但 PTAB 複審程序之規定多

係自美國聯邦民事訴訟法調整而來，故許多概念並無不同。PTAB 審理程序流程

指南(Patent Trial Practice Guide, Trial Guide)中便指出，若當事人雙方同意最初揭

露後，將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係以美國聯邦民事訴訟法第 26 條第 a 項第 1 款

之 A 調整而來，其揭露方面要求: 

(1) 為最初揭露之當事人得用以支持其主張或作為抗辯之事證資訊，其可能

握有相關事證者之姓名、已知悉之地址以及電話號碼，並與標的資訊一同提

出，但事證資訊目的若僅為專利彈劾(Impeachment)之用，則例外不屬最初揭

露之範圍(the name and, if known, the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of each 

individual likely to have discoverable information - along with the subjects of 

that information - that the disclosing party may use to support its claims or 

defenses, unless the use would be solely for impeachment) 

(2) 依其類型與地點而異，於最初揭露之當事人持有、監督、管理實物情形

下，其得用以支持訴訟主張或作為抗辯之文件、電子儲存資訊、之「複本」

(copy)或「文字敘述」(description)一份。但請求目的若僅為專利彈劾

(Impeachment)則例外不屬最初揭露之範圍108。 

 

第二種選項之揭露請求範圍更廣，且聚焦於以存有「非出版型公開揭示」(alleged 

                                                      
107

 Federal Register/ Vol.77, No.157, August 14, 2012/ Part II/ Rules of Practice for Trials Before the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at 48622. Available at 

http://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aia_implementation/fr_general_trial.pdf (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108 Office Patent Trial Practice Guide, supra note 2828, at 48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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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 non-published public disclosure )或「專利屬顯而易見而不具可專利性」

(alleged obviousness)為專利撤銷事由之申請人，透過請求揭露所取得之資訊與事

證109。不論提起事由為何，申請人均應提出下列資訊： 

(1) 除已提出宣誓書(affidavit)
110或已為證人詰問(deposition)者外，申請人所

知其他可能掌握該「非出版型公開揭示」事證或輔助判斷「專利係顯而

易見」事證之相關人士，其姓名與聯絡資訊。  

(2) 敘明申請人所得掌握之相關人士，或已同意於程序中到場做證(testimony)

人士。 

(3) 若前述人員係由申請人律師代表，須先為敘明 

(4) 敘明所有申請人持有、監督或管理，指向「非出版型公開揭示」或與「非

出版型公開揭示」有關之文件及物品，或輔助判斷「不具進步性」之文

件與事證。 

(5) 此外，申請人並應敘明所有支持其「已為非出版型公開揭示而喪失新穎

性」或「輔助判斷不具進步性」相關之所有事證，包含完整文字敘述

(description)、相片、化學分析(當標的涉及化學成分時)、與計算機程式

碼(computer code)(當標的涉及電子計算機時)，事證所在地、以及申請人

是否會就上述事物進行檢驗、分析、測試或採樣111。 

若當事人間無法對上述強制揭露範圍達成共識，一方亦得向 PTAB 申請進行相關

證據發現112。 

 

第三項 複審程序電子化儲存資訊之證據發現 

   複審程序與專利訴訟相同，「電子化儲存資訊」(Electronically Stored 

Information, ESI)亦為證據發現中之重要環節，其相關證據發現稱為E-Discovery。

有鑑於許多專利侵權訴訟中「電子化儲存資訊」證據發現費用高昂，美國許多法

                                                      
109

 37 C.F.R. § 42.51(a)(1)(i) (2012); Office Patent Trial Practice Guide, supra note 28, at 48762. 
110

 宣誓書(Affidavit)係指指當事人對事實所為之書面陳述，於有權主持宣誓之人員前作成宣誓或

代替宣誓之保證(affirmation)，確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通常宣誓書內容限於陳述人得以自身

知識經歷(例如其親身見聞)予以證明者，有時亦得包含以此為根據之其他資訊。另外審判中法官

得要求就事實或證人提供之證據以宣誓書加以證明。 
111

 Office Patent Trial Practice Guide, supra note 28, at 48762. 
112

 37 C.F.R. § 42.51(a)(2) (201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3 

 

院紛紛對 E-Discovery 制定特別之證據發現規則。其中聯邦巡迴法院顧問委員會

（Federal Circuit Advisory Committee）草擬並制定「專利訴訟之電子化儲存資訊

證據發現限縮規則113」(Model Order Limiting E-Discovery in Patent Case)，而為使

複審程序符合經濟效益，程序能落實迅速有效之立法目的，USPTO 於複審程序

中亦採用了該項「電子化儲存資訊證據發現限縮規則」之規定，並針對復審程序

性質做出些微調整，以貼合複審程序之運作。除規定於 37 C.F.R. 42.51(b)(1)之「例

行證據發現程序」外，複審程序雙方當事人進行「電子化儲存資訊」之證據發現

時，37 C.F.R. 42.51 中其他類型之證據發現均受聯邦巡迴法院顧問委員會「電子

化儲存資訊證據發現限縮規則」(Model Order Limiting E-Discovery in Patent Case)

之限制。故若當事人若欲依 37 C.F.R. 42.51 或 37 C.F.R. 42.52 等規定，以申請額

外發現之方式取得「電子化儲存資訊」，均應於程序規定之期限內，向 PTAB 提

出申請，取得 PTAB 同意方得為之。 

  

                                                      
113

 Federal Rule of Evidence 520, available at www.cafc.uscourts.gov (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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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美國發明法案下之有限證據發現程序 

第一項 有限證據發現程序概述 

    本文一再強調，AIA 複審程序其中一項重要目標就是成為程序漫長且費用高

昂地方法院專利訴訟之替代方案114。在 AIA 設下 PTAB 一年內完成審理之時間

限制下115，複審程序需有許多調整，以符合程序費用合理、程序迅速確實等目標，

這也讓 USPTO 在證據發現程序(discovery)上更是作了相當多的限制。 

    畢竟對講求快速且費用合理之複審程序而言，地方法院所採，期間漫長且範

圍廣泛之證據發現程序並無必要。舉例言之，地方法院專利訴訟中需要複雜且細

微證據發現之爭議(如專利侵權、真正發明人之爭、不公平行為(Inequitable 

Conduct)等問題)並不會出現在複審程序中，是複審程序於程序開啟條件中便已限

制僅針對專利無效之爭議案件進行處理，故專利無效爭議並不需如前述爭議類型

那般長時間且範圍極廣之證據發現116。 

    此外，複審程序所處理之問題多涉及公開文獻(publicly available reference)與

專利說明書內容(contents of the specification)
117，顯示複審程序之雙方當事人於相

關事證取得上，不論所需時間與費用皆立於平等地位，即便是不可避免之情形，

取證之複雜度有相同程度之減縮118。而 PTAB 相關行政規則允許當事人雙方就前

述之「強制最初揭露」與「額外證據發現」範圍達成合意，並且 PTAB 原則上亦

相當鼓勵當事人間盡可能就其他證據發現達成共識，若屬於前述二種類型以外而

無法達成共識時，再考慮以申請「額外證據發現」之方式請求所需資訊。 

    雖然所稱「有限證據發現程序」(Limited Discovery)包含「例行證據發現」

(routine discovery )與「額外證據發現」(additional discovery)兩部分，但由於「額

                                                      
114

 See H. R. Rep. No. 112-98 at 45-48 (2011);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essage 

From Administrative Patent Judges Jacqueline Bonilla and Sheridan Snedden, Routine and Additional 

Discovery in AIA Trial Proceeding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AIA Blog (Sept. 30, 2014, 10:01 AM), 

available at http://www.uspto.gov/blog/aia/entry/message_from_administrative_patent_judges(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115

 35 U.S.C. § 326(a)(11) (2011) (permitting good-cause extension for up to six months). 
116 Michael J. Flibbert & Maureen D. Queler, 5 Distinctions Between IPRs and District Court Patent 

Litigation, December 16,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finnegan.com/zh-CHT/resources/articles/articlesdetail.aspx?news=64c22ef3-9abe-4637-a4

45-c75c56892eb1(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117

 Supra note107, at 48621-22. 
11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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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證據發現」性質更為特殊，需經 PTAB 同意授權當事人方得進行證據發現，不

若「例行證據發現」不須 PTAB 同意即可為之，故本節將先聚焦於「例行證據發

現」(routine discovery )及其相關之PTAB法規與程序規則，如提出之時程與期間、

交互詰問之法理與運用，以及證據發現相關申請之操作等供讀者參考，而「額外

證據發現」部分，則於第四章為更詳細之說明。 

第二項 有限證據發現程序之相關法規 

前述複審程序之各項要件與流程框架規定於 USPTO 複審程序指南與美國專

利法施行細則(37 C.F.R.)中，AIA 複審程序之有限證據發現程序相關規定亦不例

外。於多方複審程序中(IPR)，證據發現應限於宣誓證言(deposition of declarants)

與「其他為發現正義所必須之證據」(what is otherwise necessary in the interest of 

justice)
119，而核准後復審程序(PGR)證據發現之對象則「限於程序中先提出當事

人所為，與事實主張直接相關之證據」(Limited to evidence directly related to factual

assertions advanced by either party in the proceeding)
120。此外，為協助程序使用人

了解「有限證據發現」之操作，PTAB 自已作成之大量決定中選出部分決定，依

拘束力強弱分為「判例」(Precedential decisions)、「指標性決定、裁定」

(Representative Orders, Decisions, and Notices)與「參考性決定」(Informative

Opinions)。

其中「判例」之法律拘束力最高，PTAB 原則上不會不會作出與其法律見解

相悖之決定，故最為重要；「指標性決定、裁定」通常作為複審程序中特定爭議

之範本，使當事人對於該爭議發生時，PTAB 會如何裁定有所了解；而「參考性

決定」則係程序或實質爭議事項之重點標記，使程序使用者了解 PTAB 期待當事

人如何作為以及如何與 PTAB 互動之導引121。故有限證據發現之相關法規，除條

文與行政規則外，PTAB 所臚列之重要前案亦有其影響力。尤其 PTAB 於 2016

年 5 月將 Garmin v. Cuozzo 案122與 Bloomberg v. Markets-Alert 案123中探討證據發

119
35 U.S.C. § 316(a)(5) (2011) 

120
Id. 

121
David L. Cavanaugh & Jonathan R. Stroud, Precedent, Persuasion, and the PTAB, 8 No. 4 

Landslide 56, April 2016. 
122

Garmin Int’l v. Cuozzo Speed Techs LLC, IPR2012-00001, Paper 26 (Mar. 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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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准駁之決定列為「判例」，更有助於程序使用人於進行有限證據發現時有所依

歸。 

第三項 例行證據發現 

例行證據發現(Routine Discovery)係指當事人必須(must)提供給對造之證據

與資訊，包含(1)報告或證詞中相關引用文件之書面、(2)對對造證人(declarants)

進行交互詰問、以及(3)提供對造自身有關本次程序立場與先前不一致情形之書

面事證124。例行證據發現無須請求 PTAB 授權同意，因此進行上不需向 PTAB 請

求同意與授權，當事人本身即負有提供上述資訊予對造之義務125。若一方懷疑對

造並未確實遵守例行證據發現之要求，得與對造進行溝通及確認，並請求對方聲

明(ask for affirmance)其已遵守例行證據發現相關之規定126。 

 報告或證詞引用文件之書面 第一款

例行證據發現中，第一類型即要求「任何報告或證詞之引用文件」(Exhibits

Cited in a Paper or Testimony)，不過並不要求當事人提交或製作未被引用之文件

127，原則上提出之一方須將引用文件與該報告或證詞一併提出，除非程序初期已

經提出，或當事人雙方達成合意，抑或取得 PTAB 同意等，始得例外不需一併提

出128。同時 PTAB 對此類型之例行證據發現已明確表示，係指「確實引用於報告

或證詞之證據」，而非「報告或證詞準備過程中參考或仰賴之資料」(Relied upon

when preparing)
129。

以判例 Garmin 案為例，專利權人 Cuozzo 對於「報告或證詞之引用文件」

之解釋範圍認包含複審申請人 Garmin 提出 IPR 申請時「所仰賴之先前技術專利

123
Bloomberg, Inc. v. Markets-Alert Pty, Ltd., CBM2013-00005, Paper 32 (May 29, 2013) 

124
37 C.F.R. § 42.51(b)(1) (2012); Office Patent Trial Practice Guide, supra note 28, at 48761. 

125
Id. 

126
Supra note 122,at 3. 

127
37 C.F.R. § 42.51(b)(1)(i) (2014); Rules of Practice for Trials Before the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supra note107, at 48622. 
128

37 C.F.R. § 42.51(b)(1)(i) (2014). 
129

Supra note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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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該專利申請歷程」等相關文件。PTAB 首先說明「報告或證詞之引用文件」本

屬例行證據發現之範圍，當事人毋庸特別請求 PTAB 授權即得為之，但同時 PTAB

亦指出 Cuozzo 之解釋範圍過於廣泛，複審程序申請人 Garmin 提出其所依據之

前案專利複本即為已足，畢竟 Garmin 實際上並未仰賴任何前案專利申請歷程之

資訊，且倘若 Cuozzo 確實迫切需要該項專利申請歷程資訊，亦得透過美國專利

申請案資訊擷取系統 (Patent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Retrieval,PAIR)取得所需資

訊，故此部分已逸脫例行證據發現之範疇130。 

另外 2013年BlackBerry Corp. v.Wi-Lan USA Inc.之多方複審(IPR2013-00126)

案件中，PTAB 同樣向該案之專利權人 Wi-Lan 表示，例行證據發現範圍內之請

求毋庸申請，該些資訊當事人得直接向對造請求。不過 PTAB 同樣指出該案專利

權人 Wi-Lan 於過程中，將「所引用文件」(Cited)擅自延伸為報告或證詞所引用

或「曾參考之資料」(or relied upon)，逾越了例行證據發現中「報告或證詞引用

文件」例行證據發現之界線131。本文第四章中將進一步說明若欲於複審程序中取

得此類資訊，應如何透過「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方為妥適。 

 

 對證人之交互詰問 第二款

 

例行證據發現程序中包含對複審程序中使用之證人與其宣誓證言(affidavit 

testimony)進行交互詰問之環節(Cross- Examination of Declarants)
132，故提出宣誓

證言之一方，不論係專家宣誓證言、員工宣誓證言或第三方證人所為之宣誓證言，

提出之當事人皆應確保並安排證人進行口頭(oral)、錄影(recorded)交互詰問133。

此部分同樣不需取得 PTAB 同意即可為之134。通常交互詰問之時間會訂於提出任

何與直接證詞(direct testimony)相關之補強證據(supplemental evidence)後，距參考

該交互詰問所得證詞報告作成之一周前開始進行135。 

除非經對造同意或 PTAB 授意，原則上得進行交互詰問之時間為 7 小時，進

行再次訊問 (redirect examination)時間為 4 小時、進行再交互詰問 recross 

                                                      
130

 Supra note 122, at 3. 
131

 BlackBerry Corp. v. Wi-Lan USA Inc., IPR2013-00126, Paper 15, at 2 (P.T.A.B. Aug. 19, 2013). 
132

 37 C.F.R. 42.51(b)(1)(ii) (2014); May 2015 Final Rule Amendments at 28563. 
133

 Office Patent Trial Practice Guide, supra note 28 at 48762, 48772. 
134

 37 C.F.R. § 42.53(a) (2014); Rules of Practice for Trials Before the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supra note 107, at 48622. 
135

 37 C.F.R. § 42.53(d)(2) (2014); Office Patent Trial Practice Guide, supra note 28, at 48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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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亦曰覆反詰問、再次詰問)則為 2 小時136。此處直接詰問(direct 

examination 概念近我國主詰問，交互詰問(cross examination )近似我國反詰問，

再直接詰問(redirect examination)可對應我國覆主詰問，至於再交互詰問(recross 

examination)則類似我國覆反詰問。 

若證人之可信度有深入調查之必要，或詰問程序受到妨礙、延滯，PTAB 得

允許延長詰問時間137。某些情況下，PTAB 可能會要求「現場作證」(live testimony)，

於作證階段(deposition)或言詞辯論(oral argument)階段裁定於專利行政法官前進

行之交互詰問138。 

程序指南同樣提供在 PTAB 以外場合進行交互詰問之規定，例如不得為「口

頭異議」(speaking objection)或「教示」(coaching)，若於對造交互詰問中提出抗

議時，其抗議內容須簡潔(concise)、不具爭議性(non-argumentative)、非假設性

(non-suggestive)
139。所謂爭議性提問(argumentative question)係指詢問證人時，律

師所提問題暗含對其當事人有利之回答，或該問題內容為某種陳述而非真正提問，

屬錯誤之詰問方式。並且一旦開始交互詰問，律師便不得再與證人就證詞之實質

內容進行確認，除非係確定主張除外特權與否，或對如何遵守 PTAB 裁定內容等

事宜方得為之140。 

所稱不得教示，可以 FLIR Systems, Inc. v. Leak Surveys, Inc 案141為參考案例。

該案中專利權人 Leak Surveys 於雙方與 PTAB 之電話會議中表示，先前例行證據

發現過程中，證人交互詰問至覆主詰問間之休會時間，複審程序申請人 FLIR 

Systems 之律師似有對證人為不正當教示(inappropriate witness coaching)之行為。

對此 FLIR Systems 之律師表示交互詰問過程中，證人部分證詞確實超出原先詰

問之範圍，並承認在 FLIR Systems 律師完成交互詰問階段之結論後，於覆主詰

問前之休息時間，其的確有與該證人在無筆錄紀錄之情形下進行交談。專利權人

Leak Surveys之律師認為該證人因此於後續之覆主詰問時試圖重提或解釋交互詰

問中超出範圍之言論，故向 PTAB 反映恐有不當教示之行為。對此 PTAB 說明在

無筆錄紀錄情形下，律師與當事人於交互詰問後、覆主詰問前之交談確實經常成

                                                      
136

 37 C.F.R. § 42.53(c)(2). 
137

 Office Patent Trial Practice Guide, supra note 28, at 48772. 
138

 Id. at 48762. 
139

 Id. at 48772. 
140

 Id.  
141

 FLIR Systems, Inc. v. Leak Surveys,Inc.,IPR2014-00411, Paper 12 (P.T.A.B. Feb.1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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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問題，故當事人律師與證人若於休息時間私下交談，同時就必須承擔其後所為

之證詞可能被 PTAB 認定係受不當教示而認定該些證詞應予部分或完全排除之

風險142。 

 

 不一致陳述 第三款

 

「當事人不一致陳述」(Inconsistent Statement)之概念源自聯邦證據法先前不

一致陳述(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之概念，用以挑戰證人證詞之可信度。程序

指南中就例行證據發現之不一致陳述類型設有範例143。當事人有義務提出本身曾

作出(work undertaken by the party)或為代表其意思，但與其專家證詞(expert’s 

testimony)有所不一致而不屬不揭露特權事項之文件144。例如申請人以一份專家

宣誓書(affidavit)為依據，主張系爭專利之方法請求向欠缺可實施性，則申請人此

時需同時須提出本身曾作出或代表其意思，且與該專家宣誓書爭點立場不一致之

任何不揭露特權事項以外之文件145。同樣地，若專利權人欲以其他特殊結果

(surprising and unexpected results)為反駁不具進步性質疑之依據時，專利權人亦須

向複審程序申請人提出過去自身曾為，與與特殊結果不一致且非不揭露特權事項

之證據(non-privileged evidence)
146。 

於判例 Garmin 案中，專利權人 Cuozzo 對不一致解釋認包含「已嚴密限制

至 Garmin 與本次 IPR 申請之特定不一致陳述資訊」，雖然 Cuozzo 使用之文字似

乎合乎法條規範之「限制、特定、不一致資訊」等要求，但 Cuozzo 除了字面上

使用這些法條用語外，並未確實說明究竟哪些資訊係 Garmin 所知悉且符合不一

致陳述之部分，故 PTAB 仍認為這樣的請求等同撒下大網，企圖廣泛地將 Garmin

各類型與不一致陳述相關之資訊皆一網打盡。PTAB指出 37 C.F.R. §41.51(b)(1)(iii)

所指之「不一致資訊」請求範圍應限縮至對造知悉之特定資訊，而非寬泛指述任

何可能符合前後不一致陳述概念之各類資訊，故 Cuozzo 將如此寬泛之請求範圍

套入要求嚴密限制之例行證據發現實屬對法條解釋之不當。並且，37 C.F.R. 

§41.51(b)(1)(iii)所規定之例行證據發現資訊，其提交時間應與包含不一致資訊之

                                                      
142

 Id. at 7. 
143

 Supra note 28, at 48761. 
144

 Id. 
145

 Id. 
14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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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證資料同時提出，而 Cuozzo 所為之證據發現申請中，並無法說服 PTAB 對方

當事人 Garmin 在這方面有不符合 37 C.F.R. §41.51(b)(1)(iii)之規定或有違 PTAB

要求之情形。 

而 BlackBerry Corp. v.Wi-Lan USA Inc.(IPR2013-00126)案中，專利權人

Wi-Lan 則因於請求中不當延伸「不一致陳述」定義而被 PTAB 糾正。「不一致陳

述」係指直接呈現當事人立場不一致之資料，而 Wi-Lan 請求內容擅自加上不一

致立場「相關之資訊」(relating to)之行為，被 PTAB 指出係逾越了例行證據發現

「請求直接不一致資訊」之範疇147
 

至於 Int’l Sec Exch., LLC v. Chicago Board Options Exch., Inc., IPR2014-00097

一案148中，專利權人 Chicago Board 亦希望取得有關複審程序申請人 Int’l Sec 

Exch(以下簡稱 ISE)其中一項專利之申請歷程(prosecution history)提起額外證據

發現，由於 ISE 後來拋棄該專利申請案，故公眾無法該取得該專利申請案之相關

資料149。對此 ISE 未表示反對，專利權人 Chicago Board 進一步指稱 ISE 於過去

該專利申請歷程中，曾對一項本 IPR 所涉之先前技術作出陳述，ISE 當時所為之

陳述與本次程序立場並不一致，故以申請額外證據發現之方式，期能取得此不一

致陳述事證150。該案中 PTAB 同意 Chicago Board 就該不一致陳述事證之額外證

據發現申請，因該資訊已非屬複審程序中與不一致陳述直接相關之資訊，故非例

行證據發現之範疇，當事人以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之方式尚屬妥適。經檢驗後，

PTAB 認 Chicago Board 申請事由已符合「為發現正義所必須」之門檻，同意其

進行額外證據發現151且肯認 Chicago Board 之申請內容「範圍明確、容易理解且

不會對造成對造過度沉重的負擔，並且已符合透過額外證據發現能獲得有用資訊

之證明程度」152，在專利審理歷程並不公開，這類資訊除透過額外證據發現申請

外，Chicago Board 無從取得相關資訊153故屬合理之申請。 

觀察前述案例可發現，依 Rule §42.51(b)(1)(iii)規定以不一致陳述「相關資訊」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inconsistent statements)為請求額外證據發現之唯一事由時，

                                                      
147

 Supra note 131, at 2.  
148

 Int'l Sec. Exch., LLC v. Chi. Board Options Exch., Inc., IPR 2014-00097, Paper 20 (P.T.A.B. July 

14, 2014). 
149

 Id., at 2. 
150

 Id.,at 2. 
151

 Id.,at 3. 
152

 Id. 
15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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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必須同時提出該額外資訊確實包含不一致陳述之證明，以及該不一致陳述

資訊並非例行證據發現程序所能取得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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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證據發現程序為美國民事訴訟特有之機制，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中亦規範

當事人得使用之多種證據發現方法。於美國聯邦法院進行專利訴訟時，同樣係適

用聯邦民事訴訟規則，但由於該規則主要係規範傳統民事訴訟態樣，對於專利訴

訟爭議之處理有其不足，畢竟因專利訴訟中如專利侵權爭議與專利有效性爭議等

與一般民事訴訟性質差異極大，故美國各聯邦地方法院對於專利案件皆制定「當

地專利訴訟程序規定」作為補充，因此美國專利訴訟中在資訊揭露與證據發現方

面，係由聯邦民事訴訟程序規則與「當地專利訴訟程序規定」(Local Patent Rules)

共建而成。 

然而，隨著地方法院專利訴訟逐漸成為專利佈局與市場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一

環，專利訴訟案件量的快速增加亦造成許多法院沉重的負擔。案件排程進入訴訟

之平均訴訟等待期間約二年154，爭議才能真正進入訴訟階段，不論對當事人或法

院皆造成負面影響，亦無法及時有效解決當事人之專利爭議。故 AIA 下設置之

PTAB 複審程序為舒緩聯邦法院之案件壓力，自源頭處理專利有效性之爭議，不

論在審理事項方面或審理期間皆進行限縮，成為兼具司法與行政性質之爭議解決

平台。茲將 PTAB 複審程序與聯邦法院專利訴訟之基本構成比對如下: 

 

表 2: PTAB 複審程序與法院專利訴訟比較表 

 地方法院專利訴訟 PTAB 

適用規範 

 

美國聯邦民事訴訟程序規則

(FRCP)與各聯邦地方法院訂定之

「專利訴訟程序規則」(Local 

Patent Rules ) 

不適用美國聯邦民事訴訟程序規

則(FRCP)，適用 USPTO 頒布之行

政規則 

 

審理期間 審理前等待時間約 2 年 

訴訟至少 1 年 

 

複審申請後 6個月 PTAB決定是否

開啟複審程序 

複審程序 12 個月(至多 18 個月) 

審理事項 專利侵權爭議、專利有效性爭議 

真正發明人之爭等 

申請專利範圍有效性 

 

                                                      
154 PwC, 2015 Patent Litigation Study: A Change in Patentee Fortunes, May 2015, 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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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者 嫻熟法律專業知識地方法院法

官，但對於專業技術事項可能不熟

悉。另陪審團成員可能欠缺法律或

科技、技術問題之專業知識 

由 3 位兼具專業法律與科技知識

之行政專利法官組成合議庭進行

審理 

 

(本研究自行整理) 

 

有鑑於專利訴訟與複審程序處理對象不同，證據發現程序雙方應提出或請求

之證據種類亦因此有所差異。聯邦地方法院「當地專利訴訟程序規定」中規定之

當事人資訊揭露義務較廣，得成功提起證據發現之事證類型亦較多元，且成功率

較高。相對地，PTAB 複審程序規定則較為繁瑣，需與美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相互

搭配，技術性高且個案性質強烈。而請求開啟程序之初，專利訴訟之原告與複審

程序申請人所負擔之舉證義務亦大不相同，前者原則上提出起訴原因與說明即可，

後者則須將所有申請開啟複審程序之相關文件與證據於最初之時一併檢附提交

予 PTAB。 

另外兩者證據發現之進行方式亦略微不同，專利訴訟中證據發現係雙方當事人於

訴訟過程中同時進行，不斷交互運作，PTAB 複審程序則係專利權人、複審程序

申請人分階段進行，特定階段內，僅得為證據發現之當事人有權向對造請求提交

事證資料。在證據發現標的與範圍上，專利訴訟中與標的申請專利範圍相關者均

得為進行證據發現之事項，PTAB 複審程序原則上則限於用以爭執對造主張基礎

之事項，或符合 AIA 法規限制者使得進行證據發現。茲將兩者證據發現程序之

基礎比較整理於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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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複審程序與專利訴訟證據發現之比較表 

 地方法院專利訴訟 PTAB 

起訴/申請證

據檢附之要求 

原告於起訴時提出主張事由即可 複審程序申請人申請複

審時即應檢附所有相關

證據資料 

證據發現之 

進行方式 

雙方當事人於訴訟過程中同時進

行，不斷交互運作 

專利權人、複審程序申請

人分階段進行 

證據發現之標

的與範圍 

 

標的申請專利範圍相關者均得為進

行證據發現之標的 

 

原則上限於用以爭執對

造主張基礎之事項，或符

合 AIA 法規限制者 

(本研究自行整理) 

 

並且聯邦地方法院之「當地專利訴訟程序規定」對於當事人義務揭露資訊規

範較廣，明確於要求當事人資訊提出之形式、內容、如何具體特定等。PTAB 複

審程序之「強制最初揭露」則規範了兩種選項，當事人得選擇與美國聯邦民事訴

訟法第 26 條第 a 項第 1 款 A 規定之資訊種類進行揭露，或聚焦於「非出版型公

開揭示」或「顯而易見性」(alleged obviousness)相關資訊之揭露。PTAB 複審程

序並設有「例行證據發現程序」，規定當事人原則上必須(must)提供予對造之證

據與資訊「報告或證詞中相關引用文件之書面」、「對對造證人(declarants)為交互

詰問之文件」，以及「該次複審程序中存有不一致陳述之書面事證」等。因例行

證據發現不需請求 PTAB 授權即得為之，亦無需請求對方同意，雙方當事人本即

負有提供前述類型資訊之義務，故可提升雙方當事人取得複審案件基本資訊之效

率，同時 PTAB 亦鼓勵當事人合意其證據發現範圍，惟當事人應注意不得擅自擴

張例行證據發現之範圍，不當向對方請求法條規範範圍以外之資訊。 

故 AIA 複審程序之「強制最初揭露」與「例行證據發現」一方面保留證據

發現協助當事人蒐集案件資訊之初衷，同時因直接規定當事人應提出之事證類型，

達到複審程序注重程序效率，簡化證據發現程序以避免不必要負擔，使複審程序

得於法規規定之審理期限內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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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國發明法案下之額外證據發現程序 

透過第三章後段就 AIA 複審程序之「強制最初揭露」(mandatory initial 

disclosures)與有限證據發現之一的「例行證據發現」(Routine Discovery)及所為之

介紹與說明後，本章將進一步就有限證據發現之另一重點「額外證據發現」進行

介紹，將「額外證據發現」獨立說明之原因在於 PTAB 對此種證據發現申請之同

意與否態度相當保守，欲取得 PTAB 同意開啟額外證據發現之門檻相當高，尤其

IPR 案件中該請求甚至須達到「發現正義所必須」之程度，PTAB 方有可能同意

當事人進行額外證據發現。 

故本章除「額外證據發現」之概念說明外，將進一步探討 PGR、IPR 與 CBM

中 PTAB 用以決定是否同意額外證據發現之 Garmin 案五項判斷因素(the five 

Garmin factors)，以及該五項判斷因素用於 IPR 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之「發現正義

所必須」門檻與 PGR 程序「具正當事由」之呈現，並於後段章節中就 USPTO

選列之 PTAB 已做成同意或駁回額外證據發現案例為分析與總結，提出額外證據

發現申請上得做為參考之注意事項，例如如何符合「適時」(timely)、「主張基礎

足夠」(well-supported)、「請求明確」(clear)、以及「確實限縮至與複審標的直接

相關之非公開資訊(narrowly focused to the discovery of non-public information that 

directly relates to an issue in the post grant proceedings )，且非屬公開資訊故無法自

一般證據發現方法取得」等要件要求。 

 

第一節 額外證據發現概述 

 

PTAB 複審程序之第三類證據發現類型為「額外證據發現」(Additional 

Discovery)
155。有時當事人提起之「例行證據發現」不符合 Rule §42.51(b)(1)規定

時，PTAB 會將其請求認定為係「額外證據發現」之申請。因此「額外證據發現」

之類型相當多樣，凡美國聯邦民事訴訟法所承認之證據發現類型均可提起156。舉

例而言，書面詢問單(interrogatories)、個人證詞(personal deposition)、第三方證詞

(third-party deposition)、請求提出文件(document request)與請求承認/自認

                                                      
155

 37 C.F.R. § 42.51(b)(2) (2014). 
156

 Office Patent Trial Practice Guide, supra note 28, at 48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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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ssion)等均得為請求類型157。 

第一項 適用標準 

得申請額外證據發現程序之類型雖然多樣，其實際運用之機會卻相當受限。

AIA 立法過程中即言明額外證據發現僅限於「特定情形」(particular limited 

situation)，例如少數美國專利商標局(以下簡稱 USPTO)認為有用之證據發現類型，

或因案件特殊原因而有其必要之情形。畢竟 AIA 設計有限證據發現程序，目的

即為促成費用降低、程序複雜度減輕，與專利爭議解決時間縮短等目的，且限縮

證據發現期間與簡化證據發現類型搭配一年審理期間限制，便是實現 AIA 立法

宗旨之重要關鍵。 

前述立法背景與意旨同樣展現在 PTAB 對額外證據發現之保守態度。在 IPR

案件中，PTAB 適用了「發現正義所必須」(in the interest of justice)為額外證據發

現開啟之門檻158，在 PGR、CBM 案件中 PTAB 則是適用較為寬鬆的「具正當理

由」(Good cause)開啟門檻159。二者差別在於「發現正義所必須」更為嚴格，並

與 IPR 在提起事由上之限縮相互映證，例如 IPR 提起事由限於以美國專利法第

102 條或第 103 條之專利無效事由，僅得以先前專利或以發表文獻挑戰專利有效

性，相較於 PGR 中所得提起之專利無效事由相對限縮。 

另一方面，PTAB 傾向由雙方當事人協力達成合理證據發現範圍之共識160，

假若雙方無法達成合意，則於額外證據發現部分，請求方必須提出合於規定之申

請，獲得 PTAB 許可後方得進行額外證據發現之行為。 

第二項 「發現正義所必須」之判斷標準 

對 USPTO 而言，「發現正義所必須」(The Interest of justice Standard)非全新

                                                      
157 Mary R. Henninger, Jill K. MacAlpine, Amelia Feulner Baur, Anthony A. Hartmann, Lara C. 

Kelley,Rebecca M. McNeill, P. Andrew Riley & Michael A. Stramiello, Navigating the Limitations On 

Discovery In AIA Post-Grant Proceedings, 11 Buff. Intell. Prop. L.J. 135, 10 (2015). 
158

 Office Patent Trial Practice Guide, supra note 28, at 48761; 37 C.F.R. § 42.51(b)(2)(i) (2012); 35 

U.S.C. § 316(a)(5) (2011). 
159

 37 C.F.R. § 42.51(b)(2)(i) (2012); 37 C.F.R. § 42.224(a) (2012). 
160

 37 C.F.R.§ 42.51(b)(2)(i)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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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161，數十年來「發現正義所必須」皆適用於解決孰係真正發明人之爭的「衝

突程序」(Interference)中162。但為使「發現正義所必須」此一概念於 AIA 複審程

序中可以更加清楚，額外證據發現申請究竟能否符合「發現正義所必要」要求，

PTAB 透過其第一件 IPR 案件 Garmin Int’l, Inc v. Cuozzo Speed Techs, LLC, 

IPR2012-00001 案提出了五項判斷要件，並於 2016 年將其列為額外證據發現申

請之「判例」，後將該案所設之判斷要件統稱為「Garmin 案五項判斷因素」(five 

Garmin factors)
163，分別為： 

1. 有發現有用資訊之可能，且非空泛主張(More Than A Possibility And Mere 

Allegation.) 

2. 訴訟立場與所主張基礎(Litigation Positions And Underlying Basis.) 

3. 有無以其他方式取得同樣資訊之可能(Ability To Generate Equivalent 

Information By Other Means.) 

4. 請求內容明確容易理解(Easily Understandable Instructions.) 

5. 所請求項目不至造成對造過於沉重之負擔(Requests Not Overly 

Burdensome To Answer.) 

 

    由於目前前述判斷因素尚足以輔助 PTAB 進行判定，故 PTAB 尚未有增加新

判斷因素之需求。PTAB 將這五項判斷因素廣泛地運用在各類額外證據發現的申

請上，包含關於實際利害關係人/ 關係人(privity)
164，輔助判斷因素(secondary 

considerations)、專家證詞之主張基礎、不一致陳述之資料、強制作證(compelling 

deposition)等資訊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上165。以下將逐一說明「Garmin 案五項判

斷因素」，並輔以 Garmin 案與其他相關案例之實務情形。 

 

 

 

                                                      
161

 37 C.F.R. § 41.150(c) (2012). 
162

 衝突程序(Interference)為 USPTO 就二件以上發明內容相同、或實質相同之專利申請案、或已
核准專利，判斷何者為真正先發明人並核發專利權之程序；McKelvey, Discovery Before the Board 

of Patent Interference, 58 J. Pat. Off. Soc'y 186, 193 (1976). 
163

 Supra note 122, at 4. 
164

 Deborah E. Fishman & Paul Margulies, Making the Most of Limited Discovery Before the PTAB, 

PTAB Monitor: Developments in Inter Partes Review Practice, at 21, Kaye Scholer (2016)  
165

 Supra note 157,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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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min 案第一項判斷因素 第一款

 

判例 Garmin 案之第一項判斷因素為「有發現有用資訊之可能，且非空泛主

張」(More Than A Possibility And Mere Allegation)，與美國聯邦法院專利訴訟中，

證據發現之當事人只要主張其所欲發現之事證資訊與申請專利範圍、抗辯、或可

合理期待證據發現所得之證據未來在訴訟中具有證據能力即為已足166相當不同。

由於當時 Garmin 案係 AIA 實施後第一件 IPR 案件，當事人對於 PTAB 許多判斷

標準並不了解，專利權人 Cuozzo 對於 PTAB 所建議之各項判斷因素解釋有所誤

解。故 PTAB 於其額外證據發現准駁之決定中，再次說明第一項判斷因素之功能

在於，請求之當事人應已握有(in possession of)一定程度之證據與相關主張基礎，

證明其請求並非僅出於臆測，透過論理與證據之結合，支持該額外證據發現能進

一步發掘有用資訊之可能。至於所稱之「有用資訊」不僅是與該案爭點相關或具

證據能力而已，而是指對請求之當事人，其主張有實質助益之資訊。故對於「有

用資訊」之認定，PTAB 採相當嚴格之檢驗態度，「有用」不能僅為「相關」或

「具證據能力」之程度，「有用資訊」必須係對請求方在程序主張上具有實質助

益方屬之167。 

若當事人額外證據發現之主張僅為有發掘有用資訊之可能、或僅泛稱可能因

而出現有用訊息等，對 PTAB 而言皆屬當事人舉證不足。PTAB 對於當事人是否

係基於已掌握之之證據，證明有用資訊將能因此被揭露，該證據發現之必要性等

之認定相當嚴格。多數被 PTAB 駁回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皆因 PTAB 認當事人所

提供之佐證不夠充分，該請求仍屬臆測推敲之詞而不予核可。 

Garmin 案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無法通過第一項判斷因素檢驗之原因在於，

專利權人 Cuozzo 不當變更第一項判斷因素之文字，變更為「有提供具證據能力

且與本案相關證據之可能」(likely to yield relevant, admissible evidence)，係對第

一項判斷因素之重大誤解，且幾與地方法院專利訴訟之證據發現標準無異，嚴重

與 PTAB 設置第一項判斷因素之目的相悖。且因 Cuozzo 不當更改了第一項判斷

因素之要求，其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亦完全不合於 PTAB 所要求之精神。 

而 Apple Inc. v. Achates Reference Publ’g, Inc., IPR2013-00080 案中，Achates

                                                      
166

 Fed. R.Civ. P. 26(b)(1). 
167

 Supra note122,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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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項Apple與其他被告於本案相關訴訟中簽訂之契約(agreement)申請額外證據

發現168。Achates 其提出一份軟體開發套件(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契約

為證據，主張這類文件可證明 Apple 為其他公司之關係人，並希望藉此證據證明

其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之正當性169。雖然 Achates 提出了這樣的證據，但 PTAB 仍

然駁回其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一部分原因係因 Achates 未能提出其他共同被告曾

簽署這些文件之證據170。另 Corning Inc. v. DSM IP Assets B. V., IPR2013-00043 一

案中，PTAB 考量 Garmin 第一項判斷因素後同意就專利申請人實驗相關之實驗

記錄(laboratory notebooks)進行額外證據發現171。當中 PTAB 注意到專利申請人

之實驗與參考資料不屬於例行證據發現文件提出之義務範圍172，不過 PTAB 同意

DSM之主張，肯認合成(synthesize)及測試樣本之過程與細節本質上具有重要性，

屬有用資訊(useful)，且 Corning 之專家證人亦以該細節資訊為基礎，得出系爭專

利不具可專利性之結論。 

故當事人僅於請求內容文字敘述「有發現可用資訊之可能」，或指稱「透過

額外證據發現程序可取得有用資訊」之等，皆不足說服 PTAB 該額外證據發現符

合「為發現正義必須」之門檻。對 PTAB 而言，需該申請之當事人已俱足可證明

證據發現後能獲得有用資料之證據，PTAB 才有同意該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之必要

173，不過當事人準備之證據亦不需達直接證據之嚴格要求，但臆測與單純期待是

絕對無法說服 PTAB 同意其進行額外證據發現。 

自前述案例可發現，申請額外證據發現之一方在證明其申請具正當性上負有

沉重之舉證責任，幾乎存在相關訴訟同步進行者，當事人較易取得足以證明其額

外證據發現請求並非臆測(not speculative)之證據。不過應注意，當事人與律師對

此部分仍應再三確認，聯邦法院是否曾就該資訊發出相關秘密保持令(protective 

orders)。畢竟秘密保護令(protective orders)中通常會對敏感機密資訊之「使用」

加以限制，即便係於行政機關程序中提出，仍可能受到限制，有時為一爭點之證

據發現而觸及另一爭點之機密資訊，仍可能構成違反祕密保持令之行為。 

 

                                                      
168

 Apple Inc. v. Achates Reference Publ'g, Inc., IPR2013-00080, Paper 18, at 2 (P.T.A.B. Apr. 13, 

2013). 
169

 Id. at 4. 
170

 Id. at 5. 
171

 Corning Inc. v. DSM IP Assets B.V., IPR2013-00043, Paper 27, at 2 (P.T.A.B. June 21, 2013). 
172

 Id. at 3. 
173

 Id.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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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min 案第二項判斷因素 第二款

 

    Garmin 案第二項判斷因素為「訴訟立場與所主張基礎」(Litigation Positions 

And Underlying Basis)。在 Garmin 案中檢驗第二項判斷因素時，專利權人 Cuozzo

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仍無法通過發現正義所仰賴必須之要求。是 Cuozzo 於文件

提出請求第五點中，請求 Garmin 提供其於程序中「所參考、所仰賴、意圖提供

或實際提供予其專家證人或宣示證人參考之文件」。PTAB 認為第二項判斷因素

目的即在篩選不合時機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考量 PTAB 程序中已設計適當時間

與處所供雙方當事人說明與提交其證據，待 Garmin 提交所有宣示證詞與證人證

詞後，Cuozzo定有進行交互詰問之機會，故在Garmin準備好其相關訴訟資料前，

並無時時向 Cuozzo 告知其訴訟立場與所主張基礎之義務。故 Cuozzo 此項額外

證據發現申請無法通過第二項判斷因素之篩選，為 PTAB 所駁回174。 

相較於第一項判斷因素，第二項判斷因素在 Garmin 案決定作出後就較少被

提及，應係複審程序當事人大多已認知到這類證據發現能帶給程序之助益有限，

故這此方面之疑義較少。 

 

 Garmin 案第三項判斷因素 第三款

 

Garmin 案第三項判斷因素為「有無以其他方式取得同樣資訊之可能」(Ability 

To Generate Equivalent Information By Other Means)。是 Garmin 案中，PTAB 認為

當事人不透過證據發現而能合理想到(reasonably figure out )、製出(generate)、取

得(obtain)或蒐集(assemble)之資訊，就表示這類資訊無法滿足「發現正義所必須」

之門檻要求175。尤其 PTAB 要求當事人申請額外證據發現時，應說明為何認為這

類資訊無法從內部或公共資訊管道等其他方式取得。相較於其他幾種，第三項判

斷因素在「為發現正義所必須」分析適用上較為容易。 

舉例而言，PTAB 於 Garmin 案中說明其駁回 Cuozzo 額外證據發現申請其中

一個原因係因 PTAB 認為該資訊理論上應得透過公開管道取得，或能自 Cuozzo

所作之市場調查取得。是 PTAB 認為 Cuozzo 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中未能充分解

                                                      
174

 Supra note 122, at 13. 
175

 Id.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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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為何需要自 Garmin 角度說明 Cuozzo 所稱，該技術領域久懸未決之技術瓶

頸。PTAB 認為 Cuozzo 本身即有能力分析當時之技術程度，亦可透過外部專業

意見取得此類資訊。此外，關於 Garmin 產品有無該速限提醒之差額，Cuozzo 亦

得透過市場調查與比較得知，故 Cuozzo 關於此部分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亦為

PTAB 駁回176。 

類似情形在 Microsoft Corp. v. Proxyconn, Inc., IPR2012-00026 案中亦有所討

論，PTAB 駁回 Proxyconn 對「非顯而易見性」輔助判斷因素相關資訊之額外證

據發現申請，因 PTAB 認為大部分之證據如定價資訊(pricing information)、產品

報告(product review)、贈品(promotion materials)與得獎紀錄(awards)等皆能自公開

管道取得177。 

 

 Garmin 案第四項判斷因素 第四款

 

Garmin 案第四項判斷因素為「請求內容明確容易理解」(Easily Understandable 

Instructions)。PTAB 認為「發現正義所必須」不僅要求證據發現申請內容應明確

且容易理解，對方當事人所為之回應內容與說明亦應如此。因此 PTAB 認為若當

事人之申請內容長達 10 頁之多，初步判定(prima facie)下即可認定該請求過於複

雜而屬不清楚、不明確(unclear)之情形178。是這類請求內容不具實益

(counterproductive)，且有影響(undermine)對方進行迅速、正確且明確回應之傾向

179。因當事人若需耗費 10 頁篇幅，始能向對方說明欲請求之資訊，這樣的請求

本身一定非常模糊，自然不符合「請求內容明確容易理解」之要求。故 Garmin

案中，PTAB 肯定 Cuozzo 後來所做之調整，同意 Cuozzo 以二頁篇幅完成書面詢

問單之請求內容、復以二頁說明請求提出之文件類型，其請求說明與指示方屬指

示合理且容易理解180。 

與第一項判斷因素相同，第四項判斷因素亦希望解決聯邦法院訴訟實務上之

缺點，如常見之當事人詳列文字定義，羅列一長串之證據發現指示。故於 PTAB

複審程序中，力求當事人在額外證據發現請求上內容簡潔、以清楚明確之指示向

                                                      
176

 Id. at 14. 
177

 Microsoft Corp. v. Proxyconn,Inc., IPR2012-00026, Paper 32, at 6 (P.T.A.B. Mar.8, 2013). 
178

 Supra note 122. at 6. 
179

 Id. at 6-7.. 
180

 Id. 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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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造說明所欲請求之標的，透過這項判斷因素之要求，使過去訴訟中用以為難對

造、證據調查請求複雜難懂之亂象暫告一段落181。 

 

 Garmin 案第五項判斷因素 第五款

 

Garmin 案第五項判斷因素為「所請求項目不至造成對方過於沉重之負擔」

(Requests Not Overly Burdensome To Answer)。有鑑於 AIA 複審程序講求迅速有

效，證據發現期間較短，PTAB 認為雖然額外證據發現設有「發現正義所必須」

之門檻，但仍不能因此對回應證據發現之當事人加諸過於沉重且難以達成之負擔

182。 

PTAB 對「負擔」之認定相當多元，舉凡經濟負擔(financial burden)、人力負

荷(burden on human resources)、或在規定期間內完成之時間壓力均屬之。故額外

證據發現之請求應為理性(sensible)、經過整理(responsibly tailored)、且確實基於

請求方之實際需求183。若請求方無法證明其請求內容已經整理，以減低回應方之

提出負擔，PTAB 可能因此駁回其額外證據發現之申請。因此申請額外證據發現

之當事人，在請求內容中應加上時間限制、文字使用上亦應精確、文句簡潔，並

避免使用「…相關」、「涉及…」、「…之任何文件」、「所有…文件」等用詞184。 

同時，作為申請額外證據發現之一方應證明其有請求之權利185。但為效率考量，

PTAB 有時會斟酌回應方之情形，權衡第五項判斷因素與額外證據發現之輕重。 

於 Garmin 案中，PTAB 認為 Cuozzo 所提出之文件請求不論經濟上或人力上

對 Garmin 而言皆為沉重之負擔，因 Garmin 即便初步認定並無符合 Cuozzo 所述

特徵之資料，依法 Garmin 仍需盡職蒐集與調閱相關資訊，而本案情形下，涉及

或提及速限提醒功能之技術與工程文件高達百萬頁，這些潛在關係文件 Garmin

光檢閱與篩選至少需耗費二十至三十個鐘頭，加上以產品為單位逐一比對下更是

費時費力。Garmin 亦向 PTAB 反映，預估回覆這些文件提出請求大約需要七十

                                                      
181

 Alison Baldwin, PTAB Holds A Firm Line On Additional Discovery, Law360, February 20,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law360.com/articles/620537/ptab-holds-a-firm-line-on-additional-discovery 

(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182

 Supra note 122, at 7. 
183

 Id. at 15. 
184

 Supra note 181. 
185

 Palo Alto Networks, Inc. v. Juniper Networks, Inc., No. IPR2013-00369, Paper 36, at 3 (P.T.A.B. 

Feb. 5, 2014) (citing 37 C.F.R. § 42.20(c) and § 42.51(b)(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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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至一百二十五位人力，金錢負擔初估亦須兩萬兩千五百至三萬七千五百美元，

且須五十至七十個鐘頭的作業時間，更遑論其他證人出席作證所需之金錢與人力

成本。如此情況下，對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之回應方不論經濟上、人力負擔上、或

是於複審程序法定期限內完成證據發現事證提交皆為屬過於沉重之負擔。 

此外，在第五項判斷因素之宗旨下，當事人之額外證據發現請求應經過適當

整理，而 Cuozzo 要求 Garmin 提出「對專利權人書面詢問單內容進行答覆時，

所參考(consider)之文件與資料」，PTAB 對此請求內容亦相當不以為然，認為

Cuozzo 並未從有用資訊或以關資訊之角度切入，若未透過有用資訊等範圍進行

限縮，反而使愈認真準備其回覆之對造，在文件提出之負擔上更重，以 PTAB 之

立場是絕對不會同意這樣請求範圍寬泛的額外證據發現請求186。 

 前述判斷因素下 IPR 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之成功率 第六款

如前所述，為維持 IPR 複審程序之流暢度與程序時間性，PTAB 對於額外證

據發現申請是否符合「發現正義所必須」門檻之認定上相當嚴格，並透過前述

Garmin案五項判斷因素，依個案情形認定申請額外證據發現之當事人所提證據、

所請求之資訊種類是否有進行證據發現之必要。由於 PTAB 拒絕開啟額外證據發

現之決定為多，程序使用人對於 IPR 額外證據發現請求上仍需不斷透過新案例經

驗之學習，方能更深入規劃其證據發現申請之內容。

而 Perkinscoie 顧問公司於 2015 年提出一份 IPR 程序觀察報告，其中就 200

件額外證據發現申請進行觀察並製成申請成功率分析圖表，並分析遭 PTAB 駁回

之案例類型，對 IPR 案件「發現正義所必須」PTAB 審理實務之認識相當有助益

187。下圖中 Perkinscoie 顧問公司觀察 200 件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之成功率，其中

PTAB 駁回 64%之額外發現申請，17%之額外發現申請得到部分准予部分駁回之

結果，僅有 15%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成功通過 Garmin 案五項判斷因素之檢驗，

為 PTAB 所認同係「發現正義所必須」之情況而得進行額外證據發現程序。 

186
Supra note 122, at 15. 

187
Amy Simpson Bing Ai, Johnathan M. James & Paul T. Parker, Inter Partes Eeview Proceedings: A 

Third Anniversary Report, Perkinscoie, Sept, 2015, at 12. Available at 

http://documents.jdsupra.com/20572542-e71c-4aff-b8ff-4989cc90e5f1.pdf (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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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Perkinscoie 顧問公司調查 2015 年 200 件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成功率分析 

(整理自 Perkinscoie，Inter Partes Review Proceedings: A Third Anniversary Report，

12) 

    另外 Perkinscoie 顧問公司亦就成功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進行分類，發現

PTAB 對於當事人請求就「書面證據發現資料」(如書面詢問單)進行額外證據發

現之成功率高於「額外證據發現中進行取證」(Additional deposition)之機率。其

認為係因Garmin案五項判斷因素中，當事人請求是否出於臆測係一大篩選重點，

故一方提出「額外證據發現中進行取證」(Additional deposition)請求時，另一方

通常會反駁該資訊屬高臆測性，畢竟無法知悉證人可能作成之證言。從下圖分析

中可發現，Perkinscoie 顧問公司所觀察之 200 件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中，請求就「書

面證據發現資料」之案件最多，其成功率相較之下亦較高，而請求就地方法院相

關訴訟之證據資料為額外正發現申請案件量少，且該 200 件觀察案例中並無成功

主張者188。 

 

                                                      
188

 Id.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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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Perkinscoie 顧問公司 2015年 IPR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之類型分析 

(整理自 Perkinscoie，Inter Partes Review Proceedings: A Third Anniversary Repor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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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正當理由之判斷標準 

原則上所有 AIA 複審程序在證據發現程序皆受相同政策目標、法條與行政

規定拘束189。但整體觀察上，PGR 程序與 CBM 程序適用之「正當理由」(The Good 

Cause Standard)門檻較 IPR 程序之「發現正義所必須」門檻寬鬆190。門檻高低差

別亦與 IPR 程序之有限提起事由相互輝映，畢竟與 PGR 程序及 CBM 程序不同，

IPR 程序僅得以美國專利法第 102 條與第 103 條之先前專利或出版文獻等專利無

效事由作為申請事由。 

在共同政策目標與法規範圍下，USPTO 頒布了 Rule 42.224 為 PGR 程序之

證據發現程序作為規範191，規定證據發現之對象「限於證據發現程序中較早提出

之一方，與事實主張(factual assertions)相關之證據」。故 PTAB於 PGR程序及CBM

程序適用 Garmin 五項判斷因素時，亦須作些微調整192。原本 Garmin 案之五項

判斷因素分別為「有發現有用資訊之可能，且非空泛主張」(More Than A 

Possibility And Mere Allegation)、「訴訟立場與所主張基礎」(Litigation Positions 

And Underlying Basis)、「有無以其他方式取得同樣資訊之可能」(Ability To 

Generate Equivalent Information By Other Means)、「請求內容明確容易理解」

(Easily Understandable Instructions)、「所請求項目不至造成對方過於沉重之負擔」 

(
Requests Not Overly Burdensome To Answer)。而為配合 PGR 程序證據發現標的

所為 Garmin 案之調整，更具體而言係對第一項判斷因素之放寬。其中「有用資

訊」(useful)同樣指有利申請方論點之資訊193，而所謂「具正當理由」係指申請

證據發現之當事人需提出特定事實理由，支持其證據發現有助複審程序之主張。 

於 2016 年 5 月，PTAB 將 Bloomberg Inc. v. Markets-Alert Pty Ltd, 

CBM2013-00005 案與 Garmin 案一起同列為「判例」，透過「判例」形式使 IPR

程序發展出來之 Garmin 案五項判斷因素同樣得適用於 CBM 案件中，並同時說

明如何於認定上，放寬對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人之要求。該案中 PTAB 同意對未提

                                                      
189

 Supra note 123, at 4. 
190

 Office Patent Trial Practice Guide, supra note 28 , at 48761; 37 C.F.R. § 42.51(b)(2)(i) (2012); 37 

C.F.R. § 42.224(a) (2012). 
191

 37 C.F.R. § 42.224(b) (2012). 
192

 Supra note 123,at 4. 
193

 Id.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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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但係證人(declarant)所參考之證物與文件進行額外證據發現194。其中專利權

人 Markets-Alert 提出兩項具體例證並檢證詞列表，用以說明其認為證人尚有參

考其他事證之原因，且 Markets-Alert 於請求內容上有適當限縮其請求範圍，故

PTAB肯認Markets-Alert之作法符合以特定事實理由證明其請求具正當事由195。

但另一方面，PTAB 並未同意其所申請，就欠缺專利非顯而易見性輔助判斷因素

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因 Markets-Alert 未能提出特定事實理由或證據，說明該

額外證據發現「有助」(useful)複審程序之真實發現196，故 PTAB 認為 Markets-Alert

之申請理由過於推測性(speculative)而欠缺實質意義(not meaningful)
197。 

綜前所述，所謂申請具「正當理由」(Good cause)之門檻，係 PTAB 要求申

請額外證據發現之當事人應提出「具體特定之事實理由」(specific factual reason)，

證明該額外證據發現有其正當性與必要性，而 IPR 程序中「為發現真實所必須」

則是申請額外證據發現之當事人應對相關因素之揭露範圍更多、更廣198。 

 

第四項 PTAB 之判斷準則與考量 

    除 Garmin 案五項判斷因素外，決定是否同意額外證據發現之申請時，PTAB

亦得將程序之實際情形納入考量。是相關法規賦予專利行政法官(Administrative 

Patent Judges)程序管理方面相當大之權衡權限，使其得於法規容許下，對當事人

之請求作出彈性回應，並達到複審程序公平迅速且費用合理之宗旨。PTAB 首席

法官 James Smith 對證據發現申請提出多項極具參考價值之建議： 

1. 為完成對大量複審案件之有效管理，並確保各複審案件皆能於 12 個月內

作出最終書面決定，PTAB 鼓勵當事人適時提出內容簡潔(abbreviated)之

證據發現申請。 

2. 證據發現之申請應明確指出所欲尋求之事證資料，不得為「釣魚式蒐證」

(Fishing expeditions)，此為聯邦法院專利訴訟時可能出現之手段，但

PTAB 複審程序嚴格禁止當事人為「釣魚式蒐證」。是「釣魚式蒐證」指

                                                      
194

 Id. at 6. 
195

 Id. 
196

 Id. at 10. 
197

 Id .at 6. 
198

 Id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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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及律師利用證據發現獲取超出案件合理範圍之資訊，例如向證人

提出含糊而範圍不明確之訊問與要求，或於法庭調查階段過分擴大調查

範圍。其包含以含糊、鬆散辯論方式，或以懷疑、臆測態度推論事實，

或僅為尋找證據與證人而請求法庭裁定對造當事人提出書籍、文件、著

作等資料者皆屬之，概念類似我國民事訴訴法之「摸索證明」。而對此不

合理之證據發現手段，美國聯邦立法亦作出相關規範以為限制199。 

3. PTAB 嚴禁意圖造成對造困擾之騷擾型證據發現申請。 

 

除這些建議與應注意事項外，PTAB 亦提出下列證據發現申請准否之判斷要素，

以下說明之。 

 

 適時提出 第一款

 

    AIA 複審程序相當重視證據發現之「適時」與「時間性」(timing)，不論是

透過「進度安排命令」(scheduling order)安排例行證據發現之時程，或是 PTAB

之 12 個月法定審理期間皆顯示出，PTAB 高度重視當事人適時進行簡潔明確之

證據發現程序。 

     PTAB 對程序時間之高度掌控直接反映於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之准駁上，在

Apple Inc v. Achates Reference Publ’g, Inc., IPR2013-00080, -00081 案中，專利權人

Achates 表示欲就「Apple 公司與第三方之關係」進行額外證據發現，指稱該額

外證據發現係為判斷另一件於 2011 年起訴，與本案相關之訴訟中和 Apple 公司

同列被告之當事人，是否真為 Apple 公司之實際利害關係人(real parties-in-interest)

或關係人(privies)
200。惟 PTAB 駁回 Achates 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認為 Achates

所提理由僅屬臆測推斷之詞201，且 Achates 遲延提出申請之行為也被 PTAB 列入

准否之考慮當中。本案專利權人 Achates 在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時間上之遲延，更

加堅定 PTAB 駁回其證據發現申請之心證。PTAB 認為作為系爭 2011 年關係訴

                                                      
199

 Ryan Davis, PTAB Chief Judge Offers Tips on AIA Discovery, Amendments, LAW360, (Feb. 3,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law360.com/articles/615912/print?section=ip 

[http://perma.cc/2L9E-EX8M]. (last visited Aug. 23, 2016) 
200

 Supra note 168168, at 2. 
201

 Id.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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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之原告，Achates 本已掌握 Apple 與其共同被告收受訴狀之日期，Achates 卻刻

意等到 Apple 提起複審申請後三個月，本身應提出專利權人初步回應期限之前一

周，才向 PTAB 提起額外證據發現申請202，對於 Achates 此種行為，PTAB 在程

序進度與整體考量下駁回該額外證據發現之申請。 

同樣因延遲提出而被駁回案例相當多，Nestle Healthcare Nutrition, Inc. v. 

Steuben Foods,Inc.,IPR2015-00195, IPR2015-00249 案203以及 Capioncall, L.L.C. v. 

Ultratec, Inc., IPR2015-00636、IPR2015-00637 二案204皆可作為借鑑，前者之專利

權人 Steuben Foods 關於對造部分銷售契約申請進行額外證據發現。因該案複審

程序申請人 Nestle Healthcare Nutrition 過去向訴外人 GAE Process Engineering, 

Inc(以下簡稱 GAE)及 GAE 之前任經營者 Procomac SpA 購買七臺裝瓶機(bottling 

machines)，而七臺設備係分三次購買，其中專利權人 Steuben Foods 主張 Nestle 

Healthcare Nutrition 拒絕其引用特定附件，並直至 Steuben Foods 向地方法院於關

係訴訟中請求裁定撤銷保護令，Nestle Healthcare Nutrition 始同意該些附件之使

用。 

然而 PTAB 判斷下，認為複審程序申請人 Nestle Healthcare Nutrition 早已於

2015 年 5 月 22 即告知 Steuben Foods 該些附件與兩分裝瓶機之銷售契約有關，

專利權人卻在知悉該資訊存在之七個月後始提出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不符合適時

提出之要求，亦與複審程序嚴格遵守法定期限之宗旨相悖，故駁回專利權人

Steuben Foods 關於此部分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205。至於 Capioncall, L.L.C. v. 

Ultratec, Inc., IPR2015-00636、IPR2015-00637 案中 PTAB 駁回專利權人 Ultratec

所為，對對造證人參考之申請專利範圍對照表為額外證據發現之申請，同樣係因

當事人遲延提出，是專利權人 Ultratec 於得為額外證據發現時期起，兩個月後方

提出該申請，PTAB 認定不符適時提出之要求，駁回其額外證據發現申請206。 

    雖然遲延提出額外證據發現申請遭 PTAB 駁回之機率相當高，但過早提起之

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亦可能面臨遭PTAB駁回之命運。如Microsoft Corp. v. Surfcast, 

                                                      
202

 Id. 
203

 Nestle Healthcare Nutrition, Inc. v. Steuben Foods,Inc., IPR2015-00195, IPR2015-00249, Paper 71 

(P.T.A.B. Jan. 19, 2016). 
204

 Capioncall, L.L.C. v. Ultratec, Inc., IPR2015-00636, IPR2015-00637, Paper 20 (P.T.A.B. Jan. 26, 

2016) 
205

 Supra note 203, at 8. 
206

 Supra note 204,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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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 IPR2013-00292 案207中，進行最初電話會議(initial conference call)時，複審程

序申請人Microsoft便向 PTAB請求就涉及專利權人 Surfcast之「早期構想」(earlier 

potential conception)、「風險評估」(diligence)、「標的專利實踐紀錄之證詞筆錄」

(deposition transcript)與「證物」(exhibits)進行開啟額外證據發現，惟 PTAB 認為

該申請提起時間過早而拒絕 Microsoft 之請求。是專利權人 Surfcast 尚未提出其

專利權人初步回應資料，亦未對復審程序申請資料之先前技術做出回應，

Microsoft 此時即要求為額外證據發現過於急躁208，故不予同意。 

    前述案例皆顯示 PTAB 對復審程序時間進展之重視，若證據發現申請過於輕

率或延滯皆可能導致申請被駁回，無法取得所需資訊之下場。自前述幾件案例經

驗中可發現，為確保整體複審程序行進之流暢，PTAB 不論在例行證據發現程序

或額外證據發現程序皆採嚴格把關態度，即使當事人僅係知悉特定事證資料之存

在，一旦被 PTAB 認定其知悉卻遲延提出額外證據發現之申請，最後仍可能落得

為 PTAB 駁回其申請之結果。 

    因此，如何於「妥適之時間」提起額外證據發現申請顯得格外重要，當事人

應審慎注意得進行證據發現之各期間，避免過晚提起申請，但亦不得早於程序設

計之證據發現階段。故當事人提出時間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之最佳時間，係收受對

方最初揭露資訊後，盡速確認欲攻防之爭點，並於本身證據發現請求期間內盡早

提出證據發現申請，保留撰寫與修正摘要之緩衝時間，以及進行證據發現容許對

方蒐集與提出資料之時間，如此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最有機會得到 PTAB 之核

准。 

 

  「釣魚式蒐證」之禁止 第二款

 

在額外證據發現申請需經過 Garmin 案五項判斷因素檢驗下，與 Garmin 五

項判斷要素衝突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便是：「請求不具實益之證據發現」、「請求

資訊之範圍過於寬泛而不明確」、或「請求基礎出於臆測之詞」等類型。PTAB

嚴正表示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不應淪為釣魚式蒐證(fishing expedition)之手段，該程

序不允許當事人以濫行要求大量資料與事證之方式，期待因而獲得意外之外之有

                                                      
207

 Microsoft Corp. v. Surfcast, Inc., IPR2013-00292, Paper 25 (P.T.A.B. Dec. 31, 2013). 
208

 Id.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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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事證209。 

為避免此種不公平手段出現，提起額外證據發現之申請人須已掌握一定程度

之證據或論理基礎210，且其請求基礎非出於臆測，並須說服 PTAB 該額外證據發

現有取得「有用資訊」之可能。為避免不合理之釣魚式蒐證發生，申請人須於申

請內容中清楚敘明已取得足以支持該額外證據發現程序必要性之證據。 

 

第五項 額外證據發現之申請與摘要撰寫 

 「准予提出」之聲請 第一款

 

除請求開啟複審程序之申請外，原則上複審程序中之救濟與請求皆須事先取

得 PTAB 之授權與同意，額外證據發現亦在其列211。通常當事人回應對造主張前

皆須先行取得 PTAB 之同意，於電話會議中經 PTAB 授權後方得為之212，此「事

前授權」機制(preauthorization procedure)讓 PTAB 得先行判斷該申請內容有無必

要、提起事由是否完備等，並允許 PTAB 有足夠時間調整程序流程之進行，或於

必要時向當事人要求摘要內容。此外，透過「事前授權機制」確保複審程序之迅

速進行，降低程序費用，有時甚至得透過已揭露之事證分析，引導雙方當事人進

行和解213。 

但某些例外情形則不需事先取得 PTAB 授權，例如因申請本質使然，或本質

不具事先申請之實益。前者如「聲請保密裁定」(motion to seal)、與程序申請一

併提出之「請求放寬頁數限制」申請(motion to waive page limit filed with a petition)

等，後者則如已包含自動授權性質之 PTAB 指令，例如請求「覆審」(rehearing)、

「進度安排命令已授權對交互詰問提出意見」之情形 (scheduling orders 

preauthorize observations on cross-examination)以及「請求證據排除」（motion to 

exclude evidence）等214。 

                                                      
209

 Supra note 157, at 18. 
210

 Id. 
211

 37 C.F.R. § 42.20(a) (2012); Office Patent Trial Practice Guide, supra note28, at 48762. 
212

 Rules of Practice for Trials Before the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supra note 107, at 48619. 
213

 Office Patent Trial Practice Guide, supra note 28, at 48765. 
214

 Supra note 157, 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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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 PTAB 於電話會議中便會作出決定並當場告知當事人其同意或駁回該

申請，會議後再完成相關書面文件。尤其在「最初電話會議」(initial conference call)

中較常發生，最初電話會議大多於複審程序正式開啟後一個月內進行，有時則是

程序開啟一個月後，特別為申請 PTAB 授權而進行之電話會議215。同時，申請人

最晚應於電話會議前二日，將其預計將於複審程序中之所有申請項目，列表提交

予 PTAB 及對造律師，讓 PTAB 與對造有充足時間為電話會議進行準備216。 

PTAB 自實務經驗中亦發現，在程序早期即點出「程序爭點」(procedural 

issues)，能盡早排除不符程序爭點範圍之請求，有助於避免當事人就非必要之點

為摘要(unnecessary briefing)，確保雙方律師皆能在程序爭點範圍內進行溝通，提

升程序整體效率。故 PTAB 通常會於電話會議過程中或稍後，整理出該複審程序

之程序爭點，降低額外要求摘要之可能。如此，PTAB 得盡快聚焦於重要爭點之

探討，避免因超出程序審理範圍之不當申請增加當事人壓力，達到程序簡化、費

用降低、減輕當事人負擔之成果。 

藉由在複審程序中扮演積極角色，PTAB 更能排除程序延宕之風險，並能確

保雙方律師在相關專利爭點上更有效率地進行辯論與爭議解決217。不過必要時，

PTAB 仍可能衡量個案情形後調整複審程序之進行與當事人請求內容相合218。 

 

 提出摘要 第二款

 

    與聯邦法院專利訴訟程序相同，PTAB複審程序之往來文件亦設有頁數限制。

當事人所提出之申請文件與異議（opposition）文件皆受至多 15頁之篇幅限制219，

異議（opposition）須於收受對造程序文件之一個月內提出。對異議之回應文件

則須於收受異議後一個月內，於 5 頁篇幅內做出回應220。不過程序文件之目錄、

引用文獻(Table of Authorities,TOA)、送達回證(Certificate of service)、或附錄附件

(appendix of exhibits)等並不包含於頁數計算內221。PTAB 鼓勵當事人提出之文件

內容應「簡潔、層次分明、清楚易懂(easy-to-follow)且有證據紀錄足以支持其論

                                                      
215

 Id. 
216

 Office Patent Trial Practice Guide, supra note 28, at 48763. 
217

 Id. 
218

 Id. 
219

 37 C.F.R. § 42.24(a)(1)(v) (2014). 
220

 37 C.F.R. § 42.24(b)(3) (2014); 37 C.F.R. § 42.25(a)(1) (2014). 
221

 37 C.F.R. §§42.24(c)(2) (2014); 37 C.F.R. § 42.25(a)(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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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222，此外PTAB複審程序審理之專利行政法官過去皆有專利律師之實務經驗，

故當事人無庸再就專利基礎理論與原理原則上耗費大量篇幅進行說明。 

  

                                                      
222

 Office Patent Trial Practice Guide, supra note 28, at 48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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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PTAB 額外證據發現重要裁定之探討與分析 

AIA 實行至今短短幾年間，PTAB 已作出許多關於各類額外證據發現申請准駁之

決定，包含對實質利益關係人(real party-in-interest)、關係人(privity)、構築證據

(underlying evidence)之相關資訊、或當事人意見隱含之資訊，以及涉及輔助判斷

因素之資訊等請求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其中對於實質利益關係人與非顯而易見

性之輔助判斷因素為最常見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類型223。 

以下將整理幾件 USPTO AIA 資訊網站所列建議程序使用人參考，PTAB 已為之

額外證據發現決定，並從中觀察值得借鏡之處。其中一大重點便是 PTAB 決定是

否同意這些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時，一再以Garmin案五項判斷因素作為衡量基準，

且 PTAB 所同意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大都符合前面所述，「及時提出、具足夠事

證基礎(well supported)、清楚、明確限縮於非公開管道可取得之資訊、且該資訊

與複審程序爭點直接相關、該資訊無法自例行證據發現程序取得」等特徵。 

第一項 指明「實質利益關係人」 

根據程序指南，複審程序申請人應指明所有實質利益關係人，理由有二，一

來讓 PTAB 委員掌握潛在衝突(potential conflicts)，二來確保禁反言規定之適用範

圍224。美國專利法第 312 條與 322 條亦將「指明全部實質利益關係人」列為複

審程序之申請要件之一225。程序指南就「實質利益關係人」與「關係人」差異之

說明，表示所謂「實質利益關係人」係指「有意、希望系爭專利進行複審者」(the

party that desires review of the patent )，且其本身極有可能立於複審程序申請人之

地位之人，故實質利益關係人可能為背後促使該複審申請提起者(may be the party

or parties at whose behest the petition has been filed)
226。至於「關係人」(privity)定

義範圍較廣，指非屬複審程序申請文件中需明示之實質利益關係人，但於複審程

序之進行與事證蒐集有關係者227。

223
Supra note 164, at 22. 

224
Id. 

225
35 U.S.C. § 312(a)(2) (2012). 

226
Office Patent Trial Practice Guide, supra note 2828, at 48759. 

227
Id. at 48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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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指明「實質利益關係人」之重要性在於，請求開啟 IPR 程序時，複審

程序申請人之申請文件除應就欲撤銷申請專利範圍與相關先前技術進行說明，若

申請文件完整論述，卻在實質利益關係人之指明上有疏漏，或申請人刻意不指明

部分實質利益關係人，PTAB 得以此為由拒絕開啟 IPR 程序。 

PTAB 對實質利益關係人與關係人之認定主要採個案判斷，不過程序指南仍

能提供一些實質利益關係人認定上之參考，舉例言之，「對 IPR 或 PGR 複審程序

之申請或程序進行有出資、指導、控制權者，即屬實質利益關係人，即便其並非

複審程序申請人之關係人，亦不妨礙實質利益關係人之成立」228。 

是複審程序有無開啟必要之初步攻防中，專利權人之抗辯原因經常聚焦於複

審程序申請人之實質利益關係人與關係人部分，專利權人採此策略原因眾多，一

來盡量將實質利益關係人拉入禁反言限制範圍內，二來攻擊這個部分能夠爭取

PTAB 以「複審程序申請人未能完整提交實質利益關係人與關係人資料，不符程

序開啟規定」為由，駁回複審程序申請之機會。以下則透過與「實質利益關係人」

爭議相關，PTAB 同意或駁回其額外證據發現之案例，觀察 PTAB 之實務運作。 

 

一、The Mangrove Partners Master Fund, LTD.v. VirnetX Inc. 

    The Mangrove Partners Master Fund, LTD. v. VirnetX Inc.一案229中 PTAB 以專

利權人 VirnetX 除主張複審程序中使用避險基金之資助外，缺乏進一步之論述與

說明，舉證不足超越「僅為空泛主張可能因此取得有用資訊」之程度，駁回當事

人關於實質利益關係人部分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本決定作成前，PTAB 於前次

程序文件往來中授權專利權人 VirnetX 提出關於訴外人是否屬於複審程序申請

人之實質利益關係人相關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同時 PTAB 亦同意複審程序申請

人得就疑義部分提出異議230。 

    於其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中，專利權人主張訴外人 Nathaniel August 為複審程

序申請人 Mangrove Partners 避險基金之董事長(president)與最大股權持有人

(majority owner)，且該避險基金對複審程序申請人之投資有「完全控制之影響力」

(complete discretion to control )。但 PTAB 認為即使事實如此，專利權人提出之證

                                                      
228

 Id. at 48760. 
229

 The Mangrove Partners Master Fund, LTD. v. VirnetX Inc., IPR2015-01046, Paper 25( Dec.21, 

2015) 
230

 Id.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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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尚不足證明其所稱完全控制或指導提起複審程序之情形。雖然專利權人提出之

申請登記投資投顧之相關文件、並引用 Mangrove Partenrs 為該避險基金提供全

權投資業務(provides investment management services on a discretionary basis to the 

Funds)之證據，且 Mangrove Partenrs 全權處理各避險基金之資產(Mangrove has 

discretionary authority to manage the assets of each Fund)
231。 

    惟PTAB認為這些文件皆未包含或甚至碰觸到本次複審案件之提起與進行，

無法證明該些金額與基金之投入係為本次複審案件所用，亦未能指出那些投資人

在本次複審案件之準備或提出上係具控制力之人。在認為這些證據不足以說服

PTAB 當透過此項額外證據發現能因而取得有益本案之有用資訊之情形下，駁回

專利權人之申請。PTAB 並指出專利權人對「實質利益關係人」之解釋並不正確，

反而不當地將所有投資企業會基金之主要(或相對少數)股東全納入「實質利益關

係人」之範圍，與法條要求臚列「實質利益關係人」之目的不符232。 

 

二、RPX Corporation v. Applications in Internet Time, LLC 

    RPX Corporation v. Applications in Internet Time 一案233中，專利權人

Applications in Internet Time(以下簡稱 AIT)主張其所提出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符

合 Garmin 案第一項判斷因素之檢驗。PTAB 亦肯認 AIT 提出之下述事實具有說

服力。 

    案中專利權人所請求進行額外證據發現之證據係關於複審程序申請人 RPX

之商業模式，而 RPX 之商業模式顯示出其為訴外第三人之代理人(agent)或受委

託人(proxy)，因 RPX 為其客戶企業法務團隊之延伸(serves as an extension of the 

client’s in-house legal team)且其提供之專利風險管理業務中，其中之一項便是於

客戶被控專利侵權時，代理客戶處理部分侵權責任事宜，包含挑戰或嘗試撤銷可

能用以控告其客戶之專利234。此外，Salesforce 為複審程序申請人之客戶，RPX

與 Salesforce 之董事會成員有部分重疊之情形。另外本案專利權人先前已就本件

爭議專利向Salesforce提出專利侵權訴訟，Salesforce因而受35 U.S.C. § 315(b)IPR

                                                      
231

 Id. at 2-3. 
232

 Id. at 4. 
233

 RPX Corporation v. Applications in Internet Time, IPR2015-01750, IPR2015-01751, Paper 11 

(P.T.A.B. Oct. 11, 2015). 
234

 Id.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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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期限之限制，需於一年內提出 IPR 申請否則將不得再尋求複審解決機制。但

當時 Salesforce 針對本案爭議專利提起之 CBM 複審申請被 PTAB 所駁回。 

觀察這些事實證據下，PTAB 進一步表示，訴外第三人是否為當事人之實質

利益關係人在判斷上個案性質強烈，需視不同案件之事實情狀(a highly 

fact-dependent question 個案判斷235。至於第三人對複審案件是否有控制力則僅為

諸多判斷因素之一，畢竟實質利益關係人此一門檻係為了避免同一利益關係群體

不斷提起專利複審，騷擾專利權人、使其疲於應付專利撤銷訴訟而設。綜合本案

情形，Salesforce 確實受美國專利法 35 U.S.C. § 315(b)規定，需於被控侵權一年

內提起 IPR 之限制，而本案 AIT 所提出，關於 RPX 與 Salesforce 間關係之細節

事項，足以認定 RPX 之所以提起本件 IPR 複審案件係因 Salesforce 已逾一年期

限無法藉複審程序挑戰本案爭議專利，專利權人就 Salesforce 所請求，額外證據

發現申請符合發現正義所必須之要求，PTAB 同意專利權人請求 RPX 提出足以

顯示 Salesforce 與 RPX 關係之文件、例如雙方簽訂之客戶協議、雙方之服務提

供與計價等相關文件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 

 

三、Unified Patents Inc. v. Dragon Intellectual Prop., LLC 

另Unified Patents Inc. v. Dragon Intellectual Prop., LLC, No. IPR2014-01252案

中，專利權人 Drag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 LLC 於其專利權人初步回應中即爭執

申請人 Unified Patents Inc.在 IPR2014-01252
236之申請文件中，並未完整列出所有

實質利益關係人。是該案複審程序申請人 Unified Patents Inc.提起本件 IPR 申請

前，專利權人 Drag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 LLC 早已於地方法院以該 IPR 標的專

利提起十件專利侵權訴訟237，專利權人認為 Unified Patents Inc.出自於一會員集

資公司，專門藉 IPR 複審程序攻擊非專利實施實體（Non-Practicing Entity, NPE）

之專利。並且，專利權人 Drag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主張 Unified Patents 未於 IPR

複審程序申請文件中詳列所有指示或指導本件複審程序之會員238，並質疑

Unified Patents 準備本次複審程序與申請複審之費用係來自其他會員之支付。 

                                                      
235

 Id. at 4. 
236

 Unified Patents Inc. v. Dragon Intellectual Prop., LLC, IPR2014-01252, Paper 37, at 9-10 (P.T.A.B. 

Feb. 12, 2015). 
237

 Id. at 3. 
238

 Id. at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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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此案，PTAB 處理了當事人與其專利防禦聯盟成員間如何界定實質利益

關係人之問題，PTAB 表示，即便如專利權人屬於所稱專利防禦聯盟，亦不表示

所有成員皆有出資、指示(direct)、或建議針對該案標的專利進行 IPR 複審239，故

當事人並無將所有會員列為實質利益關係人之必要，故 PTAB 認為專利權人

Dragon 對實質利益關係人標列不足之質疑不成立，無礙複審程序之開啟240。

四、Zerto, Inc. v. EMC Corp. 

Zerto, Inc. v. EMC Corp 案中241
PTAB 部分同意專利權人 EMC Corp 就複審程

序申請人 Zetro, Inc 之母公司 Zerto, Ltd.應為其實質利益關係人之事證資訊進行

額外證據發現。本案中專利權人 EMC Corp 表示複審程序申請人 Zetro, Inc 係

Zerto, Ltd 百分之百控股公司，受 Zerto, Ltd 之完全控制，但複審程序申請人於提

起本件 IPR 案件時卻未將 Zerto, Ltd 列為其實質利益關係人。故專利權人 EMC 

Corp 請求就(1)對造律師曾提及，界定各公司義務關係之「集團內部公司間協議」

(intercompany agreements)進行額外證據發現，(2)關於母公司「提供 Zetro, Inc

本件 IPR 案件預算，共同擬定複審策略、或涉資助本件複審案件」等行為之相關

文件，(3)請求對 Zetro, Inc 及其母公司最高決策者進行取證。本件決定中，PTAB

同意專利權人第一項與第三項之額外證據發現請求。 

是本案專利權人透過對造 Zetro, Inc 母公司之網站資料，指出其網頁內容顯示

Zetro, Inc 與母公司 Zerto, Ltd 對外皆以同一實體進行交易，兩者管理團隊共同，分

駐兩方工作場所。此外專利權人並以報紙專欄文章為證，證明兩間公司共同之執行

長對外說明時，並無區分兩間公司之不同，而是一概統稱「我們的行銷團隊、我們

營業額、我們總部」等。對此 PTAB 認為，因 Zetro, Inc 並未明確反對第一項文件提

出請求，請表示該請求範圍過於模糊且寬泛，並且，係 Zetro, Inc 率先於電話會議中

提起「集團內部公司間協議」一事，並表示當中說明了公司間之權限義務，故

PTAB認為專利權人前述提出之證據與論述已足證明這部分之額外證據發現請求

並非空泛主張，其有高度可能得因而取得實質有用資訊，故予以同意。 

239
Id. at 11-12. 

240
Id.at 12. 

241
Zerto, Inc. v. EMC Corp., IPR2014-01254, IPR2014-01295, IPR2014-01329, IPR2014-01332, 

Paper 15 (P.T.A.B. Nov. 2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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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GEA Process Eng’g, Inc. v. Steuben Foods 

GEA Process Eng’g, Inc. v. Steuben Foods, Inc.,IPR2014-00041 案242中，專利權

人主張複審程序申請人之律師同時亦為兩個訴外人之訴訟律師，認為此一事實足

以證明複審程序申請人因未揭露此兩位訴外人而不符合明示實質利益關係人

（real party in interest 或 privy）之要求243。

惟專利權人此樣主張對 PTAB 而言並不足採，是 PTAB 認為專利權人未能提

出任何證明，說明複審程序申請人 GEA 曾經尋求，或接受共同律師之訴外人任

何與支持 GEA 進行本複審程序有關之建議、概念策略或經濟補助(monetary 

compensation)之情形244。同樣情形亦出現在 Innolux Corp. v. Semiconductor Energy

Lab Co., IPR2013-00028 案245中，專利權人 Semiconductor Energy Lab (以下簡稱

SEL)同樣主張該 IPR 複審程序與他案專利訴訟律師相同，而對造未揭露共同律

師代表之其他訴外人之行為，不符合 IPR 程序指出實質利益關係人義務之開啟要

件。惟 PTAB 同樣認為該 IPR 複審程序之專利權人「未能證明僅因為 Innolux 候

位律師(backup counsel)亦為相關專利訴訟其他共同被告之律師，即表示其他共同

被告對本件 IPR 複審程序有任何形式之控制力」246。

自前述實務案例觀察可發現，專利權人於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中主張之論點，

經常被 PTAB 認為不具說服力，許多 PTAB 做成之決定中可發現，即便複審程序

之律師同時亦為另一當事人(通常係被指稱實質利益關係人 alleged real 

party-in-interest)於地方法院專利訴訟之律師，PTAB 通常不會認為該專利訴訟與

專利權人必然有關聯。故若希望成功取得 PTAB 授權開啟額外證據發現程序，專

利權人申請內容應經過「嚴密限制」(narrowly tailored)，所稱「嚴密限制」(narrowly

tailored)係指其申請應於內容中應敘明依 Garmin 案五項判斷因素下，該案如何透

過額外證據發現之手段，達成獲取有用資訊之目的。

從這些 PTAB 同意或駁回專利權人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之決定中可發現，

PTAB 在涉及實質利益關係人或利害關係人之議題上，對於已限縮範圍且內容經

242
GEA Process Eng'g, Inc. v. Steuben Foods, Inc., No. IPR2014-00041, Paper 23 (P.T.A.B. Apr. 22, 

2014). 
243

Id. at 4-5. 
244

Id.at 6.  
245

Innolux Corp. v. Semiconductor Energy Lab Co., IPR2013-00028, Paper 31 (P.T.A.B. May 21, 

2013) 
246

Id. a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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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密剪裁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同意機率較高247 

第二項 輔助判斷因素相關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 

當檢驗標的專利是否因有 35 U.S.C. §103 顯而易見性(obviousness)而不具可

專性時，PTAB 依循美國最高法院 Graham v. John Deere Co.案之判斷標準248。

PTAB 首先確認先前技術之範圍與內容，接著觀察標的申請專利範圍與先前技術

之差異，解析熟習相關技術領域之技術程度。確認前述幾項檢驗之根本狀態後，

PTAB 需判斷標的專利是否符合專利屬非顯而易見性之要求。進行判斷時，PTAB

得將輔助判斷是否為非顯而易見之相關證據納入考量，例如「商業成就」

(commercial success)、「存在已久但未獲解決之技術問題」(long-felt but unresolved 

needs)、「相關領域之失敗經驗」(failure of others)等249。

透過這些輔助判斷因素，得避免審理者因後見之明，將現有技術高度套回專

利申請時之技術程度而擴大先前技術影響範圍，否定標的專利對當時技術之突破

250。而專利權人提出此類證據並希望其發揮作用時，應努力證明輔助判斷因素與

標的申請專利範圍間之連結關係251。 

至於當事人能否成功於複審程序中為輔助判斷因素相關主張，相當高程度仰

賴其能否順利取得相關證據並提出於 PTAB。許多案件中複審程序當事人皆向

PTAB 提出就輔助判斷因素有關事證進行證據發現之申請252，是此類資訊通常不

屬於 37 C.F.R.§42 所設定例行證據發現程序之揭露範圍。故對輔助判斷因素相關

資訊進行之證據發現，通常屬於額外證據發現程序之範疇，而需受「發現正義所

必須」門檻之拘束253。不過 PTAB 對此類資訊之證據發現態度相當保守，在許多

複審案例中以不同理由駁回當事人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 

以下幾件案例係 USPTO 建議複審程序使用人參考，PTAB 已作出、與請求

就輔助判斷因素資料為額外證據發現之相關決定，這些案例經驗中有助於未來實

247
Id. 

248
In re Kahn, 441 F.3d 977, 985 (Fed. Cir. 2006) (citing Graham v. John Deere Co., 383 U.S. 1, 17 

(1966)). 
249

Supra note 122, at 8. 
250

Id. 
251

Supra note 177, at 4. 
252

37 CFR 42.51(b)(1) (2012). 
253

37 CFR 42.51(b)(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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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參與者於此類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時，避免陷於相同之錯誤。 

 

一、Garmin 案 

    由於 Garmin 案係第一件 AIA 實施後第一件 IPR 案件，當事人對於 PTAB 許

多判斷標準並不了解。專利權人 Cuozzo 對於非顯而易見性之輔助判斷因素相關

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上亦為 PTAB 所糾正。由於大部分專利權人 Cuozzo 請求之

資料皆與專利非顯而易見性之輔助判斷因素有關，如久懸未決之技術問題、產業

中常存已久之失敗經驗、商業成就、以及抄襲模仿他人技術等。但在 Cuozzo 的

額外證據發現申請當中，Cuozzo 卻沒有提出任何能支持其指稱 Garmin 抄襲其發

明與技術之論理及證據，或證明 Garmin 曾嘗試卻無法達成與 Cuozzo 發明專利

同等功能之裝置、或說明 Garmin 之商業成就係來自其產品含括了 Cuozzo 發明

之技術特徵等等。在欠缺相關證據佐證下，Cuozzo 關於 Garmin 商業成就此一輔

助判斷因素相關資訊的請求上，因在 Cuozzo 發明專利與該項額外證據發現申請

間之「關聯性」(nexus)舉證不足，無法提供充分證據證明其請求銷售量與標價資

訊之「構件」(unit)與 Cuozzo 專利之創新技術特徵有關254。對此 Garmin 則反駁

其產品所包含之「速限提醒」之技術特徵僅為其導航產品諸多特色之一，並非其

產品於市場受到青睞之主要技術特徵。 

    對此 PTAB 則認為，雖然 Cuozzo 之專利涉及「全球定位系統接受器」(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receiver)之使用，但並未以該接受器作車輛導航之用。故倘

Garmin之裝置係屬導航裝置，且若該接受器之使用為導航之實質且必要輔助時，

Cuozzo 如此請求更是欠缺該導航裝置與 Cuozzo 本身專利之「關聯性」，故 Cuozzo

與此爭議相關之書面詢問單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便為 PTAB 所駁回255。至於何謂輔

助判斷因素中，業界久懸未決之技術問題，PTAB 認為應係於該技術領域中，許

多具優該技術領域知識者，不斷用不同方式嘗試突破卻未果者方屬之，故 Cuozzo

僅主張 Garmin 試圖解決該技術問題卻失敗並不足以代表該問題無法解決之廣泛

性。因此 PTAB 認為 Cuozzo 關於此爭議之額外證據發現請求，未能提出足夠證

據證明 Garmin 確實曾嘗試卻無法成功解決技術問題，亦未能說明技術問題係廣

                                                      
254

 Supra note 122122, at 8. 
255

 Id.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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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存於該技術領域之中，其提出之書面詢問單第九點亦為 PTAB 所駁回256。 

    至於 Cuozzo 主張 Garmin 藉「速限提醒」技術特徵向消費者收取較高之溢

價，進而向 Garmin 請求與此相關之資訊，希望能使其主張更有說服力。例如透

過請求文件提出第三點中：「與之速限提醒直接相關之授權、和解、共同開發或

技術移轉契約其文件之提出」；請求文件提出第四點：「Garmin 與任何客戶、終

端消費者授權契約等，所有涉及或提及速限提醒功能之文件」；請求文件提出第

六點：「Garmin 公司關於決定發展速限提醒功能並將之商業化所作成之市場分析、

市場行銷計畫或市場藍圖相關文件」等，以及相似之書面詢問單問題，對於這些

部分 PTAB 都認為 Cuozzo 在請求的同時並未提出足夠之證據與論述，證明

Garmin 係因「速限提醒」功能而得得向客戶收取高於市場價格之產品溢價257。 

    此外，Cuozzo 於文件提出請求第九點與第十點中，要求 Garmin 提供其與

Cuozzo 專利發明人接觸之相關文件，以及 Garmin 本身導航裝置專利(U.S. Patent 

No. 8,258,878)申請文件、其相關之契約、曾討論 Cuozzo 本案爭議專利之相關文

件。是 Cuozzo 請求這些文件目的在於用以證明 Garmin 有抄襲或使用及技術特

徵之情形，惟 PTAB 審慎判斷後，認為 Cuozzo 提供之證人證詞中，其發明人表

示「在取得本案爭議專利後，由於知悉 Garmin 公司正在銷售配有速限提醒之導

航裝置，我便以電話與 Garmin 公司聯繫並將專利號碼給 Garmin 公司代表人員。

後獲 Garmin 公司律師回覆，表示經比對後其公司產品並未落入 Cuozzo 該項專

利之專利範圍中，因 Cuozzo 專利包含建置於汽車內之作業系統，而 Garmin 銷

售之產品並無申請專利範圍中所提之儀表組(gauge cluster)」。 

    檢驗前述之證人證詞後，PTAB 認為僅能證明 Garmin 公司律師確實有評估

過 Cuozzo 之專利並認為其公司產品沒有侵權，但並不表示 Garmin 公司因而在

製造販售具速限提醒功能之產品前已知悉 Cuozzo 之專利，亦無法因而認定

Garmin 有抄襲之情形，畢竟 Garmin 亦可能獨立構思並研發出此項功能258。PTAB

更進一步闡述，一產品中出現申請專利保護之技術特徵並不能就此作為抄襲之證

據，該非顯而易見性輔助判斷因素所稱之抄襲必須有證明確有複製特定產品或技

術功能之證據方屬足夠。但 Cuozzo 提出證據遠遠不足說服 PTAB 該抄襲主張並

非僅出於 Cuozzo 之推測與臆想，故 Cuozzo 關於非顯而易見性輔助判斷因素之

                                                      
256

 Id. 
257

 Id. at 10. 
258 Id.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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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證據發現申請為 PTAB 所駁回259。 

 

二、Microsoft Corp. v. Proxyconn, Inc 

在 Microsoft Corp. v. Proxyconn, Inc.一案中，PTAB 駁回專利權人 Proxyconn

關於其所指稱商業成就情形及所稱發明(claimed invention)相關資訊之證據發現

申請260。是 Proxyconn 請求對複審程序申請人 Microsoft 之銷售數據(sales data)

為證據發現，欲用以證明 Microsoft 被控侵權產品在市場之上商業成就。惟

Microsoft 則表示其並未於其產品中使用系爭專利特徵技術，而該產品之商業成

就係來自 Microsoft 產品其他功能廣受市場青睞而故261。 

判斷應否准許 Proxyconn 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時，PTAB 聚焦於請求資訊與

待證事實之關聯性。是商業成就事證僅於所稱發明與商業成就確有關連時，始具

重要性。換言之，爭點在於該商業成就現象是否係來自於標的專利之創新功能

(novel feature)
262？假若商品獲得市場青睞之原因並非系爭專利技術特徵，而係產

品其他特殊之處吸引消費者，使銷售量大增，則商業成就相關數據資料對本案專

利進步性有無之分析將毫無助益263。 

故 PTAB 要求 Proxyconn 應先證明 Microsoft 之產品確實落入係爭申請專利

範圍，且其商業成就係因該專利技術特徵而來，惟 PTAB 最後仍認為 Proxyconn

無法證明所請求資訊與所稱商業成就之關聯性而駁回其額外證據發現申請。

PTAB 並指出雖然其已向 Proxyconn 要求這些證明資訊，但 Proxyconn 僅回覆提

出這些說明言之過早後便無進一步作為264。 

此外 PTAB 亦認 Proxyconn 請求之資料，不論「價格相關資訊」(pricing 

information)、「產品說明」(product reviews)、「行銷策略或有關資訊」(marketing 

materials)、「消費者回饋」(public comments)、「評鑑得獎紀錄」(rewards)等均屬

公開資訊(public information)
265。且 Proxyconn 提出如此廣泛證據發現請求時，未

為有意義之限縮、亦未提出與證據發現有限期間之應對，這樣的申請內容均讓

                                                      
259

 Id. at 12. 
260

 Supra note177.  
261

 Id. at 3. 
262

 Id. at 4. 
263

 Id. at 3. 
264

 Id. at 5. 
265

 Id.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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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B 相當不以為然，故最後無法說服 PTAB 同意其額外證據發現申請。 

三、Square Inc. v. REM Holdings 3 LLC 

Square Inc. v. REM Holdings 3 LLC IPR2014-00312 一案266中，雙方當事人先

經電話會議協調，由專利權人 REM Holdings 將欲進行額外證據發現之請求進行

調整，提出修改後之請求內容，包含書面詢問單 10 個問題，7 項契約草稿以及 3

項文件提出之請求267。對此複審程序申請人 Square 同意就書面詢問單前 5 項問

題進行答覆，並同意其中一項文件之提出。惟專利權人 REM Holdings 再次向

PTAB 請求同意其就剩餘項目進行額外證據發現，向複審程序申請人 Square 要求

提出該些資訊。 

對此，PTAB 認為專利權人 REM Holdings 書面詢問單當中關於一定期間內

Square 信用卡交易資訊之問題，並未提出足夠之證據說明該信用卡交易資訊與標

的申請專利範圍之關聯性。是專利權人 REM Holdings 僅出具聲明(declaration)表

示「已將 Square 之第一代信用卡讀卡裝置與裝置申請專利範圍進行比對」，對於

標的專利之方法申請專利範圍卻僅以「已將方法申請專利範圍 7 至 17 與 Square

用以處理信用卡交易之運作模式進行比較，Square 之商業模式實施所有標的專利

方法之步驟」如此結論性之文字帶過，故 PTAB 認為該聲明中專利權人並未描述

Square 處理信用卡交易之方法、亦未說明其如何知悉對造之交易處理方法，該申

請專利範圍比較系如何完成等，決定以專利權人未提出足夠證據說服 PTAB 該額

外證據發現申請標的與該爭議專利間存有關聯性，駁回專利權人之額外證據發現

申請。

四、Schott Gemtron Corp. v. SSW Holding Co 

Schott Gemtron Corp. v. SSW Holding Co一案268中，PTAB駁回專利權人 SSW

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本案中專利權人 SSW 請求對複審程序申請人 Schott 

Gemtron 之商業成就資訊進行證據發現，作為其專利具非顯而易見性之輔助判斷

因素。PTAB 對其額外證據發現之申請內容相當不以為然，認為 SSW 既未提出

266
Square Inc. v. REM Holdings 3 LLC., IPR2014-00312, Paper 23(P.T.A.B. Sept. 15, 2014). 

267
Id. at 5. 

268
Schott Gemtron Corp. v. SSW Holding Co., No. IPR2013-00358, Paper 43 (P.T.A.B. Feb. 1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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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證據證明「產品銷售與商業成就有關」269，舉證程度遠不達請求門檻之要求

外，SSW 亦未對其所稱之發明與對造產品商業成就之「關聯性」為充足之說明，

SSW 如此之請求內容，完全不符合 Garmin 案第一項判斷因素「有發現有用資訊

之可能，且非空泛主張」(More Than A Possibility And Mere Allegation that 

something useful will be discovered)最低限度之要求270。 

尤其 SSW 聲稱 Schott Gemtron 因為銷售具有系爭專利技術特徵之產品而享

有高度商業成就，Schott Gemtron 企業本身也因此獲得商業成就之利益等，如此

空泛之主張中，SSW 並未對其自身之商業成就提出任何量化資訊，亦未說明其

指稱 Schott Gemtron 因此而獲商業成就之合理基礎為何271。故 PTAB 認為 SSW

所提出之論理與主張有極大瑕疵，認 SSW 並未證明 Schott Gemtron 系爭包含多

項技術特徵之產品，之所以獲得商業成就係來自 SSW 所稱之專利技術特徵。此

外 PTAB 亦相當不贊同 SSW 寬泛之申請內容，SSW 雖列出特定產品構件編號以

及爭議申請專利範圍之各項構件，但理由說明中卻又表示所請求者不限於文件列

出之構件資料。除內容不受 PTAB 支持外，SSW 在此向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時亦

有遲延之情形，直到複審程序已開啟兩個月後，SSW 始向 PTAB 申請進行額外

證據發現，且當時距離專利權人 SSW 應提出回應之期限僅剩 3 周，內容不完整，

提起時間有所延誤均導致 PTAB 最後決定駁回專利權人該項額外證據發現申請

272。 

在此案後另一件相關之 IPR複審案件(IPR2014-00367之 Schott Gemtron Corp. 

v. SSW 案)中，專利權人 SSW 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亦為 PTAB 所駁回273。是該項

駁回決定中，相較於 Garmin 案其他判斷因素，PTAB 用更多篇幅探討第五項判

斷因素「所請求項目不至造成複審程序申請人 Schott Gemtron 過於沉重之負擔」

(Requests Not Overly Burdensome To Answer.)在該案之適用。PTAB 雖然承認這次

專利權人 SSW 在某些請求內容上已為嚴密限制(narrowly tailored)，但其他請求

內容，例如「請求所有相關文件與通訊資料，不論係對造之內部或外部資訊、任

何包含或涉及該四項爭議圖示之資料、且證據發現範圍不限於特定受僱人」等，

這類額外證據發現申請皆過於寬泛，讓 PTAB 難以苟同。 

                                                      
269

 Id. at 4 
270

 Id. at 4. 
271

 Id.at 5-6. 
272

 Id.at 7. 
273

 Schott Gemtron Corp. v. SSW Holding Co., IPR2014-00367, Paper 20 (P.T.A.B. Aug. 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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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PTAB 亦不贊同專利權人所稱，「透過簡單關鍵字搜尋即可滿足文件提

出義務」之說法，畢竟對電子儲存資訊進行證據發現，Schott Gemtron 勢必須對

所有儲存資料進行篩選，亦須多項系統與電子帳戶交互檢視。PTAB 亦指出與本

案較為相關之受僱人均已於先前證據附件中列出，故 SSW 當時申請時若能限縮

於該些受僱人，PTAB 對本件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才比較可能傾向同意專利權人之

請求274。 

 

五、前述非顯而易見性相關案例之經驗觀察 

   是 PTAB 複審程序中，欲對非顯而易見性(nonobviousness)輔助判斷因素進行

額外證據發現者多因複審程序之「有限證據發現」(limited discovery)而困難重重，

尤其專利權人為取得准予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決定之前置作業更加不易。若希望從

PTAB 大量駁回決定中逆勢而起，專利權人為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時，應注意其請

求標的務必針對「非公開資訊」。為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時，內容應確實限縮請求

標的與範圍，同時盡力蒐集所有與該請求標的相關之公開資訊，以證明再藉由額

外證據發現，可揭露更多對程序重要且有益之資訊。同時說明取得相關證據資料

後，將如何運用於複審程序中，尤其應就輔助判斷因素之關聯性(nexus)為更明確

之說明。對於所請求之標的對對造可能帶來之負擔與成本，亦應為合理計算並提

出於 PTAB。此外，過程當中若 PTAB 提出任何疑問，宜確實回答、詳實說明，

並注意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提出之時程，於適當期間內盡早向 PTAB 提出額外證據

發現申請275。 

    對專利權人而言，若欲於複審程序中對輔助判斷因素提出質疑，首先應蒐集

所有證據發現程序以外管道可得之資訊，一來直接用以支持其主張，二來藉由這

些資訊提升該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之必要性與合理性276。深言之，這些公開資訊之

重要功能應在於證明公開資料背後，尚有相關之非公開文件存在。其次，專利權

人對於如何其蒐集之公開資訊經推導後，可合理相信相關額外資訊存在此一問題，

亦應有一套預備好之回應。 

  

                                                      
274

 Id. at 8-9. 
275

 Supra note 157, at 29. 
27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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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複審程序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之注意事項與建議 

自 AIA 複審程序立法歷程，至行政機關為複審程序之運作提出之法規與行

政規則，以及PTAB已做出之行政決定，反映出PTAB對該程序之高度管理權限，

有限證據發現程序顯為複審程序迅速、法律成本合理且高效率之重要關鍵。除強

制揭露(mandatory)與例行證據發現(routine discovery)如對證人之交互詰問外，制

度設計出額外證據發現程序，提供當事人取得更多重要事證資料之機會。之所以

設計須經 PTAB 同意始得為額外證據發現程序，係為確保該程序不淪為當事人拖

延或惡意影響對造之工具277。故 PTAB 對於是否同意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上，對不

同類型之複審程序適用不同門檻之要求，IPR 中要求較為嚴格之「發現正義所必

須」；PGR 或 CBM 程序中則以「具正當理由」為足，PTAB 並透過 Garmin 案五

項判斷因素作為衡量要件。雖然 PTAB 要求須達一定之證明強度方可能同意開啟

額外證據發現之作法乍看有些諷刺，但力促複審程序流暢迅速本為當時立法追求

之目標，而有限證據發現程序亦為達成該目標之重要關鍵。透過對申請門檻之嚴

格要求，有效實現有限證據發現程序，例外方於具「正當理由」(good cause)時，

允許請求內容較寬之申請。 

是複審程序中，當事人提出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時，應將請求對象限縮於於僅

請求非公開資訊(non-public)上，且請求內容上應以嚴密限制(narrowly tailored)之

方式審慎撰寫。許多被 PTAB 駁回之申請皆係因其請求文字與範圍過於寬泛，例

如雖標示幾項構件編號，但又表示請求對象不限於已標列者。故確保其內容已經

嚴密剪裁且限於對非公開資訊提出揭露請求係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上不可忽視之

兩大重點。此處亦與地方法院專利訴訟相當不同，複審程序使用人若仍依專利訴

訟策略而提出廣泛資訊之證據發現請求，不但無法如願，甚至大大影響後續證據

發現請求之可能278。 

並且，即便其額外證據發現申請大致已符合「發現正義所必須」之要求，當

事人仍應保持機靈，確認其請求標的確實無法自其他公開管道取得，並審慎梳理

其請求及文字用語，降低請求標的資料之份量，並時時將複審程序有限證據發現

之原理與立意牢記於心。於能力所及之情形下，證據發現申請之內容應明指明特

定產品、提出日期整理表、指明欲對其電子信件進行證據發現之特定之受僱人，

                                                      
277

 Supra note 164, at 21. 
278

 Supra note 157, a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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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所欲請求之文件與資料類型。目前 PTAB 實務操作下，太過寬泛之申請內容

多半落入遭駁回之命運，若能提出之內容明確、範圍限縮且表明對回應方可能造

成之負擔與成本之請求，當事人請求被駁回之機率便會降低，且更能自證據發現

過程取得所需資訊與事證。 

而 PTAB 在是否同意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之衡量上，可能要求當事人提出更具

體之資料，以判斷是否達到「發現正義所必須」之門檻，當事人應盡力配合 PTAB

之要求，且自前述案例之經驗中可知，向 PTAB 主張提出該具體資料言之過早

(premature)顯然行不通，這類主張鮮少被 PTAB 接受279。同時，複審程序使用人

應評估本身是否已提出足夠之證據，證明該額外證據發現申請對法律爭議之釐清

確有實益。在輔助判斷因素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上，因僅在所欲取得之事證與係

爭申請專利範圍存有關聯性之情形下方能發揮作用，故關聯性之舉證與說明更應

審慎為之。欲成功說服 PTAB，專利權人必須提出證明關聯性存在之證據，說明

所請求資訊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關聯，以及預期證據發現後可得事證對爭

議事項之正面影響。此外，當事人應公平提及證據發現對對造可能造成之負擔、

成本，PTAB 方有較高可能同意其證據發現，但評估證據發現之負擔時，不應過

於簡化或有意低估對方所需付出之時間與金錢、人力成本，而應提出合理之評估，

並藉此提出多種證據發現方法，一則縮減該證據發現之範圍，一則增加 PTAB 同

意其申請之機會280。 

最後，除前述之注意事項外，當事人在遵期提起與提起時間之規劃上，務必

謹慎且盡早準備，避免在任何文件截止日前始提出證據發現申請，並且申請之逾

時提出乃複審程序之大忌，任何延遲大多不利其「發現正義所必須」之判斷。前

所舉例之多件 PTAB 決定亦證明「適時、內容明確、範圍限縮且有足夠論理與事

證支撐」之證據發現申請內容方符合 PTAB 之期待，而有較高機會得到同意開啟

證據發現之決定。此外請求標的亦應限於與係爭法律問題直接相關之非公開資訊，

且不為例行證據發現程序範圍涵括者，其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方有實益。 

 

 

                                                      
279

 Id. at 30. 
280

 Supra note 164,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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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美國 2012 年實行至今，AIA 複審程序如多方複審程序(Inter Partes 

Review,IPR)、核准後複審程序(Post-Grant Review, PGR)與涵蓋商業方法專利過渡

期複審程序」(Transitional Program for Covered Business Method Patent Review, 

CBM)等程序在美國專利爭議中扮演極為重要之角色。不論係被控侵權而身陷專

利訴訟之被告或技術競爭對手，皆能透過 AIA 複審程序迅速將專利有效性爭議

提至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PTAB)前，請求其撤銷專利權人之專利。前者提起

AIA 複審之原因多係因若同一專利案件同時繫屬聯邦地方法院與 PTAB 時，法院

通常會裁定「停止」訴訟之進行，待 PTAB 作出之專利有效性書面決定後方續行

訴訟，而訴訟「停止」對被告而言能減輕其許多負擔，此外若能成功於複審程序

中撤銷專利權人之專利，原本之被控侵權之專利訴訟亦將不再有威脅性。並且不

論對任何立場之複審程序申請人而言，AIA 複審程序程序簡化、專利法官審理以

及程序迅速之等優點，讓當事人對專利有效性之爭執可以更有效地解決，且不須

如地方法院專利訴訟耗費大量之時間與金錢。 

    但也因為 AIA 複審程序強調審理期間須於一年(至多延長六個月)內完成，複

審程序需透過設定各複審程序適用之專利、各複審程序得提起之專利無效事由與

提起時點進行分流，使專利有效性爭議得透過適當分類而以最有效率之方式進行

審理。故 PGR 程序僅適用於 2013 年 3 月 16 日後核准之專利，並應於該專利核

准後或再核准(reissue)後九個月內，向 PTAB 提出申請，CBM 程序則係為商業方

法專利所設，雖無提起期間之限制，但複審程申請人之適格卻設有特別規定，需

係被專利權人控告侵害或被判侵害標的商業方法專利者，方得提起，而 IPR 程序

則適用於所有有效專利，惟須於 PGR 提起期間之後方得為之，以免案件重複審

理。另外 PGR 與 CBM 程序中，程序申請人得主張之專利無效事由較多元，美

國專利法第 101 條、第 102 條、第 103 條及第 112 條皆得主張。IPR 複審程序得

主張之專利無效事由則較為限縮，限於美國專利法第 102 條、第 10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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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兼具訴訟功能與行政效率之新機制 

    成功開啟複審程序後，因複審程序本身包含行政與司法性質，雖係由美國專

利商標局(USPTO)下之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PTAB)管理，惟案件之審理係由專

利行政法官(Administrative Patent Judge)組成之合議庭為之，故其審理流程上包含

訴訟之性質(Trial)，不但複審程序之當事人與聯邦民事訴訟法或專利訴訟之當事

人一樣負有最初資訊揭露之義務，當事人間亦得進行證據發現程序(Discovery)。

不過專利訴訟之證據發現程序與聯邦民事訴訟之證據發現程序並不完全相同，其

雖適用聯邦民事訴訟程序之規定，但各州聯邦地方法院對專利訴訟皆設有補充規

定，透過「當地專利訴訟程序規則」之制定，補充美國一般民事訴訟中證據發現

程序之不足。而 PTAB 前進行之複審程序，其資訊揭露與證據現程序亦與專利訴

訟不同，一來複審程序並非直接適用聯邦民事訴訟法之規定，而係 USPTO 所制

定之「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程序一般程序審理細則」、「多方複審、核准後複審

與商業方法專利過渡期複審施行細則」、「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程序審理指南」

與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37 C.F.R.)等共同建立起複審程序之審理流程與細節。 

 

貳、 簡潔迅速之有限證據發現程序 

    關於證據發現程序之部分，USPTO 亦針對複審程續設立意旨而有所調整與

限縮，使複審程序中之「強制最初揭露」有其資訊揭露類型之限制，並且因設計

「例行證據發現程序」(Routine Discovery)與「額外證據發現程序」(Additional 

Discovery)而使複審程序較一般專利訴訟呈現出「有限證據發現」(Limited 

Discovery)之特殊形態。並且相較於美國專利訴訟中，當事人交互進行證據發程

序，AIA 複審程序之規定下，專利權人與複審程序申請人應分別於規定期間內進

行證據發現程序，而不同複審程序當事人得進行證據發現之標的亦有所不同。IPR

中證據發現之對象限於宣誓證言(deposition of declarants)與「其他為發現正義所

必須」(what is otherwise necessary in the interest of justice) 之證據，而 PGR與CBM

中，與證據發現之對象則限於「程序中先提出當事人所為，與事實主張直接相關

之證據」(evidence directly related to factual assertions advanced by either party in the 

proceeding)。於各當事人得進行證據發現之期間內，若屬於「例行證據發現」範

圍之事證資料，當事人得直接向對造請求揭露，無須特別取得 PTAB 之同意與授

權，若係超出「例行證據發現」範圍者，當事人須向 PTAB 提出就該項資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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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證據發現」之申請，於符合 PTAB 所訂得開啟「額外證據發現」門檻之情

形下，當事人得於 PTAB 授權下，向對造請求揭露該資訊與提出資料。 

 

參、 額外證據發現之嚴格檢驗標準 

    惟對於是否同意開啟「額外證據發現」上，PTAB 之態度相當嚴格且保守，

因複審程序必須於法定期限內完成，而證據發現程序通常耗時費力，容易有延宕

程序之危險，故 PTAB 同意開啟額外證據發現之機率並不高，當事人須通過層層

檢驗方有可能成功取得 PTAB 授權，向對造進行額外證據發現程序。至於 PTAB

判斷是否同意進行「額外證據發現」之門檻，於 IPR 案件中，當事人須證明該請

求資訊係「發現正義所必須」(In the Interest of Justice)，PGR 與 CBM 案件中，

當事人則證明該額外證據發現請求具有「正當理由」(Good cause)，相較之下「發

現正義所必須」門檻較高，PTAB 對當事人請求之證明程度要求較嚴格。而何種

情形方屬於「發現正義所必須」或「正當理由」，PTAB 以其作成之第一件 IPR

案件 Garmin Int’l, Inc v. Cuozzo Speed Techs, LLC, IPR2012-00001 建構出各門檻

之判斷機制，使「發現正義所必須」此一概念於 AIA 複審程序中可以更加清楚，

稱為 Garmin 案五項判斷因素。 

    PTAB 於 Garmin 案中表示，IPR 案件中當事人之額外證據發現請求是否合於

AIA 複審程序所訂「發現正義必須」門檻，判斷要件包含「有發現有用資訊之可

能，且非空泛主張」(More Than A Possibility And Mere Allegation.)、「訴訟立場與

所主張基礎」(Litigation Positions And Underlying Basis.)「有無以其他方式取得同

樣資訊之可能」(Ability To Generate Equivalent Information By Other Means.)、「請

求內容明確容易理解」(Easily Understandable Instructions.)以及「所請求項目不至

造成對造過於沉重之負擔」(Requests Not Overly Burdensome To Answer.)等，並

將這五項要件套入各複審案件中，當事人所提出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內容、所提

出之論理基礎以及證據資料。 

      至於 PGR 案件與 CBM 案件中之「正當理由」門檻，由於其不若 IPR「發

現正義必須」嚴格，故 PTAB 在適用 Garmin 案五項判斷因素評估額外證據發現

申請是否符合「正當理由」時，對第一項判斷因素之「有發現有用資訊之可能，

且非空泛主張」(More Than A Possibility And Mere Allegation.)稍作調整，只要申

請額外證據發現之當事人能提出特定事實理由，支持其證據發現有助複審程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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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即可，而不需如 IPR 中，當事人須論述該證據發現之必要性外，還需說明額

外證據發現對付審程序之實質助益。並且，除 Garmin 案五項判斷因素外，PTAB

亦得將程序之實際情形納入是否同意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之考量中，當事人之請求

是否簡潔易懂、是否有造成對造困擾之意圖、是否為釣魚式蒐證等皆在考量之列。

故程序使用人，不論係專利權人或複審程序申請人，於提起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時，

應注意其提出之時間性、並且向 PTAB 說明所對造可能為提出該資訊所需花費之

時間與成本，表明該額外證據發現之必要性與其促進真實發現之意，並且避免過

於含糊之請求，以免遭 PTAB 認定其請求不具實益或係為刁難對造而提出，透過

適當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當事人能取得更多有用資訊，有助其複審程序主張之

成功率。 

    故 AIA 複審程序中，當事人除應注意提起複審程序之時點、各複審程序之

特殊規定外，於複審程序之證據發現中，當事人應遵守相關規定揭露應向對方提

出之資訊，並且因 PTAB 鼓勵當事人間就證據發現之範圍達成合意，其亦得積極

與對造協調證據發現之範疇與資料類型，降低雙方程序性爭議而增加花費以及延

宕程序之風險，並於必要時，適時且積極提出適當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並提出

證據證明其論點與請求基礎，且應注意其申請內容應明確限縮於非公開管道可得

資訊，與該複審程序之爭點直接相關等原則，善用額外證據發現程序，增加於複

審程序中成功說服 PTAB 接受其主張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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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對於可能於美國進行 AIA 複審程序之臺灣企業，本文建議企業與有 AIA 複

審程序經驗之專業律師合作，因 AIA 複審程序與美國專利訴訟有所不同，不論

係程序流程之進行，與 PTAB 法官合議庭之溝通協調與電話會議討論等皆以有實

際 AIA 複審程序經驗之律師為佳。而許多尋求 AIA 複審程序之企業可能另有專

利訴訟在身，企業此時可考慮讓專利訴訟之法律團隊與 AIA 複審程序之法律團

隊合作，使訴訟團隊能將AIA複審程序之助益及相關主張列入未來策略訴訟中，

並由 AIA 複審程序之法律團隊專門處理複審程序專利有效性之爭執。之所以強

調 AIA 複審需有其專業團隊，原因在於複審程序之開啟及 PTAB 所注重之項目

與地方法院有所不同，PTAB 對於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方式亦與地方法院專利訴

訟有其差異，而證據發現程序在 AIA 複審程序之運用及限制更是與專利訴訟大

不相同。是 AIA 複審程序中當事人資訊揭露義務之項目、有限證據發現之實踐，

例如如何與對造商談證據發現之範圍，如何提出符合 PTAB 標準之「額外證據發

現」申請等，皆以有 AIA 複審程序實務經驗之律師團隊協助處理較為妥適。 

 

壹、 專利權人參與複審程序之建議事項 

 

一、審慎面對、盡早出擊 

而企業於 AIA 複審程序之準備上，企業於程序中所立地位之不同亦影響之

其程序準備之方向。是企業若於複審程序中立於專利權人之地位，則一旦收受複

審程序申請人送達之複審程序申請文件，專利權人即應立即為複審程序進行準備，

首先得於專利權人初步回應期間內質疑該專利並無開啟複審程序之必要，同時此

階段亦可質疑對造未能完整標列所有實質利益關係人(real-party-in-interest)或關

係人(privity)，畢竟實質利益關係人挑戰若能成功，PTAB 便會直接駁回複審程序

申請，毋庸開啟複審程序。若專利確實進入複審程序，專利權人應按相關規定揭

露其報告或證詞中引用之文件、對對造證人交互詰問之文件，以及與其複審程序

有不一致陳述情形之書面事證，若希望向對造進行「額外證據發現」，專利權人

應於其得進行證據發現之期間內，適時提出主張基礎足夠，請求標的明確且限縮

至與複審申請專利範圍直接相關之非公開資訊之請求，滿足這些要件之額外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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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申請，始有較高機會取得 PTAB 之授權。並且專利權人應注意若複審案件涉

及專利非顯而易見性之爭議時，專利權人得提出非顯而易見性之輔助判斷因素作

為其專利有效主張之支撐，惟請求向對造進行額外證據發現之標的上，專利權人

自身亦應提出足夠之證據，證明專利物之技術特徵確實落於申請專利範圍當中，

並證明該輔助判斷因素與額外證據發現標的之關聯性，如此方屬較為完整之申請，

而有機會獲得 PTAB 授權進行額外證據發現，取得其所需之資訊。 

 

二、提早規劃證據發現請求內容並適時提出 

除請求內容合理與否外，若當事人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之提出時間有所延遲，

即使請求內容並無不當，PTAB 仍可能逕行駁回該證據發現申請。許多案例中皆

可發現 PTAB 經常駁回證據發現期間截止幾天前或甚至前幾周始提出之額外證

據發現申請，可見其對證據發現能否於如期完成，使否可能拖延整個複審程序之

把關相當嚴格。既然 PTAB 對複審程序各階段進行時間之管理嚴謹，當事人必須

盡早開始準備額外證據發現之申請，將行政文書來往之時間、商討請求內容所需

之時間、與 PTAB 敲定與進行電話會議之時間、以及受 PTAB 初步同意後擬出正

確額外申請文件之時間等皆納入計畫考量中。故有意請求額外證據發現者，應於

得為證據發現期間開始便展開申請準備方為上策。 

專利權人對於複審程序之案件應格外謹慎，不論係複審程序之各項期限或應

提出之文書種類皆應適時提出，畢竟 PTAB 程序於時間性之管理相當嚴格，若因

錯過期限而無法成功主張某些論點，專利權人可能因此於複審程序中敗訴，其申

請專利範圍將被 USPTO 撤銷，影響非同小可。 

 

貳、 複審程序申請人運用複審程序之建議事項 

 

一、格守複審申請必備事項，深度研究標的專利 

對於身為複審程序申請人地位之企業，其應於複審程序提起前開始蒐集目標

專利之公開資訊，及其相關之先前技術資訊，而提出複審程序申請時，程序申請

人亦應於符合 AIA 相關規定下，揭露其實質利益關係人與關係人，避免因隱匿

實質利益關係人而被 PTAB 駁回其複審程序申請。並且，程序申請人應注意各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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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程序之提起條件，與主張事由之限制，於 IPR 案件中複審程序申請人須達到「至

少一項申請專利範圍存有專利無效之合理可能(Reasonable likelihood)」門檻，而

PGR 與 CBM 案件中，程序申請人則需達到「至少一項申請專利範圍存有專利無

效之相當可能(More likely than not)」門檻，是 PGR 與 CBM 之開啟門檻雖然較

IPR 為高，但同時其得用以挑戰之專利無效事由亦較為多元。至於程序進行中，

複審程序申請人亦得於需要時，透過申請「額外證據發現」之方式請求 PTAB 授

權，向對方請求特定資訊之揭露與提出。 

二、提出內容明確、範圍經嚴密限制之證據發現申請 

關於複審程序額外證據發現申請方面，不論專利權人或複審程序申請人皆應

注意，IPR 程序中之證據發現標的限於出具宣誓書證人之證言(deposition of 

declarants)與「其他為發現正義所必須」(necessary in the interest of justice)之證據，

PGR 與 CBM 程序中證據發現之標的則限於「程序中由當事人一方所提出，與事

實主張直接相關之證據」(Limited to evidence directly related to factual assertions 

advanced by either party in the proceeding)。於 IPR 案件中開啟「額外證據發現程

序」之門檻為「發現正義所必須」，PGR 與 CBM 案件則為該額外證據發現申請

具「正當理由」，而自本文整理之重點案例中可發現，PTAB 適用 Garmin 案五項

判斷因素檢驗下，符合其標準之額外證據發現申請皆有以下特徵，一為該額外證

據發現申請係適時提出者，非於程序一開始便立即提出，亦無遲延之情形，第二

其申請內容應經嚴密限制(narrowly tailored)，即當事人之用語文字應精確、概念

明確，並且請求標的有所限縮與特定，避免「…相關」、「涉及…」或「…之任何

文件」這類用字遣詞，且其請求標的應為非公開資訊。此外申請「額外證據發現」

時，企業應避免請求資料量過多之情形，於申請中向 PTAB 表明合理估算下對方

可能需花費之時間與其他負擔成本，以及說明此額外證據發現程序不致有延宕複

審程序之疑慮等，皆有助於當事人額外證據發現申請之成功率。並且於複審程序

整體過程中，企業應積極配合 PTAB 所要求之事項，不論係遵守各程序行為之期

限，或提交 PTAB 所要求之資料等。

臺灣企業使用 AIA 複審程序時，若能積極配合 PTAB 之要求，對於複審程

序中各行為之期間有良好掌握，並及早為各程序行為進行準備，便能善用複審程

序帶來之優點，降低專利有效性爭執所負擔之時間與法律成本，迅速處理專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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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之爭議，並得將更多心力投注於企業之技術研發與管理營運，使美國 AIA

複審程序成為協助企業解決問題之有效管道，而非為企業帶來煩惱之訟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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