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隨著電腦相關設備快速發展，高科技產品日新月異、產品生命週期

短，市場競爭激烈，如智慧財產所有權人之權利受他人不法之侵害（如仿

冒），或阻止其銷售產品（為對權利人為干擾、妨害之宣傳），該等不法侵

害如無法即使被制止，將使智慧財產權人辛苦研發之產品受有商機延誤、

遭市場淘汰等重大損害，甚而破壞該產品原市場佔有率及長期累計之商

機，或因市場充斥大量仿冒之商品使該智慧財產權的特色被侵蝕、稀釋（如

商標）。 

各國對於賦予當智慧財產權利人發現其權利受不法侵害時，有不同的

保護方法，但一般而言請求法院審理有無侵權事實存在，到取得確定判決

後再聲請強制執行命侵害人停止侵權行為，往往耗費相當多的時間，且兩

造對於有無侵權之爭議也會耗費許多時間攻擊防禦，為避免權利人於訴訟

期間受有權利繼續受損、損害擴大等不利益，而讓權利人於雙方進入法院

審理有無侵權之實體爭議前，可及時聲請法院裁定禁止侵權人繼續銷售仿

冒商品或使用侵權之專利技術、商標等行為。除台灣本地會發生侵權紛

爭，我國許多廠商以替國外廠商作代工為主，台灣廠商對產品的應用能力

相當優秀，所生產之商品常銷售至美國，近年來因人工薪資考量，製造業

紛紛移往大陸，對於大陸之法制也有須了解之必要性，因此介紹台灣、大

陸及美國對於智慧財產侵權案件中，攸關權利人能否及時獲得司法救濟之

規範介紹於下。 

2.1 台灣（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依我國現行法制規定，縱使權利人依法向民事法院訴請排除侵害、請

求法官對侵權人核發不得為侵權行為之確定判決，然從起訴到確定判決可

聲請執行所需花費之審理期間較一般民事案件長，且侵權人亦會於訴訟繫

屬期間繼續為侵害行為，導致權利人日後縱使取得勝訴判決，已緩不濟

急，而造成無法回復之損害。為避免權利人受有上述不利益，權利人在未

向法院提起排除侵害等訴訟前或未取得勝訴終局判決前，我國民事訴訟程

序賦予權利人得行使保全程序中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相關規定1，聲請法院

命涉嫌侵權人立即停止侵權行為，俾防止其繼續侵害智慧財產權造成損害

繼續擴大。 
                                                 
1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以下規定參照。 



一般而言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並非以保全強制執行為目的，係以定暫時

狀態為目的，此亦係與聲請一般假處分所欲達到之目的最大不同之處。故

若在我國智慧財產權遭到侵害或有被侵害之虞時，權利人尚未向法院提請

排除該侵害之訴訟前，就雙方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

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似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依民事訴訟法第五

百三十八條規定聲請法院對涉嫌侵權之相對人為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裁

定。至於智慧財產權人起訴主張之實體法上理由是否有理由，依我國實務

見解法院不須於假處分裁定中審究2。 

傳統之民事紛爭中，原告可聲請法院核發之假處分有一般假處分及定

暫時狀態假處分二種，有關假處分之聲請要件有下列幾項： 

（一）假處分準用假扣押之規定，於聲請時應具體表明所保全者為何項請

求：在假處分之聲請，應表明其所欲保全之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

即不僅指請求給付之內容，更應包括機於何項私法上法律關係，得

為此項之原因事實（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三條規定準用同法第五

百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二）為假處分裁定後，債權人如對債務人起訴，應以所保全之請求為其

訴訟標的，始符合起訴之請求與保全之請求同一性3：依民事訴訟法

第五百三十三條規定準用第五百二十九條規定，本案尚未繫屬者，

命假處分之法院應依債務人聲請，命債權人於一定期間內起訴；債

權人不於法定期間內起訴者，債務人得聲請命假處分之法院撤銷假

處分裁定。因假處分所保全者，係為本案請求之將來強制執行，法

院依上述規定限期命債權人起訴，該債權人起訴請求法院裁判之事

項，應極為假處分所保全之事項，此為「起訴之同一性」。故起訴

之請求是否為保全之請求，尚應注意下列三事：1.起訴之事向應為

金錢以外之請求；2.起訴之事項必須為假處分所保全之特定給付；

3.起訴所主張之訴訟標的，應為聲請假處分時所表明及法院裁定所

保全之法律關係。 

近年來有關智慧財產爭議案件增加，我國法院實務在審核是否核發

                                                 
2 參照台灣高等法院 87 年度抗字第 2680 號民事裁定：「假處分繫保全強制執行方法之一種，原

為在本案請求上未經判決確定前，預防將來債權人勝訴後因訴訟標的之現狀變更，有日後不能

強制執行或甚難強制執行之虞而設，至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所主張之權利，債務人對之所有爭執

者，應於現在或將來訴訟繫屬時，請求法院為本案之判決，以資解決，尚非聲請假處分時，應

先解決之問題，最高法院 69 年台抗字第 72 號判例著有明文。是債權人起訴請求實體上理由是

否正當，乃屬本案判決問題，並非假處分程序中所能解決。」 
3 楊建華，問題研析 民事訴訟法（三），第 458 頁以下。 



關於智慧財產權的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時，會以下列標準決定： 

（一）所欲請求保全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是否適於為民事訴訟之標的，

且有繼續性者； 

（二）發生請求權之原因事實現在是否於爭執中； 

（三）如果不予核發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否將導致聲請人重大之損害或

急迫之危險； 

（四）目前是否有核發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性4。 

然因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對於聲請假處分時僅規定應釋明請求及定

暫時狀態之原因，但亦允許如釋明不足，權利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

為適當時，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權利人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之假

處分。縱使請求及定暫時狀態之原因經釋明，法院亦得命權利人供擔保

後始得為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三條規定準用第

五百二十六條規定）。故在處理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

案件，衡量擔保金之多寡，涉及智慧財產權無體性及價值不易估算等特

性，對於法院及兩造而言都是不易處理之部分。且依我國實務見解上述

定擔保金之多寡係屬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對於下級審法院所定之擔保

金不服之聲請人或相對人，雖不可任意指摘法院所定數額不相當，仍可

取得作為斟酌擔保金多寡之客觀計算標準，向上級審法院提出抗告以具

體爭執下級審法院所訂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擔保金額度之不當，而由抗告

法院依職權認定該擔保金是否相當，予以增減之5。 

承前所述我國法院關於原告聲請對智慧財產案件核發定暫時狀態之

假處分時，所酌定擔保金之標準分析可得以下結論6： 

（一） 法院為附條件之假處分裁定，命債權人於供擔保後得為假

處分，因此向擔保係預備賠償債務人所應受之損害，法院

定此項擔保額應斟酌債務人因此所應受之損害為衡量標

準； 

                                                 
4 張宇樞，我國實務針對智慧財產權被侵害時定暫時狀態假處分相關裁判之解析，科技法律透析

2004 年 11 月，第 41 頁。 
5 參照最高法院 85 年度台抗字第 381 號民事裁定。 
6 同註 14，第 59-60 頁。 



（二） 因法院所訂擔保金額係備供債務人因受此所應受之損害賠

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

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而非以標的物之價值定之； 

（三） 法院命債權人預供擔保而為假處分，其金額多寡雖係法院

職權裁量之事項，法院為裁量前仍應為必要之調查，於取

得客觀之計算標準作為斟酌擔保金之多寡； 

（四） 所謂客觀之計算標準，例如先前曾有約定之權利金數額、

財政部核定之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及同業利潤標準、營業

額之調查資料、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廠商銷售量

資料及計算方式等。 

2.2 美國（禁制令 Injunction） 

智慧財產侵害案件與一般傳統權利於受到侵害行為即終止者不同，對

於智慧財產權之侵害行為通常不是馬上終止，係持續的繼續性侵害，而智

慧財產權利中大部份均有權利期限（除商標權可延展、營業秘密未洩露

等），故對於智慧財產之侵害行為需要有效、立即之救濟程序，否則於法

院冗長的審理過程中，權利人之市場已流失、錯失商機，甚而因系爭權利

期間屆滿而被法院駁回。因此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下稱 TRIPs 協定）要求各會員國應制

定迅速救濟制度以防免損害，或是制定處理爭議程序不得過於繁瑣耗費時

間。 

TRIPs 協定引進英美法禁制令、暫時性措施之觀念，制定第四十一條

第一項協定要求各會員應確保本篇所定之執行程序於其國內法律有所規

定，以便對本協定所定之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採取有效之行動7，以達

可迅速救濟及防止侵害之目的。另協定第五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亦規定，司

法機關應有權採取迅速有效之暫時性措施以防止侵害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發生，特別是防止侵害物進入管轄區域內之商業管道，包括業經海關放行

                                                 
7 Article 41 para.1 of the TRIPs “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enforcement procedures as specified in 

this Part are available under their law so as to permit effective action against any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overed by this Agreement, including expeditious remedies to prevent 
infringements and remedies which constitute a deterrent to further infringements. These procedures 
shall be applied in such a manner as to avoid the creation of barriers to legitimate trade and to 
provide for safeguard for their abuse.” 



之進口物品在內8。 

美國法對於保護智慧財產權之民事訴訟程序，禁制令（Injunction）係

相當重要之制度，如當侵權行為有可能破壞即將上市智慧財產權產品逐漸 
累積之商譽，或於市場上大量行銷侵害商標權之產品，使該商標之特色逐

漸被侵蝕，甚使得該商標不再有效時，即可經由向法院聲請核發禁制令之

方式，禁止涉嫌侵權人馬上停止其侵權行為9。 

由於上述暫時性措施僅可在智慧財產案件進入實體審理前加以凍結

現狀，並不能終局解決問題，因此 TRIPs 協定第五十條第六項規定，於不

影響第四項之前提下，依第一項、第二項作成之暫時性措施，如未於原作

成暫時性措施之司法機關在該會員國法律允許情況下指定合理期限內訴

請就實體部分進行審理，應依被告之請求予以撤銷或停止效力10。此規定

與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命經被告聲請命原告限期起訴之規定相同。 

另美國法院核發臨時禁制令也須經過某種審查程序，並非交錢即可獲

得。在美國欲獲得禁制令，須經法院裁定有可能勝訴、且認定如不發禁制

令將使原告受有難以彌補之損害與困擾，在衡量對公共利益下沒有負面影

響才會發給，此與台灣實務偏向一般程序動作、且不涉及價值判斷的假處

分有極大差異11。 

美國國會為保護美國本身之經濟利益與貿易優勢，在過去幾十年不斷

制定與修改相關貿易法規，其中對美國智慧財產權保護最大之規定係 1930
年關稅法三三七條款12，美國國會授權美國之關稅委員會對於任何外國輸

美產品所造成美國產業智慧財產權侵害進行調查，一但調查屬實可以建議

總統對被控產品頒布禁止進口之命令。因此外國商品輸入美國如於進口或

銷售上有侵害美國產業之智慧財產權並威脅到美國產業之利益時，受害之

美國廠商可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ITC）
提出控訴。 

                                                 
8 Article 41 para.1 of the TRIPs  “1. The judicial authorities shall have the authority to prompt and 

effective provisional measures: (a)to prevent a infringement of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from 
occurring, and in particular to prevent the entry into the channel of commerce in their jurisdiction of 
goods, including imported goods immediately after customs clearance. 

9 同註 2，第 22-24 頁。 
10 Article 50 para.6 of the TRIPs “ 6 Without Prejudice of paragraph 4, provisional measures of taken 

on basis of paragraph 1 and 2 shall, upon requested by defendant, be revoked or otherwise cease to 
have effect, if proceeding leading to decision on the merit of the case are not imitated within a 
reasonable period,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judicial authority ordering the measures where a 
Member’s law so permits or, in the absence of such a determination, not to exceeding 20 working 
days or 31 calendar days, whichever is the longer.   

11 參閱聯合新聞網，http://news.taiwannet.com.tw/newsdata/showdetail1.php?ID=6636。 
12 Section 337 of the Tariff Act of 1930. 



ITC 係準司法性質之行政機關，三三七條款受到美國產業界廣泛運用

係因此種案件提供迅速、高效率之貿易救濟程序，可在一個很短期間內獲

得行政上救濟，三三七’條款整個調查程序依法必須在不超過 12 個月內完

成，但案情俏複雜者，可延長至 18 個月13。經由三三七條款之實施，美國

可以將侵害到美國智慧財產權之產品拒於海關之外，對美國之智慧財產權

提供最佳之邊境保護措施，亦替美國產業提供與國外對手談判之最佳武器

與籌碼，尤其近年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盛行，造成許多美國廠商藉三三七條

款達成打擊國外競爭對手之目的，如美國半導體產業即利用三三七條款對

我國產業造成不小影響。但須注意者為 ITC 救濟程序為禁止進口命令

（Exclusion Order）、停止命令（Cease and Desist Order）及扣押與沒收

（Seizure & Forfeiture）三種方法，申請人不得請求損害賠償，有關損害賠

償之責任尚須向聯邦地方法院對被告提出侵害智慧財產權之民事訴訟。然

此種制度與民事訴訟程序之禁制令並不相同，故僅為簡單之介紹，不加以

詳敘。 

2.3 大陸（訴前禁令） 

大陸人民法院對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起步於 20 世紀 80 年代的初、中

期，隨著「大陸商標法」、「大陸專利法」、「大陸民法通則」和「大陸技術

合同法」等知識產權頒布施行而逐步發展。至 90 年代初，伴隨者「大陸

著作權法」的頒佈實施，人民法院已初步建立適合國情之知識產權訴訟制

度及審理此種案件之法官，在此之前並沒有知識產權的審判工作。進入 21
世紀以來，大陸人民法院審理知識產權案件又出現下列新的特點： 

（一）受理案件持續增長； 

（二）在經濟、文化和科技比較發達的地區，知識產權案件日益突出，且

專利權、著作權案件所佔比例較大； 

（三）絕大多數知識產權案件為侵權糾紛； 

（四）隨著資訊技術、生物技術等高新技術的發展，與高新技術發展和應

用相關的案件及新型式案件不斷出現； 

（五）涉外案件佔有相當大的比例。 

                                                 
13劉博文，美國 337 條款與智慧財產權保護，智慧財產權月刊 88 年 5 月，第 33 頁。 



根據「大陸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大陸對侵害知識產權

的犯罪有行政與司法兩種保護制度，即受害人可以向公安機關控告，公安

機關負責立案偵查；受害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審理。大陸

法官將依般民事侵權法之核心關鍵環節「停止侵權」與「賠償損失」，運

用於知識產權訴訟，遇有需要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之情況時，

大陸法院根據當事人聲請或依職權先行作出裁定。故在知識產權訴訟中，

法官不但可以做出類似「永久性侵權禁令」的判決，亦可在訴訟中包括受

害人起訴時做出立即付諸執行類似「臨時性禁令」之裁定。甚至在侵權的

預備階段就可以裁定消除此種侵權危險。且在大陸實務對於知識產權訴訟

案件審理逐步形成共識之一，係對於知識產權的權利人請求停止侵權者，

只要行為人實施法律規定禁止侵權之行為，權利人不必證明行為人實施侵

權行為之主觀過錯，法官也不必考慮行為人是否有過錯，即可作出停止侵

權先予執行之裁定或停止侵權之實體判決14。 

在大陸知識產權訴訟程序類似我國保全程序規定係「臨時性禁令」，

臨時性禁令又分為訴前禁令、訴前財產保全及證據保全三種類型，其中較

近似我國保全程序中假處分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稱為「訴前禁令」。有關

訴前停止侵權行為之措施，係大陸 2001 年 12 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下稱 WTO）後，為履行加入該組織之承諾，按照 TRIPs
協定將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律修改，並制定其他相關

之法律、條例，最高人民法院為實施上述法律規定亦頒布許多司法解釋。

而自最高人民法院頒布「關於對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適用法律問題的

若干規定」、「關於訴前停止侵犯註冊商標專用權行為和保全證據適用法律

問題的解釋」等司法解釋可知該法院對於訴前禁令採取積極慎重方式處

理，所謂「積極」係指只要符合法律法規、司法解釋之聲請，法院經審查

後於 48 小時須即時作出；而「慎重」係指系爭案件尚未經審判，仍須依

法進行每個程序（如聲請、擔保、覆議）之審查15。 

另依「申請訴前禁令、財產、證據保全須知」之規定大陸申請訴前禁

令要件之如下： 

（一）知識產權當事人可依法申請訴前禁令或訴前證據保全，申請訴前禁

令應向被申請人住所地或侵權行為地人民法院提出； 

（二）申請訴前禁令應提交之資料為： 

                                                 
14 蔣志培，大陸司法審判制度與知識產權司法保護機制，智慧財產權月刊 91 年 5 月，第 70 頁

以下。 
15 蔣志培口述整理，中國知識產權司法保護 http://www.chinaiprlaw.cn/file/200409253233.html。 



1.訴前禁令申請書，寫明申請人和被申請人名稱、地址，申請禁止

行為之證據、事實、理由等內容； 

2.證明申請人與被申請人主體資格之資料，如營業執照、身分證件

等； 

3.財產擔保書，寫明擔保人名稱、地址，被擔保人之名稱及擔保的

內容、用來擔保財產名稱、擔保的金額，擔保人應於擔保書上簽

名蓋章； 

（三）用來擔保的財產可為現金（含存摺）、房地產、車輛、股票等依法

可流通、所有權明確之財產，擔保人對擔保財產須有完全所有權，

沒有設定擔保或被執法部門查封16。 

況查大陸法院所核發之訴前禁令效力相當強，一但法院作出不許上訴

之裁決，即時生效，故該禁令主要係針對即發侵權，如不採取立即制止侵

權行為，將會給權利人無法彌補之損失。依大陸現行實務法院核發禁令制

度之民事救濟制度引進不久，被採納實行並不多見，且申請成功的多為國

內公司，國外公司申請成功鮮少17。而訴前禁令之所以少之原因為： 

（一）法院要在訴訟之前對被控侵權人是否侵權作出初步判斷，此判定須

在收到申請後 48 小時作出判斷，因涉及國外當事人，法院會特別

謹慎； 

（二）在多數知識產權訴訟案件中，訴前禁令係非必要，如透過其他民事

救濟方式即可彌補當事人損失，法院不會發訴前禁令，訴前禁令係

針對即發侵權，例如侵權產品在工廠裏製造，馬上要投放市場，如

不阻止權利人的市場份額將會無法逆轉的減少； 

（三）擔保問題，訴前禁令是對被控侵權當事人行為強制性制止，禁令一

但發出在全中國範圍內生效，一直持續到訴訟終結，效力非常強，

                                                 
16 參閱廣東省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http://www.fszjfy.gov.cn/shownews.asp?newsid=698，last visited 
2006/05/03。 
17 2004 年 8 月 6 日寧波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日本島野公司申請，對慈溪市博威車輛配件有限公

司及寧波力盟機械有限公司發出訴前禁令，責令博威公司停止製造銷售和許諾銷售其型號為

POWER SFT-EF33 系列的自行車配件；力盟公司停止許諾銷售其型號為 POWER SFT-EF33 系

列的自行車配件，此係中國實施訴前禁令以來少數外國公司申請訴前禁令成功之案例。參閱

http://www.cpahkltd.com/cn/publications/044dw.html，last visited 2006/05/03。 



如作出錯誤之禁令，被控侵權人之損失相當大，故法院要求申請人

要提供足額擔保，實務中法院多要求外國人提供現金擔保，對於在

中國沒有投資產業的外國人，要提供現金擔保並非易事，尤其是涉

及發明專利侵權，所涉擔保金額較大18；另訴前禁令作出後，系爭

案件被申請人如未在法定 10 天覆議期間提出覆議請求，申請人必

須在法定 15 天內提出民事訴訟。 

 

                                                 
18 代理日本島野公司申請訴前禁令之律師董巍口述整理，

http://www.cpahkltd.com/cn/publications/044dw.html，last visited 2006/0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