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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專利一旦授予，申請專利範圍所建立的權利界限，即成為專利權之
公示表徵。各國專利更正法制所面臨的問題，乃為專利更正後的交
易安全保護議題。特別是我國專利法所規範之專利更正，更正內容
溯自原專利申請時生效。此時，值得關注者，公眾因原專利之授予
登記，業已基於信賴而本於該專利之讓與或授權以進行交易行為
，包括專利技術之改良與再研發。前述信賴原專利所形成之交易秩
序，是否會因專利更正的結果而受到動搖，令專利使用者擔負專利
更正所致之不利益結果。另外，專利舉發制度與更正制度之協力與
互動，亦為各國關注之議題。本研究擬以比較法的觀點，觀摩美國
專利法與歐洲專利公約於相關議題之發展，以檢討我國專利法舉發
與更正制度之交錯與互動。作為未來專利法修正與司法實務運作之
參考。

中文關鍵詞： 專利更正、公示、申請專利範圍、專利說明書、實質變更、揭露、
交易安全、專利侵害、專利異議、專利舉發

英 文 摘 要 ： As soon as the patent was granted, its claims become the
public notice of exclusive rights endowed by patent law.
The issue about patent amendment concerned under the
various jurisdictions is how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transactions following the patent amendment.  The effect
for patent amendment comes retroactively back to the
application date of the original patent.  It is the core of
the patent amendment system to review whether the interests
the public has enjoyed by trusting the original patent,
reflected in assignment or licensing transactions, would be
damaged by the amendment of the original patent.  This is
the first focus of this study.  In addition, the
interaction and synergy between the patent opposing
(revocation) system are also considered in the various
jurisdictions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on patents granted.
This study tries to review the patent revocation system
under Taiwanese patent law, and propose an optimal model to
incorporate the mechanism of patent amendment into the
patent revocation system by referring to the related
stipulation of U.S. Patent Act and 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ed
patent prosecution and judicial cases.

英文關鍵詞： patent amendment, public notice, claims, the patent
specification, substantial revision, disclosure,
transaction security, patent infringement, patent opposing
system, patent revo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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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專利更正制度賦予專利權人在不危及交易安全的條件下，適度調整申請

專利範圍與專利說明書之權利。藉由專利內容的不斷精鍊與改進，此制度實有助

於專利品質的提昇。相對於專利更正制度，舉發制度則是以撤銷專利的手段而確

保專利授予的品質，以救濟專利審查時對於專利適格與專利要件的審查瑕疵或證

據不充分。雖然專利更正之申請未必與專利舉發有關，但不可否認的，當專利舉

發提出時，專利即暴露於被撤銷之危險，此時，若能給予專利權人更正之機會，

不僅得以緩解舉發制度下撤銷專利所生毫無轉圜之嚴峻效果，另一方面，亦令原

本於專利要件成就上具有瑕疵的請求項，得以藉由更正而精鍊或改善，重現專利

法所認可之專利品質。 

 

專利更正法制與舉發法制間之互動，應為協力的關係，並非相互箝制與牴

觸。若能適度匯合二者的功能，實有助於專利法立法目標之達成。其實，各國專

利法制已洞悉更正與舉發制度間協力的重要性，並充分反映在相關規範上。例

如：美國專利法雖在第 251條規範專利更正，但在其專利異議制度(Post-Grant 

Review)(須於專利授予後 9個月內提起)與雙向複審制度(Inter-Parte Review)(或概

稱為舉發制度)(異議的法定提起時間屆滿後，方可提起)，均專利更正的特別規

範。美國專利法於西元 2011年修正後，為強化專利審查的正當性，前述之異議

與舉發，是由準司法機構「專利審理與上訴委員會」(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PTAB)負責異議與舉發的審理。在程序進行中，於尚未對於專利要件之具備作成

處分前，專利權人得以提起「專利更正」之程序動議(一般更正動議)。專利更正

除不得擴大申請專利範圍與增加原專利所無之內容外，僅能就被異議之請求項予

以刪除或以其他請求項予以替代。一旦專利更正程序完成後，則「專利審理與上

訴委員會」，將會就未經更正而被異議之請求項，以及業已更正後之請求項，審

理專利要件是否具備，以決定異議是否成立。美國專利法亦特別強調，於異議制

度下所作之更正，對於更正前信賴原專利內容之交易安全保護，應與專利法第

251條所規範者相同。此外，若於「一般更正動議」提出，仍有後續更正之需要

時，得提起「特別更正動議」，但須以未來異議者與專利權人於異議程序中達成

「和解」為必要。美國專利法的舉發制度，其中亦有專利更正動議與程序，規範

模式與異議相同。再觀察歐洲專利公約的專利異議制度，亦有於異議中允許專利

更正之相關規範，與美國專利法旨趣相當。 

 

前述專利異議或舉發制度，附有專利更正規範，其主要的特色在於淡化專利

主管機關於行政處分的角色，使之發揮準司法機關的審理功能，同時令異議人(舉

發人)與專利權人處於當事人或類於當事人的地位，就異議或舉發之事項，相互

全力舉證攻防，並能針對相關事項，作出專利更正的提議，補正瑕疵，賦予異議

或舉發制度的專利撤銷效果以外的專利修補效果，確保專利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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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專利舉發制度，因執著於傳統行政法與救濟體系，雖有司法程序上雖有

訴訟參加制度，於行政處分(舉發)之作成，當事人僅為智慧財產局與專利權人。

另外，我國專利法制向來將專利舉發制度與專利更正制度，視為平行運作之機

制。一旦專利遭受舉發，專利權人須另提起專利更正以謀補救。此更正是否會在

舉發程度充分討論與審酌，頗有疑問。另外，專利更正申請不被核准，專利權人

得否就此決定單獨提起救濟？若為肯定的答案，前舉發程序是否得以專利更正為

先決問題且尚未終局，而停止？雖然我國專利法第 77條明文規定舉發與更正合

併審查，但因缺乏以舉發人與專利權人為當事人之思維，恐無法充分達到以專利

更正輔助專利舉發的功效。歐美專利法制之設計與思維，似為我國專利法未來就

舉發與更正議題，重新反省的借鏡，是故，專利更正與舉發制度之互動，當為本

研究之研究重心。 

 

貳、研究目的 

 

為充分發揮專利更正確保專利品質的功能，無論美國專利法之異議制度(或

舉發)，或歐洲專利公約之異議制度，均置入專利更正之規範，並傾向淡化專利

專責機關之當事人立場，以異議者與專利權人作為異議之當事人或類似當事人，

盼藉由更正的機制，並依循著雙方對於異議理由之攻防，適度調整專利內容，以

彌補申請專利範圍於專利要件下之瑕疵，不致在異議制度動輒產生專利撤銷的絕

對效果，有益於專利品質之精鍊或改善。然而，我國舉發與更正法制向來為相互

平行之規範，若欲以專利更正調整申請專利範圍，避免舉發下專利撤銷的效果，

專利權人須於舉發程序外，另行申請專利更正。再者，由於我國專利法受限於行

政法體系，舉發程序之當事人始終聚焦於專利權人與行政處分作成者(智慧財產

局)，鮮少給予專利權人與舉發者類似當事人之地位，就舉發的理由充分辯論與

攻防。縱然依我國專利法第 77 條，智慧財產局認為有必要時，得就舉發與更正

合併審查，仍似無法完全發揮歐美專利法制，以專利更正補充專利舉發之功能。

因此，本研究擬以比較法的觀點，觀摩美國專利法與歐洲專利公約於相關議題之

發展，以檢討我國專利法舉發與更正制度之交錯與互動。作為未來專利法修正與

司法實務運作之參考。 

 

參、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比較法的研究範圍將聚焦於美國專利法與歐洲專利公約，因此在文

獻的蒐集與整理的方向，除須包含專利法理論相關之論著外，尚應顧及專利更正

法制的實務發展與檢討。另外，美國新專利法關於異議與舉發制度的運作，其與

更正制度之協力，亦為本研究之重點議題。在美國專利更正法制方面，於專利實

務之發展，本研究擬參考 IRA H DONNER, PATENT PROSECUTION (7th ed. 2011)，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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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於專利更正之審查實務論述甚詳，值得參考。關於專利法制於美國專利判例

法的發展，本研究擬參考 ROBERT L. HARMON ET AL., PATENTS AND THE FEDERAL 

CIRCUIT (10th 2011)，書中對充分整理與評析相關司法判決，本研究得以系統性

地窺知專利更正法制的發展趨向。美國新專利法異議與舉發制度之研究，包括與

更正法制之互動與協力，本研究擬以 HAROLD C. WEGNER, THE 2011 PATENT LAW: 

LAW AND PRACTICE (4th ed. 2011)或更新的版本為研究的資料藍圖，再行蒐集相關

學術文章以為補充。歐洲專利公約之專利更正法制與相關議題的發展，本研究擬

參考 ALEXANDER HARGUTH & STEVEN CARLSON, PATENTS IN GERMANY AND 

EUROPE—PROCUREMENT, ENFORCEMENT AND DEFENSE—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2011); TREVOR COOK, EU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2010); 

CATHERINE SEVILLE, EU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POLICY (2009). 

 

肆、研究方法 

 

請參見本研究計畫之申請書。本研究採用類似傳統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非

介入研究」(non-intervention research)下的「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歷

史研究分析法」(historical research analysis)以及「比較研究法 」(comparative 

research)。 

 

伍、結果與討論 

 

一、我國專利更正法制之檢討 

 

專利有別於一般有體財產權，是以申請專利範圍為其權利狀態之表徵，並為

其權利主張之界限。前者常反映在專利要件，即專利申請所撰寫的申請專利範

圍，須與相關先前技術比對，在「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的評價下，以

確定是否滿足新穎性與進步性等專利要件，得獲授予專利。因此，專利申請時的

申請專利範圍即呈現該發明的技術狀態，唯有此狀態與先前技術區別，且能超越

先前技術之技術狀態，始能符合專利要件之要求。另外，一旦專利得獲授予，前

述與先前技術互動之申請專利範圍，即轉為專利權行使之界限，專利法所賦予專

利權人之法定排他權(專利權內容)，應受申請專利範圍的合理解釋所拘束。專利

文義侵害的認定，乃為前述權利界限的最佳例證。雖然均等論之適用，有逾越申

請專利範圍之嫌，但不得謂均等論當然擴張了專利權行使的界限，似僅能理解

為，基於衡平上對於專利權人的公平保護，適度調整申請專利範圍外延之可能

性。若無衡平保護的需要時，此外延可能性當回歸申請專利範圍之定著狀態。綜

上而言，無疑地，申請專利範圍實為專利權對外公示的重要基礎。縱然專利如同

不動產具有登記制度，對外宣告其存在之事實，且專利排他權亦屬法定而無法自

行創設，若無申請專利範圍作為權利範圍的指引，實難要求公眾，特別是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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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市場競爭者恪遵「物權對世性」下之不侵犯義務。 

 

為了確保專利公示功能，同時亦能令專利權人在一定程度內調整申請專利範

圍，以求專利品質之完備，各國專利法遂有專利更正之制度。以發明專利為例，

我國專利法關於專利更正之規範為第 67 與 68 條。首先，在更正的標的方面，

得以包括專利說明書(包括圖式)與申請專利範圍。此點美國專利法第 251 條第(a)

項、歐洲專利公約第 123 條第 1 及 3 項(Case T1149/97 Solartron Group Limited 

參照)等亦有類似之規範。當專利權藉由申請專利範圍對外宣示其權利界限時，

公眾勢將信賴該權利範圍而從事各類之交易行為，包括透過專利讓與取得專利

權；藉由專利授權而實施申請專利範圍，或為市場營利導向，以製銷專利物獲致

市場利益，或從事專利技術的相關改良與再創新；甚至因未經授權而實施申請專

利範圍，以致遭受專利權人之侵權訴究。因此，若因情事變更或專利權人的主張，

致使原本經授予專利的申請專利範圍之內容發生變動，此時容認專利權人任意就

變動後之內容對外主張專利權，則公信下之交易安全保護，即有疑慮，此實為專

利法規範下值得深思的重要議題。 

 

在第一年之研究中，探討了美國、歐洲與我國法下關於專利更正之要件、程

序與效力，三者立法模式間或有相同與不同之處。若著重於公眾交易安全之保護

觀之，就美國法而言，在專利核准兩年內，專利權人雖可申請擴大申請專利範圍，

惟對於可能因信賴原有專利範圍而受到不利益之公眾，賦予中用權(intervening 

right)之保護，以平衡專利權人與公眾間之利益。而在專利核准兩年後，則僅可

縮小申請專利範圍，不得再予擴大，就此一部分與公眾交易安全之保護似乎較無

關連，惟是否絕對對於信賴原有申請專利範圍之人毫無影響，仍有值得深究之空

間。而歐洲專利公約所規範之專利限縮制度，則是要求專利權人即便在未擴大申

請專利範圍下，對於專利權之更正亦不得為實質變更，專利限縮指保護程度必須

減少，並且不允許非限制性之更正，詳細說明及改變保護標的均非屬限縮。專利

權人得僅限縮附屬項而不限縮獨立項，但申請專利範圍必須被限縮，亦不得以新

增附屬項限縮申請專利範圍。或可在第三人對專利權人之專利提出異議時，進行

專利之更正。 

 

關於我國專利更正法制的檢討與反省，得由以下各點觀察之： 

 

(一)專利更正時機 

 

我國法並未特別規範或區別專利更正的時點，自專利權授予之時起，只要符

合專利更正的要件與限制，理論上均可為之。舉發之提起與專利侵權訴訟之主張

時，攸關專利權範圍之公示與公信，相關專利更正應特別規範，以免有藉故推延

程序，或不誠信之作為，影響當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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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利更正理由 

 

我國法並未區分錯誤的程度，亦即影響專利有效性與權利範圍之瑕疵，與無

礙專利有效性與權利範圍之錯誤。要受專利法第 67條第 2項與第 4項限制者，

應限於更正後對於專利有效性與權利範圍有影響者。且有疑問者，專利法第 67

條第 2項：「更正，除誤譯之訂正外，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

圖式所揭露之範圍。」，相關文義為何將「誤譯之訂正」除外？立法說明：「(二)

更正是否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與是否實質擴大

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前者是以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為

比對對象；後者是以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比對對象。申請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經修正並審定公告後，仍應以公告之範圍為準，爰分項規定。又誤譯之訂正是以

申請時外文本所揭露之範圍為比對對象，爰予排除。」 

 

(三)專利更正之要件與限制 

 

我國法對於專利更正之規範，關於更正之要件，與國際間專利法的發展方向

相當，是由專利的原揭露範圍與權利行使範圍二個規範方向，作為節制專利更正

的要件。依比較法的觀察，為確保交易安全，各國專利法制大多傾向以避免專利

更正後權利範圍擴大為依歸。就專利侵權的申請專利範圍解釋而言，唯有擴大權

利範圍，方對權利之公信有所影響，有危及交易安全之可能。專利法第 67條第

4 項所言之「實質變更」，文義解釋上，似不當然限於權利範圍擴大之情形，在

保護交易安全與促進專利品質的雙重目的下，應作目的性限縮之解釋。「實質變

更」比較類似專利揭露的概念，應為同條第 2 項之規範，說明更正內容有原專利

所未揭露的新事項。其實，司法實務與專利審查實務，都有放寬解釋「實質變更」

之趨勢。例如：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04年度台上字第 1485號：「原判決以：上訴

人雖依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之更正版本，申請更正系爭專利原申請專利範圍第

一項內容（即將系爭專利原申請專利範圍第一項之「其特徵為」更正為「包括下

列步驟」，另將「反射器具有同時將接收到的ｒｔｐ即時視訊反射給多個接收區

塊，包括串流伺服器、視訊轉碼器、異地備援反射器、即時性監視設備等」之「等」

字刪除），並刪除原申請專利範圍第一○項，然該更正後申請專利範圍第一項並未

對原申請專利範圍申請專利範圍第一項之主要技術特徵進行實質更正為由，不准

更正，核與上開法條規定已屬有違。」 

 

又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1年度判字第 1113 號：「(四)再者，原判決關於更正

請求項第 1至 4項均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之事實，以及上訴人所主張如何不足

採等事項均詳予以論述，是原判決所適用之法規與該案應適用之現行法規並無違

背，與解釋判例，亦無牴觸，並無所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意旨以：

更正後之系爭專利第 4項與第 2項皆對應於原核准公告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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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更正後導致複數請求項與更正前單一請求項相對應，而屬「增加新的請求項」，

惟原判決逕認更正後之第 1項至第 4項係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有違專利法第

64條及專利審查基準 2.4.1、2.4.2規定，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法云云；

惟查，更正後之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係加入「導電基材為 III-V 族化合

物半導體」技術特徵，更正後之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為一種貼附式發

光二極體晶粒與其產品，均個別對應於更正前之請求項，此比較公告本及更正後

之申請專利範圍自明，並無將第 4項與第 2項對應於原核准公告之申請專利範圍

第 2項情事，上訴意旨，係就原審所為論斷或駁斥其主張之理由，泛言原判決不

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並非足取。」 

 

(四)專利更正之效力 

 

我國法採專利更正生效回溯模式，利用專利揭露範圍與權利行使範圍，確保

權利之公示與公信，確保交易安全。為保護更正後的交易安全保護，有判決亦由

侵權的主觀歸責性著手論證，以解決專利更正動搖公信的爭議。例如：智慧財產

法院 101 年民專上易字第 3號判決：「縱然經智慧局准許亦於公告後始有對世效

力，不得令上訴人在該更正申請專利範圍核准前，自為判斷核准之可能性，並在

事後法院認定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課以侵害系爭專利

之故意或過失之責任，且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誤繕或誤記係屬專利權人之疏失，

應由專利權人自行負擔風險，上訴人信賴專利公告及臺中地院上開 93年度智字

第 39號判決結果，自無令其於系爭專利更正後申請專利範圍公告前負侵權之過

失或故意之責任」 

 

二、專利更正與舉發程序或專利侵權之互動 

(一) 專利更正涉及申請專利範圍的變動，弱化權利的公示，甚至影響專利

權之主張與授權，實有危及交易安全與權利公信的危險。是故，各國專利法於相

關專利更正法制，大多採取保守且嚴格的規範態度。 

(二) 專利更正法制的正當性，可由以下幾個方面觀察： 

1、專利權人在一個發明的概念下應該有自行處分權利範圍的權能。 

須慮及權利公示與公信所衍生的交易安全問題。 

2、國內優先權不能完全取代專利更正的功能，且後申請案須經實體審 

查，對於錯誤或瑕疵的更正乃屬緩不濟急。 

3、專利瑕疵的更正，可以減少未來專利權撤銷所產生的社會成本，並 

可導正專利權的行使，令專利權在發明超越先前技術的貢獻範圍內，具備專利法

立法規範下的正當性。 

(三)、如何平衡專利更正的必要性與交易安全的保護？ 

  1、由更正的客觀要件支配交易安全。由於行政主關機關無法干涉專利

權人於更正後的權利行使，亦即無權確認專利更正後專利侵權的正當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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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藉由專利更正的客觀要件，預防專利更正後權利不當行使的危險。 

 

2、一般而言，專利更正的客觀要件限制專利更正不得超過原專利揭露 

的範圍，亦即不得將新的要件置入請求項以為專利之更正。其理由若新的要件加

入原請求項或置換其相對應之要件，勢將使專利更正或的請求項形成一新的權利

狀態，而此狀態未能受先前技術之檢驗，其權利正當性值得懷疑。另外，公眾信

賴專利權授予時的申請專利範圍，此新要件與原請求項的結合或互動，原應為公

眾期待之合法研發範圍，卻因專利更正的結果，落入更正後之專利權範圍，實有

礙於專利相關發明之改良與再創新，更能助長專利權人利用專利更正而攫取他人

研發新興科技應於相關發明之機會。相對於公眾的信賴，以新要件為專利更正，

對原專利授權之影響較有限，因為授權契約得於授權範圍條款，預先考量專利更

正可能之結果，保護被授權人之權益。 

 

 3、另一客觀要件，乃是專利更正之結果不得實質擴大權利範圍。否則，亦

將因公眾對原專利權範圍的信賴落空，有礙交易安全，並可能影響原專利相關發

明的技術改良與再創新。 

 

 4、若涉及專利權侵害時，且提起訴訟時，專利權人得否申請專利更正？一

般而言，舉發時得允許更正之申請，其目的在於給予專利權人調整專利範圍之機

會，提高專利權未來行使之品質，亦可適度完善權利正確的公示。當然，原則上

應限制更正的次數，以免專利權人利用更正而藉故推延程序的進行。舉發程序進

行時之更正申請，亦應與被舉發標的之有效性有關，但更正之內容未必限於舉發

之理由，其他可能導致請求項被舉發撤銷之理由，仍在許可的範圍內。當專利權

侵害訴訟已然提起，權利範圍的公示，已由抽象的公眾，轉為訴訟當事人的信賴，

此時專利更正的效果對於訴訟的影響頗為直接且明顯，原則上不應允許專利更正

之申請。除非專利已受到潛在侵權人之無效抗辯。 

 

(四) 專利更正與舉發之競合 

我國的司法實務所面臨的重要爭議，常出現於專利舉發開啟後，專利權人遲

至舉發進入行政訴訟救濟時，方於智慧局提出專利更正，此時舉發於訴訟程序

中，撤專利權人得否主張，此專利更正為新證據，請求法院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第 33 條的規定審酌此證據，並撤銷原智慧局的撤銷專利處分？目前司法實務

採取肯定的見解。然而，此立場是否確實考量專利權人延後提出專利更正的動

機，是否基於誠信，或是程序之疏失？是否有推延訴訟之嫌？或有其他正當的理

由？其實，非基於誠信的延後申請專利更正，應給予專利權人相當程度的失權

效。令專利權人於行政訴訟階段不得再以專利更正為由，藉以免卻專利權因舉發

而被撤銷的危險。我國司法實務的立場，請參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5年度判字

第 337 號：「七、本院按：(一)本院就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33 條第 1 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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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證據規定與專利權人之更正，以及智慧財產法院如何判決，作成 104 年度 4

月份第 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二）決議以：「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審理

法）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當事人於行政訴訟程序中得提出新證據。為兼顧（發

明或新型）專利權人因新證據之提出未能及時於舉發階段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下稱智慧局）提出更正之申請，專利權人於專利舉發行政訴訟程序中自得向智

慧局提出更正之申請。而依目前現制，因專利舉發不成立而提起之行政訴訟程

序，智慧局均列為被告，專利權人則為參加人，不論當事人於行政訴訟程序中是

否提出新證據，智慧局及專利權人就舉發證據均應為必要之攻擊防禦。於有新證

據提出之場合，依審理法第 33 條第 2 項規定，智慧局亦應就新證據之主張有無

理由提出答辯狀，同理，專利權人就新證據之主張有無理由，亦應為必要之答辯，

是以，就新證據之攻擊防禦而言，應無突襲之虞。故不論係基於原舉發證據或新

證據或新證據與原舉發證據之組合，於行政訴訟程序中倘經法院適當曉諭爭點，

並經當事人充分辯論，而專利權人自行判斷後，復未向法院表明已向智慧局提出

更正之申請時，依行政訴訟法第 200條第 3款及民國 100年 12月 21日修正公布，

102 年 1 月 1 日施行前之專利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107 條第 1 項第 1 款

規定，法院審理之結果不論專利全部請求項或部分請求項舉發成立者，均得就全

案撤銷舉發不成立之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命智慧局為舉發成立、撤銷專利權之處

分。」在此決議中，其中重點之一即肯認專利權人於專利舉發行政訴訟程序中，

得向智慧局提出更正之申請。但專利更正係由專利專責機關即智慧局審查、准駁

並公告（參照現行專利法第 68 條規定），在舉發行政訴訟程序中所為之更正申

請亦同，是以系爭專利是否准予更正，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技術內容為何，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訴訟庭均不得不待智慧局更正處分之結果，方能辦理，舉發案

件延滯不利益只得由智慧財產法院承受，此所以本院曾建立慣行（例如本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008 號判決等等，並參考本院上開決議乙說），俾行政爭訟程序不

致因專利權人一再申請或主張更正，避免不當拖延訴訟之情事，但上開慣行確係

於法無據，而為本院決議所不採，合先敘明。」 

 

(五) 專利更正與專利侵權之競合 

 

由於我國專利法承認專利侵權的無效抗辯，可見於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6 條。當專利侵權訴訟繫屬於法院時，此更正程序尚未終局確定，此時侵權的

判斷，究應以更正前的專利狀態作為基準，或未終局確定的專利更正狀態，或停

止訴訟而待專利更正確定後，再行判斷？司法實務見解未有定見，認為法院無需

或不應判斷更正是否准許者，例如：98年度民專上字第 42號判決、98 年度民專

上字第 45號判決、100年度民專上字第 14號判決；認為法院不自為判斷，由兩

造自行合意以更正前或更正後申請專利範圍為裁判基礎，例如：100 年度民專訴

字第 93 號判決、100 年度民專上字第 2 號判決、100 年度民專上易字第 31 號判

決、99年度民專上字第 75號判決；認為法院原則上無法判斷，只有顯然應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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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者可自為判斷，例如：100 年度民專訴字第 49 號判決；認為法院自為判斷更

正應可准許，並取得被告同意以更正後為準，例如：100年度民專訴字第 128號

判決、100 年度民專上字第 18 號判決；認為法院可自行判斷更正是否應准許，

例如：100 年度民專訴字第 61號判決、100年度民專訴字第 60號判決。 

現行司法實務對此大多採彈性的作法，務使專利侵權法制與更正法制能相互運作

達致有效率的解釋，並調和行政與司法就專利更正的立場發生歧異之情形。智慧

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3 年度民專訴字第 38號：「(二)次按關於專利權侵害之民

事訴訟，當事人主張或抗辯專利權有應撤銷之事由，且專利權人已向智慧財產專

責機關申請更正專利範圍者，除其更正之申請顯然不應被准許，或依准許更正後

之請求範圍，不構成權利之侵害等，得即為本案審理裁判之情形外，應斟酌其更

正程序之進行程度，並徵詢兩造之意見後，指定適當之期日，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細則第 32條定有明文。上開有關得即為本案審理裁判之情形，屬例示規定，倘

依准許更正後之申請範圍，系爭專利仍有應撤銷之事由，則法院亦無須斟酌更正

程序之進行程度而可為本案裁判。查本件原告於 103 年 10月 30日向智慧局申

請更正系爭專利請求項 24及說明書，該更正案尚在智慧局審查中等情，為兩造

所不爭執，並有專利更正申請書附卷可參（原證 52，見本院卷(二)第 284 至 287 

頁），本院命兩造就上開更正是否應予准許陳述意見（見本院卷(三)第 140 頁、

本院卷(四)第 136 至 13 

8 頁、第 205 至 206 頁），經本院審理後，認其更正並無顯然不應准許情事，

然系爭專利更正後申請專利範圍有應撤銷事由存在（均詳後述），揆諸上開說明，

本院即無須斟酌智慧局更正程序進行程度而得為本案裁判，合先敘明。｣ 

 

 

三、以以較法觀點探討專利侵權訴訟之停止：以下文章作為本研究於此議題相關

成果之呈現。 

 

淺論「商業方法相關專利」之「專利權授予後複審」與專利侵權訴訟之停止－以

美國專利判例法 VirtualAgility Inc. v. Salesforce.com, Inc.案為中心 

 

沈宗倫 

 

 

壹、前言 

 

美國專利法制在專利權授予後的有效性公眾審查機制，向來採二元的概念，

一方面允許專利侵權訴訟之當事人於訴訟當中提起無效抗辯，並以「爭點效｣

(issue preclusion)概念拘束專利權人，令其不得以個案上被法院認定無效之專利，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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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啟專利侵權的訴訟。另外，公眾亦得透過「專利權授予後複審」(post-grant 

review)1與「專利權多方複審｣(inter partes review)2等程序，就所提出之理由聲請

專利之複審，依行政程序，撤銷無效之專利或相關請求項。由於複審之審理結果

乃是對專利有效性產生終局的效果，為鼓勵公眾以複審之程序確認專利有效性，

美國法制特將複審的程序定位為準司法程序，沖淡行政程序中美國專利商標局作

為當事人的角色，令專利權人與聲請複審之人(a petitioner)在實質上在「專利權

審理與上訴委員會｣(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rad)前扮演對等當事人3。美國法制

亦引進訴訟程序之證據開示(discovery)4，更在專利無效的舉證程度，由一般訴訟

的「明確且具信服｣的舉證程度，轉為「優勢證據」法則5。雖然複審程序與專利

侵權訴訟的無效抗辯二者平衡運作，但應複審有其固有的優勢，促使此二程序發

生交錯的現象。亦即當專利侵權訴訟提起時，被告就系爭專利聲請複審，並於法

院聲請停止本案訴訟(stay)。美國於西元 2011 年修正專利法時，特別針對「商業

方法相關專利」，規範「專利權授予後複審」的暫行規定，作為一般「專利權授

予後複審」之特別規定6。其中便提及當該複審程序與本案專利侵權訴訟交錯時，

法院應如何審酌二個程序的進行狀況，以作出是否停止訴訟的裁定。本文即針對

美國專利判例法於「商業方法相關專利」之「專利權授予後複審」的發展為中心，

觀察解析 法院對複審與本案訴訟間停止訴訟裁定的立場，並展望美國專利判例

法對於停止訴訟聲請的可能方向。 

貳、美國專利判例法 VirtualAgility Inc. v. Salesforce.com, Inc.案之發展 

 

一、 美國發明法第 18條第 b項第 1款關於停止訴訟之規定 

 

關於「商業方法相關專利」之「專利權授予後複審」的暫行規定 ，專利侵

權訴訟中之被告，得以系爭專利已進行前述程序而向繫屬聯邦地方法院聲請停止

訴訟，並以該專利權之效力作為侵權判決之先決問題。依美國發明法第 18條第

b項第 1 款，繫屬法院得參照四點因素綜合評估，停止訴訟之聲請是否有理由7。

                                                 
1 See 35 U.S.C. §§ 321-29 (2011). 
2 See 35 U.S.C. §§ 311-19 (2011). 
3 See 35 U.S.C. § 6 (2011) (專利權審理與上訴委員會之法源). 專利權人與聲請複審之人於複審程

序中的對等地位，以專利權授予後複審為例，可由美國專利法第 323 條、第 326 條、第 327 條與

第 329 條等規範內容可推敲得知。 
4 See 35 U.S.C. § 326(a)(5) (2011) (“setting forth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for discovery of relevant 
evidence, including that such discovery shall be limited to evidence directly related to factual 
assertions advanced by either party in the proceeding;”); see also 35 U.S.C. § 316(a)(5) (2011). 
5 See 35 U.S.C. § 325(e)(2011) (“In a post-grant review instituted under this chapter, the petitioner 

shall have the burden of proving a proposition of unpatentability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6 Sec. 18 of Leahy-Smith America Invents Act(以下簡稱 AIA), Pub. L. No. 112-29, 125 Stat. 284 

(2011) (Transitional Program for Covered Business Method Patents).  
7 Sec. 18 of AIA: 
(b) REQUEST FOR STAY.－ 

(1) IN GENERAL.－If a party seeks a stay of a civil action alleging infringement of a patent under 

Section 281 of title 35, United States Code, relating to a transitional proceeding for that patent, the 
court shall decide whether to enter a stay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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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法院應審酌停止訴訟聲請之准許或駁回是否有助於爭點之簡化或訴訟效

率；再者，在停止訴訟聲請前，法院是否已完成證據開示程序，以及庭期是否已

確定；此外，法院同時應審酌停止訴訟聲請之准許或駁回，是否在程序上不當影

響聲請對造之利益，或能呈現出聲請者於訴訟策略上的明確優勢；最後，停止訴

訟聲請之准許或駁回究竟是否確能減省雙方當事人與法庭的訴訟成本，亦為法院

所應審酌者。 

 

一旦專利侵權之繫屬法院就停止訴訟聲請作成裁定，不服之當事人得就裁定

結果為「中間性抗告」(interlocutory appeal)，抗告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而由該

法院就地方法院所為之裁定是否違反判例，進行法律問題的特別審查(de novo)8。 

 

自美國發明法關於商業方法相關專利之特別複審制度實施以來，最大的爭議

乃是在於專利侵權訴訟得否因複審程序之開啟或進行而停止訴訟，進一步而言，

亦即當事人所關注者為侵權訴訟繫屬法院，就停止訴訟聲請所作裁定之合法性，

或是該法院如何解釋適用美國發明法案第 18條第 b項第 1款所規範之四項判斷

因素。在美國判例法的發展中，因商業方法相關專利之特別複審制度實施的時間

有限，爭議案件並非多數，其中就前述四個因素的解釋適用，以致最後停止訴訟

的裁定，要以 2014年的 VirtualAgility Inc. v. Salesforce.com, Inc.最具代表性9，茲

就該案的背景與爭議加以解析與說明。 

 

二、複審與停止訴訟之爭議－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VirtualAgility Inc. v. 

Salesforce.com, Inc.案 

 

 (一)地方法院對於停止訴訟聲請之裁定 

 

本案原告 VA於美國聯邦地方法院東德州分院，以侵害 413號專利之相關權

利為由，向被告 Salesforce 等公司提起訴訟10。被告 Salesforce 則於 2013 年 5月

24 日，針對 413 號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的所有請求項，向「專利權審理與上訴

委員會｣聲請美國專利法所規範之「商業方法相關專利」的「專利權授予後複審」

                                                                                                                                            
(A) whether a stay, or the denial thereof, will simplify the issues in question and streamline the trial; 
(B) whether discovery is complete and whether a trial date has been set; 
(C) whether a stay, or the denial thereof, would unduly prejudice the nonmoving party or present a 
clear tactical advantage for the moving party; and 
(D) whether a stay, or the denial thereof, will reduce the burden of litigation on the parties and on the 
court. 
8 Sec. 18 (b) of AIA: 

(2) REVIEW.－A party may take an immediate interlocutory appeal from a district court's decision 

under paragraph (1).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shall review the district 
court's decision to ensure consistent application of established precedent, and such review may be de 
novo. 
9 VirtualAgility Inc. v. Salesforce.com, Inc., 759 F.3d 1307 (Fed. Cir. 2014). 
10 Id. at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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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alesforce於複審聲請中表明，413號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得認定為美國發明

法案第 18 條第 a 項第 1 款的「商業方法相關專利」，故為第 18 條所規範「專利

權授予後複審」的適格客體12。且 Salesforce 亦為 413 號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

依據第 18 條第 a 項第 2 款，其具備聲請複審之當事人適格13。另外，Salesforce

認為 413 號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的所有請求項，在相當高的可能性(more likely 

than not)，不具備美國專利法第 101條專利適格的要求，或基於先前技術的相關

引證文件，不符合美國專利法第 102條所規範之新穎性以及第 103條所規範之進

步性要件，「專利權審理與上訴委員會｣應准其複審之聲請並啟動之(institute)14。 

 

被告等為確保「專利權授予後複審」之順利進行，遂於 2013 年 5 月 29 日，

依據美國發明法案第 18 條第 b 項第 1 款，向美國聯邦地方法院東德州分院，聲

請停止前述關於 413 號專利的專利侵權訴訟。當訴訟停止之聲請程序尚在進行，

專利侵權訴訟之承審法院已核發「證據開示」命令，並已開庭確定 2014 年 4 月

某日舉行申請專利範圍解釋之審理，並於同年 11月某日選擇陪審團成員15。 

 

2013 年 8月原告 VA對於被告等針對 413 號專利聲請複審之主張，提出初步

的答辯。同年 11月「專利權審理與上訴委員會｣，就被告等所聲請之複審，作出

部分許可之裁定16。「專利權審理與上訴委員會｣認為 413號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

的所有請求權項確為美國發明法第 18 條第 a 項得以聲請複審之標的，但複審之

理由應僅限於美國專利法第 101條與 102條之違反，並不涉及第 103 條之進步性

問題17。該委員會遂啟動複審程序，並確定 2014 年 7 月某日審理 413 號專利所

有請求項之有效性18。 

 

不料，2014年 1 月，聯邦地方法院裁定駁回 Salesforce等被告之停止訴訟聲

請。就此駁回之裁定，被告等向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提起抗告19。同時向上訴法院

聲請停止地方法院之侵權審理，直至前述抗告程序完成20。正值抗告程序進行

中，原告 VA即於複審中聲請 413號專利之更正，以因應「專利權審理與上訴委

員會｣對於 413號專利無效的質疑與進一步的處分21。 

                                                 
11 Id. 
12 Id. at 1308-09. 
13 Id. at 1309. 
14 Id. See also 35 U.S.C. § 324(a) (2011)(“The Director may not authorize a post-grant review to be 
instituted unless the Director determines that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the petition filed under 
section 321, if such information is not rebutted, would demonstrate that it is more likely than not that 
at least 1 of the claims challenged in the petition is unpatentable.”) 
15 VirtualAgility Inc. v. Salesforce.com, Inc., 759 F.3d at 1309. 
16 Id. 
17 Id. 
18 Id. 
19 Id. 
20 Id. 
2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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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的立場 

 

 1、關於美國發明法第 18條第 b項第 1款之第一及第四因素 

 

抗告中，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依美國發明法第 18 條第 b 項第 1 款所列舉的四

個因素，審理地方法院駁回停止訴訟之裁定。首先，上訴法院依據第 18 條第 b

項第 2款的文義，認定抗告之審理乃是基於「特別再審」的規定(de novo review)，

而非向來判例法所揭示的「裁量濫用糾正」原則 (the abuse of discretion 

standard)22。再者，上訴法院則進入上述四個因素的解釋，以判斷停止訴訟裁定

的適法性。關於第一個因素(「停止訴訟聲請之准許或駁回是否有助於爭點之簡

化或訴訟效率」)及第四個因素(「停止訴訟聲請之准許或駁回究竟是否確能減省

雙方當事人與法庭的訴訟成本」)，地方法院認為第一個因素經判斷，於本案是

否停止訴訟乃為中性的因素或對停止訴訟的裁定略有不利。其主要的理由，在於

考量「商業方法相關專利」的「專利權授予後複審」下系爭專利之所有請求項被

撤銷的可能性低，故而推論，本案侵權訴訟的停止未必有助於爭點之簡化或訴訟

效率23。在第四個因素方面，法院雖承認本案停止訴訟確有減省雙方當事人與法

庭的訴訟成本，但程度有限，遂認為第四個因素就本案而言，對停止訴訟的裁定

呈現略為(slightly)有利的正面意義24。 

 

本案被告於抗告中陳明其理由，關於前述第一個因素，認為縱然複審下系爭

專利之所有請求項未能全數被撤銷，由於複審中所提出關於專利有效性的理由，

於複審確定後不得復行於本案訴訟中提出，因此，停止訴訟進行複審確有助於爭

點之簡化25。此外，複審中專利更正之聲請亦有減少本案侵權訴訟的爭點與請求

                                                 
22 Id. at 1309-10. 
23 Id. at 1310-11. 

The court stated that, even though the Ito patent had never been before the PTO, it was not 

persuaded that Ito anticipates all of the claims given the PTO's extensive review of other prior art 

during "a lengthy prosecution process." Id. The court also concluded that the value of the PTAB's 

consideration of Ito was "marginal" because Defendants introduced two other pieces of prior art 

in the district court proceedings－which, they represented, were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that 

Salesforce did not include in its CBM petition. Id. With regard to the PTAB's decision to review 

whether the '413 patent claims are patent-ineligible, the court observed that the claims were 

amended during prosecution to overcome an earlier § 101 rejection. Based on its assessment of 

the claims and the law of § 101, the court "was not persuaded that the PTAB will likely cancel all 

claims of the '413 patent" as patent-ineligible. 
24 Id. at 1311. (“It found that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in the instant case present only a limited 

possibility’ of a reduced burden on the court and the parties. 2014 U.S. Dist. LEXIS 2286, [WL] at 8. 

The court therefore concluded that the fourth factor ‘weighs only slightly in favor of a stay.’ Id.”) 
25 Id. See also Sec. 18 (a)(1)(D) of AIA (“The petitioner in a transitional proceeding that results in a 

final written decision under Section 328(a) of title 35, United States Code, with respect to a claim in a 

covered business method patent, or the petitioner's real party in interest, may not assert, either in a civil 

action arising in whole or in part under section 1338 of title 28, United States Code, or in a proceeding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nder section 337 of the Tariff Act of 1930 (19 U.S.C. 

1337), that the claim is invalid on any ground that the petitioner raised during that trans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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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在第四個因素方面，對於被告之客戶，因使用系爭專利而有受訴之現象，重

審有益於證據開示負擔的減輕，並利於其侵權或責任之判定27。地方法院之裁定

未能正確解釋適用第一個因素於第四個因素於本案，應屬違法裁定。 

 

本案原告則回應以答辯之，針對第一個因素，VA 認為系爭專利只要至少有

一個請求項能通過「專利權審理與上訴委員會｣的複審，維持其效力，即意謂該

請求項所涉及的專利無效議題與專利侵權及損害賠償，就未於複審中提出的理

由，將繼續在地方法院的侵權訴訟中出現，停止訴訟實無簡化爭簡點而促進訴訟

效率的結果28。另外，關於被告於第四個因素強調被告客戶的利益衡量，原告認

為被告客戶實為系爭專利侵權訴訟的利害關係人，由於大部分相關訴案的證據開

示程序已展開，停止訴訟未必能減輕其於法院的訴訟負擔29。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針對地方法院駁回停止訴訟聲請的理由，關於前述第一個

與第四個因素，提出質疑。認為地方法院的裁定有誤。上訴法院特別強調，停止

訴訟與否之裁定不應以系爭專利的專利適格或專利要件可能推論的有效性，作為

裁定的理由。否則將干涉專利權審理與上訴委員會對於複審程序啟動的判斷，此

與停止訴訟之裁定與否應獨立於複審程序的立法意旨相左30。地方法院實無立場

審理系爭專利有效性的實體問題，更不應以系爭專利所有請求項全體因無效而被

撤銷的機會不高，直接論證停止訴訟以獨賴複審並無益於本案未來的爭點簡化或

訴訟效率31。 

 

另外，上訴法院認為本案的系爭專利於複審申請時，經專利權審理與上訴委

員會認定所有請求權項有罹於無效的可能，故而符合美國發明法第 18 條複審的

規定32。就本案的侵權訴訟而言，此複審程序實有機會全面解決本案訴訟的爭議
33。有利於停止訴訟的裁定。上訴法院承認，一旦本案的被告將其所有關於系爭

專利有效性的先前技術引證文件或相關議題，於複審程序中盡數提出，縱有部分

請求項通過複審，被告勢無法於本案訴訟中就前已提出的證據，再就前已通過複

審的請求項，主張無效抗辯34。雖然本案被告於地方法院作為無效抗辯先前技術

                                                                                                                                            
proceeding.”). 
26 VirtualAgility Inc. v. Salesforce.com, Inc., 759 F.3d at 1311. 
27 Id. 
28 Id. at 1312. 
29 Id.  
30 Id. at 1313. (“Congress clearly did not intend district courts to hold mini-trials reviewing the PTAB's 

decision on the merits of the CBM review. To do so would overwhelm and dramatically expand the 

nature of the stay determination. If the district court were required to ‘review’ the merits of the PTAB's 

decision to institute a CBM proceeding as part of its stay determination, it would undermine the 

purpose of the stay.”) 
31 Id.  
32 Id. at 1314. (“In this case, the PTAB expressly determined that all of the claims are more likely than 

not unpatentable.”) 
33 Id. (“This CBM review could dispose of the entire litigation: the ultimate simplification of issues.”) 
34 Id. (“The simplification argument would be stronger if all of the prior art or relevant in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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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證文件，有二項未能提出於複審當中作為系爭專利請求項無效的理由，但若專

利權審理與上訴委員會作成有利於被告之處分而撤銷部分請求項，則地方法院就

該經撤銷部分請求項，便無須再審酌前所提及未能提出於複審的引證文件，實可

降低或消除當事人於本案訴訟的訴訟負擔35。基於前述之理由，並在不採認本案

被告客戶或第三人利益間的抗辯下，上訴法院認為第一個因素與第二個因素於本

案下充分(heavily)支持停止訴訟之裁定36。 

  

2、關於美國發明法第 18條第 b項第 1款之第二因素 

 

依美國發明法第 18條第 b項第 1款所規範之第二個因素，聯邦地方法院考

量到本案關於申請專利範圍解釋、證據開示與陪審團成員選擇等相關程序處於早

期階段，尚需相當時日始得完成，認第二個因素的判斷有利於本案訴訟之停止聲

請，但似無法克服或扭轉其他因素不利於停止訴訟的判斷37。本案原告與被告於

此因素所爭執者，乃本因素之判斷時點究竟應以被告向地方法院聲請停止訴訟時

為準，或應以地方法院對於前述聲請作出裁定時為依歸。被告認為應以前者為本

因素判斷時點，在那時，申請專利範圍解釋、證據開示與陪審團成員選擇等相關

程序尚未進行，較之地方法院的判斷時點，應更有利於停止訴訟的裁定38。原告

則認為相關時點的認定，對於停止訴訟的裁定，僅有中性的意義。其傾向於主張

後者的判斷時點，主要理由在於，若採停止訴訟聲請作為第二個因素的判斷時

點，則於該聲請時，系爭專利的複審程序未必確知當然為「專利權審理與上訴委

員會｣所受理，較無實質的意義39。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對此因素的判斷，鑑於判例法發展就相關議題的立場呈現分歧

的現狀，雖然肯認停止訴訟聲請的時點實攸關訴訟程序進展，且承認於複審受理

後即聲請停止本案訴訟，就第二個因素而言，非常有利於停止訴訟之裁定，但上

訴法院於本案無意確立何種時點下的判斷方屬正確40。依上訴法院的見解，地方

法院以作成停止訴訟裁定的時點而為判斷，並無違誤。因為於該時點複審程序已

                                                                                                                                            
issues were in the CBM review, as this would entirely eliminate the trial court's need to consider 

validity in the event that some claims survive CBM review.”) 
35 Id. (“In this case, however, where CBM review has been granted on all claims of the only patent at 

issue, the simplification factor weighs heavily in favor of the stay. If Salesforce is successful, and the 

PTAB has concluded that it ‘more likely than not’ will be, then there would be no need for the district 

court to consider the other two prior art references. This would not just reduce the burden of litigation 

on the parties and the court－it would entirely eliminate it.” (note omitted) 
36 Id. (“We also agree with VA that Defendants' arguments regarding customers and third parties were 

not raised before the district court and are therefore waived.”) 
37 Id. at 1315 (“The court found that the timing factor favored granting a stay because the parties had 

not yet filed their joint claim construction statement, the deadline to complete fact discovery was more 

than six months away, and jury selection was not until November 2014.”) 
38 Id. at 1316. 
39 Id.  
40 Id. (“We express no opinion on which is the better practice.  While a motion to stay could be 

granted even before the PTAB rules on a post-grant review petition, no doubt the case for a stay is 

stronger after post-grant review has been instit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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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為「專利權審理與上訴委員會｣所受理，地方法院就此時本案審理程序進行狀

態作成是否准予停止訴訟的裁定，符合美國發明法第 18條第 b項規範停止訴訟

裁定以避免本案訴訟與複審雙重杆格的立法目的41。 

 

此外，依本案之事實，無論以停止訴訟聲請時點(2013年 5月)，或「專利權

審理與上訴委員會｣受理系爭專利的複審之時點(2013年 11月)，作為判斷第二個

因素的標準，由於本案審理程序尚在初期，均有利於停止訴訟裁定之作成42。 

3、關於美國發明法第 18條第 b項第 1款之第三因素 

 

與本案停止訴訟聲請裁定有關的第三個因素，乃是「是否在程序上不當影響

聲請對造之利益，或能呈現出聲請者於訴訟策略上的明確優勢｣。若為肯定的答

案，則有利於停止訴訟聲請的裁定。於判斷此一因素，聯邦地方法院發現本案原

告與被告實為市場的競爭者，曾共同參與政府標案的競標，且原告相較於被告，

為業務資源有限的小型公司，法院若准許被告所聲請的本案訴訟停止，勢將令原

告遲延主張專利權，進而對市場佔有率的逸失與消費者所認知的商譽，產生不可

回復的損害(irreparable harm)43。是故，雖然依美國專利法第 326條第 a項之規定，

複審自許可後一年內必須審定，本案訴訟停止若因裁定而作成，仍會對原告之利

益產生不當之影響44。此外，原告的部分證人已屆高齡，停止訴訟亦將導致原告

利益之不當影響45。最後，本因素的判斷，與原告是否於本案訴訟中主張「初步

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46，並無關係，禁制令之主張涉及當事人之訴訟

策略，非法院所能審酌47。 

 

於上訴中，上訴法院首先就原告與被告間的競爭關係加以審理。上訴法院同

意原審的立場，認為原告與被告間的競爭關係確實會促使原告在停止訴訟下，承

受利益之不當影響48。然而，上訴法院由政府標案與原被告相關技術服務的招標

實務觀之，標案似較傾向以原告等小型企業為招標對象，不及於如被告等之大型

企業，故原告與被告間就不存在就同一客戶或產品的直接競爭關係49。但上訴法

院並不否認原告與被告間的競爭關係，更承認競爭關係下，在原告與被告之專業

                                                 
41 Id. (“Of course, the court should make every effort to expeditiously resolve the stay motion after the 

PTAB has made its CBM review determination. To do otherwise would undermine the intent of 

Congress to allow for stays to prevent unnecessary duplication of proceedings.”) 
42 Id. at 1316-17. 
43 Id. at 1317. 
44 Id. See also 35 U.S.C. § 326(a)(11) (2011)(“requiring that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in any post grant 

review be issued not later than 1 year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Director notices the institution of a 

proceeding under this chapter, except that the Director may, for good cause shown, extend the 1–year 

period by not more than 6 months, and may adjust the time periods in this paragraph in the case of 

joinder under section 325(c); and”) 
45 VirtualAgility Inc. v. Salesforce.com, Inc., 759 F.3d at 1317. 
46 有類於我國法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47 VirtualAgility Inc. v. Salesforce.com, Inc., 759 F.3d at 1317. 
48 Id. at 1318. 
4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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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服務領域下(雲端產業)，專利侵權所導致之市場佔有與商譽的損失，將有相

當的高度50。 

 

上訴法院進一步觀察原告於本案訴訟所主張的侵權救濟與保全程序，發現原

告並未聲請「初步禁制令」，且自系爭專利授予後幾近一年，方提起本案專利侵

權訴訟51。原告辯稱「初步禁制令」或相關救濟對其至關重要，得以防止其市場

業務蒙受不可回復之損害，並解釋其基於資源有限，且期待本案訴訟快速進行，

故而未聲請「初步禁制令」52。上訴法院則認為原告關於「初步禁制令」的論述

自相矛盾，一方面聲明「初步禁制令」對於本案訴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卻又因

成本考量決定不聲請「初步禁制令」，就此而言，無利於以利益不當影響為由而

主張本案訴訟不應裁定停止53。 

 

關於原告相關證人的年齡問題，上訴法院認為，雖年長可能會有記憶衰退的

現象，甚至相關證人未來也可能有無法作證的情形，但不能直接推導出停止訴訟

將對原告利益產生不當之影響，畢竟，原告未證明其證人已患有病症，或至少一

個證人因年紀而喪失證人之適格54。另外，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27 條允許

當事人以「具結」的方式，令證人之作證內容得具永久之效力。由此而論，證人

的年齡問題亦無益於「利益不當影響」的主張55。 

 

至於停止訴訟是否會創造被告在訴訟策略上明顯之優勢，上訴法院認為被告

並無藉由停止訴訟之聲請以達推延訴訟的目的，產生明顯的訴訟策略優勢56。原

告提出事實證明，被告未將二個重要的先前技術引證案提於複審 ，實有意以此

策略拖延訴訟以創造訴訟策略優勢57。上訴法院認為，若聲請停止訴訟者故意保

留重要的先前技術引證文件，待複審結果無礙於專利有效性時，再於地方法院援

用以為無效抗辯，縱然複審與本案訴訟之無效抗辯存在「禁反言」之規定，停止

訴訟聲請者保留先前技術的行為仍會被解釋為美國發明法案第 18條所規範之明

顯的訴訟策略優勢58。然而，本案原告未能提出明確的證據，以證明被告於聲請

                                                 
50 Id. (“We do credit the district court's finding that loss of market share and consumer goodwill is high 

in the growing market of cloud-computing.”) 
51 Id. at 1319. 
52 Id. 
53 Id. (“We also note that VA, for some unexplained reason, waited nearly a year after the '413 patent 

issued before it filed suit against Defendants. These facts weigh against VA's claims that it will be 

unduly prejudiced by a stay.”) 
54 Id. 
55 Id. at 1319 (“In addition, Rule 27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allows for the perpetuation 

of testimony when facts suggest that such action may be necessary. This rule gives district courts the 

authority to grant a petition authorizing a deposition to perpetuate testimony even before a lawsuit has 

been brought, and also applies when a case is otherwise stayed.”) 
56 Id.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Defendants possessed a ‘dilatory motive,’ which would have pointed 

against a stay.”) 
57 Id. at 1320.  
5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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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專利複審時確有將前述二個先前技術之引證文件列入的必要，卻刻意不提

出，以達創造訴訟策略優勢之目的59。是故，停止訴訟之裁定於本案不致產生被

告在訴訟策略上明顯之優勢。 

 

綜合以上的理由，上訴法院推翻地方法院對於第三個因素的判斷，認為第三

個因素的解釋於本案，對於否定停止訴訟之裁定，僅有些微的正面意義60。 

 

最後，上訴法院衡諸美國發明法第 18條第 b項第 1款所列之四個因素，認

文本案的案情有利於本案訴訟之停止，以遂行複審程序，故撤銷地方法院拒絕停

止訴訟的裁定61。 

 

參、代結論：美國專利判例法關於複審與停止訴訟之評析  

 

就美國專利判例法發展的軌跡而論，VirtualAgility 一案在美國發明法案第 18

條關於商業方法相關專利」之「專利權授予後複審」的規範，的確為具有代表性

的案例，特別是對於第 18條第 b項第 1款四個因素的解釋，至今仍影響後續類

似停止訴訟案件之裁定62。 

 

究竟此「專利權授予後複審」的暫行規定，未來對於美國專利法的影響層面將至

何種程度，就目前而言，尚無充分的資訊以供實證觀察，但依相關法制的設計與

判例法的現況，筆者可作以下之觀察。 

 

第一、 此暫行規定「專利權授予後複審」之法制，但是以「商業方法相關專利」 

作為複審之標的 ，乃為一般「專利權授予後複審」的特別規定63。立法意旨主

要是要藉由此權宜的複審法制，緩解美國資訊產業長期以來充斥眾多價值些微的

專利而致使研發或商業交易擔負相當程度不利益的窘狀64。尤其當商業方法相關

專利之專利權人對於其他電子商務從業者，提起專利侵權訴訟時，此一暫行的複

審法制，令被告有機會藉由聲請停止本案訴訟，訴諸複審以質疑相關專利請求項

                                                 
59 Id. 
60 Id.  
61 Id. 
62 See Benefit Funding Sys. LLC v. Advance Am. Cash Advance Ctrs. Inc., 767 F.3d 1383 (Fed. Cir. 

2014); Versata Software, Inc. v. Callidus Software, Inc., 771 F.3d 1368 (Fed. Cir. 2014); Intellectual 

Ventures II LLC v. JPMorgan Chase & Co., 781 F.3d 1372 (Fed. Cir. 2015)(本案因複審尚未受理，地

方法院拒絕停止本案專利侵權訴訟。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對相關裁定的抗告，裁應複審受理前無管

轄權).  
63 「商業方法相關專利」之「專利權授予後複審」不僅適用於美國修法後之 「先發明者申請主

義」(the first inventor to file system)下所授予之專利權，亦適用修法前「先發明主義」(the first to 

invent system)下所授予之專利權。JOHN M. WHITE, 1-3 ANALYZING THE AMERICA INVENTS ACT §3.03[11][a] 

(2011)(LexisNexis). 
64 See Joe Matal, A Guide to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America Invents Act: Part II of II, 21 FED. CIR. 
B.J. 539, 627-2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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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效性，尋求有效率的專利無效性審理，避免本案訴訟冗長而增添專利無效抗

辯的成本。且此複審法制僅將無效的審理的理由包括專利之標的適格要件(美國

專利法第 101 條)，更及於美國專利法第 102 條及 103 條所規範的新穎性要件與

進步性要件，並不以前述之理由為限65。在司法實務的發展上，頗能符合美國專

利實務的需求，與回應美國專利判例法對於商業方法相關發明之發明適格與可專

利性所採質疑的立場66。 

第二、 暫行的「專利權授予後複審」相關法制，在美國專利法體系的認知上，

並 

非恆久存在的法制，其具有立法者對於現今商業方法相關專利的政策使命，立法

者原設有「落日條款」，未來此制度是否隨落日條款而廢止，或再經由國會立法

將之展延或形成永久立法，實值得進一步觀察67。但該法制的現況或未來發展，

就國際智慧財產權法的觀點，是否有違反「科技不歧視 」原則68，亦不無考量

的空間。雖暫行複審的法制未必能恆存於美國專利訴訟相關法體系，但由於美國

發明法第 18 條第 b 項第 1 款明定四個審酌停止訴訟的因素，在法院解釋適用

下 ，可預期地對未來相關專利判例法的發展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筆者認為，

其影響可能不限於一般的「專利權授予後複審」，更可能及於「專利權多方複審｣。

由於依美國專利法制的設計，「專利權授予後複審」乃專利無效性公眾審查的第

一關卡，有 9 個月的聲請時限69，但廣開聲請的無效理由70，並適度調整開啟程

序的舉證程度71，鼓勵公眾，包括專利權人的競爭者，於專利權授予之前期即聲

                                                 
65 See 35 U.S.C. § 321 (b) (2011)(“A petitioner in a post-grant review may request to cancel as 
unpatentable 1 or more claims of a patent on any ground that could be raised under paragraph (2) or 
(3) of section 282(b) (relating to invalidity of the patent or any claim).”) 但「商業方法相關專利」之

「專利權授予後複審」對於新穎性與進步性的判斷或評價，相關先前技術範圍則有所限制，參見

Sec. 18(a)(1)(C) of AIA。 
66 美國專利判例法現今對商業方法發明的專利適格性頗有存疑。 See, e.g., Alice Corp. Pty. Ltd. v. 

CLS Bank Intern., 134 S.Ct. 2347 (2014). 
67 See Sec. 18(a)(3)(A) of AIA (“This subsection, and the regulations issued under this subsection, are 

repealed effective upon the expiration of the 8–year period beginning on the date that the regulations 

issued under to paragraph (1) take effect.”) 
68 Article 27(1) of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Trade in Counterfeit Goods (hereinafter the TRIPS Agreement)(與貿易相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s 2 and 3, patents shall be available for any inventions, 

whether products or processes, in all fields of technology, provided that they are new, involve an 

inventive step and are capable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 (5) Subject to paragraph 4 of Article 65, 

paragraph 8 of Article 70 and paragraph 3 of this Article, patents shall be available and patent 

rights enjoyable without discrimination as to the place of invention, the field of technology and 

whether products are imported or locally produced. 
69 See 35 U.S.C. § 321 (c) (2011)(“A petition for a post-grant review may only be filed not later than 

the date that is 9 months after the date of the grant of the patent or of the issuance of a reissue patent (as 

the case may be).”) 
70 See 35 U.S.C. § 321 (b) (2011)(“A petitioner in a post-grant review may request to cancel as 

unpatentable 1 or more claims of a patent on any ground that could be raised under paragraph (2) or (3) 

of section 282(b) (relating to invalidity of the patent or any claim).”) 
71 See 35 U.S.C. § 324(a) (2011)(“The Director may not authorize a post-grant review to be instituted 

unless the Director determines that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the petition filed under section 321, if 

such information is not rebutted, would demonstrate that it is more likely than not that at least 1 of the 

claims challenged in the petition is unpatentable.”)(筆者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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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專利權之複審，避免於日後專利權相關技術已運用於實務而面對專利訴訟時，

方以專利權無效之抗辯解決專利侵權之爭議。相對而言，「專利權多方複審｣之聲

請乃是接續於「專利權授予後複審」之期限後，無論就聲請的無效理由與開啟程

序的舉證程度，均較「專利權授予後複審」為嚴格72。因此，筆者認為，當本案

專利侵權訴訟與複審程序同時進行時，當事人於「專利權授予後複審」下會較「專

利權多方複審｣，有著較多的機會成功獲得法院的停止訴訟裁定73。 

第三、 暫行的「專利權授予後複審」相關法制，追隨一般的「專利權授予後複

審」 

或「專利權多方複審｣，有複審中專利更正之規定74。然而，本案的專利更正結

果或可能，似不在法院審酌停止訴訟相關因素時，所應考量者75。由於複審中之

專利更正，勢必影響原專利侵權訴訟下專利權人所得主張之專利權範圍，更正的

樣態與程度，實將影響原訴訟侵權攻防與證據需求76，是故，筆者認為系爭專利

於複審中更正的結果或可能，法院於本案訴訟停止聲請審理，似應予以斟酌。未

來，在「專利權授予後複審」或「專利權多方複審｣下聲請停止本案專利侵權訴

訟，期待法院能將專利更正之聲請與結果，融入停止訴訟裁定的審酌。若能如此，

未來美國發明法第 18 條第 b 項第 1 款明定四個審酌停止訴訟的因素，透過判例

法繼續適用到「專利權授予後複審」或「專利權多方複審｣下的停止訴訟聲請時，

當事人於複審程序中所聲請的專利更正，究竟有助於爭點之簡化或訴訟效率，或

成為當事人拖延本案訴訟的策略，便可獲致一定程度的釐清。 

 

                                                 
72 See 35 U.S.C. § 3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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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U.S.C. § 3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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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ent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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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4(a)(“The Director may not authorize an inter partes review to be instituted unless the 
Director determines that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the petition filed under section 311 and any 
response filed under section 313 shows that there is a reasonable likelihood that the petitioner would 
prevail with respect to at least 1 of the claims challenged in the petition.”)  
73 因「專利權多方複審｣下得以主張的專利權無效之理由與先前技術範圍，較之「專利權授予後

複審」為狹隘，故可能無法取代本案訴訟中無效抗辯之必要性。 
74 See 35 U.S.C. § 326(d)(2011). 
75 VirtualAgility Inc. v. Salesforce.com, Inc., 759 F.3d at 1312(“We also conclude that we are not 

improperly expanding the record on appeal if we consider the Motion to Amend.”) 
76 See 35 U.S.C. §§ 251-5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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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2016年 10月 17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參加的國際研討會乃國際著名的「國際智慧財產教學研究精進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TRIP)所舉辦的 34屆年度會議

(34th Annual Congress, 27-30 September, 2015)與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假南非的開普敦市舉辦(Cape 

Town)，由南非大學法學院協辦，在會長 Professor Tana Pistorius(南非國際智慧財產權法重要學者)號

召下，由來自各地的資深學者與年輕青年研究學人參與。不乏國際間耳熟能詳的國際智財法知名學

者，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的 Professor Carlos Correa；德國馬斯普郎

克研究院(Maz Planck Institute)的 Professor Reto M. Hilty；美國范得堡大學法學院的 Professor Daniel J. 

Gervais；美國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法學院的 Professor Peter Yu；英國劍橋大學法學

院的 Professor Graeme Dinwoodie；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法學院的 Professor Christophe Geiger 等。我

國學者東海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許曉芬亦參與此會。 

 

本人此行有兩大重要學術目的，首先，是為執行本計畫的研究目的之訪談與研討。藉由此次參與研討

會的機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重要專利法學者，就專利更正與舉發的比較法制相關議題與經驗，交換

意見，並分享經驗。另外，除專利更正與舉發法制的研討外，本人亦就另一主題提出論文發表，以 “The 

future prospect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under patent law in the terms of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Going 

through the Blockade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Territoriality”為題，以摘要申請發表，獲審通過。 

計畫編號 MOST 103－2410－H－004－152－MY2 

計畫名稱 專利更正法制與專利權之行使—兼論與專利舉發法制的互動與協力 

出國人員

姓名 
沈宗倫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會議時間 

2015年 9月 27日

至 2015年 9月 30

日 

會議地點 

 

Cape Town, South Africa 

會議名稱 

(中文) 

(英文) ATRIP 34th Annual Congress 

發表論文

題目 

(中文) 

(英文)  

The future prospect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under patent law in the terms of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Going through the Blockade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Territor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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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參與研討會之主要目的，一方面能藉由論文之發表，能帶動相關議題的討論，反省並增益己之研

究成果，以利未來國際期刊之投稿；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參與其他場次的論文發表，觀摩重要議題的發

展與評析，增加本文於專利法與國際智慧財產權法的學養廣度與深度。更期待由此研討會，結識國際

智慧財產權法學者，未來國際學術研究合作奠定深厚的基礎。 

 

二、與會心得 

本次大會共舉行四天，2015年 9 月 27日至 9月 30日。因學術主題分配之故，本人的文章發表被安

排於 9 月 29日上午 11時 30分到下午 12點 45分，Session VIII “Territoriality and Enforcement”。由德

國馬斯普郎克研究院 Professor Reto M. Hilty主持，第一個報告者為英國 University of Surrey的 Professor 

Alison Firth，發表題目是 “The Online Management of IP-Offensive and Defensive”；第二位報告者是德國

Goethe University的 Alexander Peukert 教授，發表題目是 “Privatization and Automation of Rights 

Enforcement on the Internet”。 

 

本人擔任第二位報告者，論文題目為“The future prospect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under patent law in the 

terms of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Going through the Blockade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Territoriality”，

報告內容之論述意旨如下：述，電子商務交易與資料傳輸可能產生的複數主體與多方分工的情形，常使在

整個電子商務的模式運作下，縱然實質上未經專利權人同意，不法剝奪了專利價值與專利權人的經濟利益，

但因複數主體與多方分工之緣故，致使無人全然實施專利技術之所有要件，在專利法傳統所固守的全要件

原則下，形成無專利侵權之現象，專利權人對其所損失的經濟利益，無從由專利法下尋求適當的救濟。此

複數主體與多方分工下的窘狀亦可發生於未來物聯網模式(the net of things)的運作下。本報告就此議題對現

行專利法制提出反省，並特別審視現代科技之複數主體與多方分工特性下專利權之行使與救濟之請求。包

括：未來各國面臨此類議題，是否應全面揚棄全要件原則，或是對於全要件原則做出適度的調整？若要調

整全要件原則，應以何等之論理基礎為之？擴張直接侵權的解釋、強化間接侵權的獨立性或引入衡平概念

的調節等，皆為可以考慮之模式。另外，本計畫尚要以 3D列印為例，探索傳統法定權的解釋與界定，當

科技發展已令專利侵權不法剝奪專利權人經濟利益之情形，提早於侵權物製造前即發生，各國專利法應如

何因應？尤其在專利法為此類情形特別修法前，由專利法保護創新與防堵不法剝奪專利價值的立法意旨與

法理，尋求適切的解決模式與方法，提供未來司法實務於相關議題的參考，實有其必要性。究竟要擴大解

釋排他權的範圍，藉以擴張直接侵權或間接侵權的主張，令專利權人有機會在專利侵權之前期，即有救濟

之機會，避免傳統法定排他權僵化解釋所生之不利益？或在現存法定排他權的解釋下，賦予衡平因素之考

量，予以調節法定排他權行駛之不充分？本報告雖僅提出相關問題的檢討，以及初步的可能解決模式，但

帶動主持人、報告人與在場學者的熱烈討論，並給予相當多的寶貴意見，本人實受益良多。 

 

本文於此次「國際智慧財產教學研究精進學會」所舉辦的 34屆年度會議與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內容，

目前尚在重新思考建構的階段，尚未完成文章，本人將於會後依與會學者的討論意見，調整研究果內

容，預定投稿至美國科技法律或智慧財產權法相關學術期刊，或德國 Max Planck Institute 所發行的 IIC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期待能順利投稿與刊登，以將研究成

果分享於國際間專利法的學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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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於研討會進行期間，除發表論文的場次外，曾特別就專利更正與舉發法制相關的議題就教於參與

研討會的各國專利法學者。相關訪問的議題，包括： 

(1)若專利更正生效，原專利之侵權訴訟仍在繼續進 行中，則專利侵權訴訟得否以專利更正之內容，作

為判斷或評價侵權之基準？ 

(2)再者，若專利更正生效，原專利侵權之損害賠償或相關救濟已確定，或已執行，則得否以專利更正

之內容為準，再給予當事人再救濟或回復原狀之機會？ 

(3)更複雜者，專利更正尚未終局，原專利侵權訴訟尚在進行中或損害賠償已確定與執行，此時，得否

以專利更正之內容列入前述侵權訴訟或再救濟之考量？  

 

與會學者，就美國專利法與歐洲專利公約的相關規範與司法實務發展，提供相當多的觀察點與評論，

對本研究之進行與反饋，實有相當之增益。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The future prospect of Indirect Infringe under patent law in the terms of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Going 

through the Blockade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Territoriality 

 

Chung-Lun Shen 

 

 

The exclusive rights of a patent are usually subject to the all-element rule under patent law.  In other words, 

in terms of literal infringement, merely when someone practiced the complete content of a claim without the 

patentee’s authorization, its act constituted a patent infringement.  If any element pertaining to a claim didn’t 

be materialized into the manufacture of a product or the use of a technology, the negative effect resulting from 

patent infringement is sure to keep from the practicing entity, unless the doctrine of equivalents could be 

applied to such this situation.  Besides the function of public notice for a patent, the policy gist for the 

all-element rule mainly avoids the hindrance over the cumulative innovation that patent law is codified to 

promote, owing to the undue expansion of patent rights.  However, the mechanic application of the 

all-element rule for the evaluation of patent infringement seems inevitable to produce a room for opportunists 

to escape from the legal risk of patent infringement by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territoriality or the arrangement 

of the manufacture processing about the end products.  Further, the strict all-element rule actually can’t be 

well fitted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oder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so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patent law 

to provide the sufficient protection for the patentee.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risk of patent infringement 

would possibly be created if anyone induces other persons to practice the whole claim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or other objective circumstances, or aids them in a significant way under the evaluation of patent to 

fulfill the all elements of a claim.  As a consequence, it has been among controversial issues under patent law 

whether the jurisprudence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should be admitted by or codified into patent law to 

resolve the predicaments resulting from the poor application of the all-element rule.   

                                                 
 Chung-Lun Shen, Professor,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Taiwan; S.J.D., Maurer School of Law, 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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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rectify the inappropriate manipulation of the all-element rule for the sake of sufficient patent 

protection,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positive attitude over admittance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under patent law, 

and further proposes that a harmonized model for the related provisions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at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patent law.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article think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the aforesaid model is made: 

First, the determination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would be based upon the interest balance between the relief 

the patentee enjoyed by mitigating the risk of patent infringement and the hardship suffered by the public on 

cumulative innovations. Such the consideration of interests mentioned above is expected to bi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ypes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and the strength of remedies for indirect infringement.  

Second, the article also addresses that the flexible approach is best applied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rather than the stiff one.  The article will offer the dramatic factors as a case-by-case model to 

assess if an indirect infringement is necessary to function as a supplement to secure the patentee’s interests, 

especially the cases involved in the complicated digital network or the issue of territoriality.   

 

Furthermore, following the analysis of aforesaid conflicting interests,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the article will define the representative types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and reconstruct the elements to meet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after reviewing the related development in legislation or case 

law under various jurisdictions.  It should be explored if it is appropriat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concept of 

joint infringement originated from civil law as an alternative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in the countries under 

the continental legal system. Additionally, the article is expected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rect 

infringement and indirect infringement.  Principally, the article tends to adopt the German approach focusing 

on the prevention of infringement risk by loosening the dependence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except for in 

some special circumstance where the U.S. approach noting the connection of direct infringement with indirect 

one works well in the pursuit of patent law policy.   

 

Finally, as soon as the indirect infringement was made, what confuses the judicial practice or case law much is 

how and to what extent the patentee could seek the remedy against the party conducting the indirect 

infringement.  The concern about the remedies on the indirect infringement mainly comes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double damages and whether the complete remedies under patent law should be granted to the 

patentee against indirect infringers.  The article will thoroughly consider the risk of double damages and 

establish the remedy rule for indirect infringement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四、 建議 

本次 ATRIP 所舉辦研討會無論在議題的安排方面，與講者的邀請方面，均頗為用心。幾乎將近年來

智慧財產權法於新興科技的議題統整分配於各場次的研討，涵及專利法、商標法與著作權法，透過此

次參與，本人不僅能掌握相關議題於國際或各國的發展，更能藉由討論，獲致不同角度的論點與觀察，

對於未來相關議題的深化研究，實有相當之裨益。未來本人將持續參與該組織所舉辦的智慧財權法研

討會，一方面能分享與交流己之研究成果，使之成熟，有機會貢獻給學術界與實務界；另一方面能與

各國學術機構的學者對某特定議題進行討論，有助於相關解決方案共識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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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會議手冊 

六、其他：所發表論文之報告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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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本計畫之學術貢獻如下：
(1)以比較法的方法，探索美國、歐洲專利公約、日本、德國與英國等之專利
更正法制，瞭解專利更正法制的立法目的與制度之運作，並掌握司法實務相關
之爭議所在。進而，反省與檢討我國專利法制現存的問題，以及提供未來修法
或解釋適用的正確方向。
(2)深刻探討專利更正法制與專利侵權間的交錯運作，以及專利更正法制與專
利舉發間的交錯運作等我國現行專利法所面臨的重要問題。由於我國專利法制
採取專利舉發與專利權無效抗辯雙軌並行的制度，前述研究更顯其意義所在。
藉此界定專利更正的合理界限，折衝專利品質確保與公眾信賴保護間的利益衝
突。此研究成果可供智慧財產法院與智慧財產局未來解釋適用相關規範之參考
。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我國法對於專利更正之規範，關於更正之要件，與國際間專利法的發展方向相



當，是由專利的原揭露範圍與權利行使範圍二個規範方向，作為節制專利更正
的要件。依比較法的觀察，為確保交易安全，各國專利法制大多傾向以避免專
利更正後權利範圍擴大為依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