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我國智慧財產審判制度簡介 

我國於 2001 年加入 WTO 後，與智慧財產相關之法制修改及科技進

步、資訊傳輸快速之變化，近年來智慧財產權案件不僅有數量增加的趨

勢，在各類型案件所涉及紛爭質的方面之爭議也日趨專業、複雜，但台灣

目前法律制度對於處理智慧財產事件僅有實體法方面之規範（如著作權

法、商標法、專利法及營業秘密法等），在規範法院審理智慧財產案件之

程序法方面，並未因應智慧財產案件之特殊性，在民、刑事或行政訴訟程

序或法院組織上予以特別立法。故現行法院審理智慧財產案件所踐行之程

序與一般案件並無不同，分散規定於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及行政訴訟

法等法律；然而智慧財產案件具有迅速性、高度專業性等特殊性，使得司

法及立法機關審視就台灣現有之審判制度是否足以因應上開類型案件之

需求，是否有特別立法之必要。故將我國智慧財產審判制度中關於司法審

判二元化及智財審理等二個最重要爭議與研擬修改之部分，作簡單之介紹

如下1 

3.1 司法審判二元化 

依台灣現行法律之規定，關於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之審判，係分別由

私法、公法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採行「二元訴訟制度」。亦即依涉訟案

件的紛爭性質區分，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交由行政法院審判；因私法

關係所生之爭執，則交由普通法院審判2。 

                                                 
1 藍雅清、謝采薇、劉姿吟、古筱玫著，兩岸智慧財產案件審判機制之比較研究，政大智慧財產

研究所 2006 年大陸學術參訪心得論文集，95 年 4 月 18 日 ，第 11 頁以下。 
2 參照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 448 號解釋文「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理民事、刑

事、行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憲法第七十七條定有明文，可知民事與行政訴訟之審

判有別。又依憲法第十六條人民固有訴訟之權，惟訴訟應由如何之法院受理及進行，應由法

律定之，業經本院釋字第二九七號解釋在案。我國關於行政訴訟與民事訴訟之審判，依現行

法律之規定，係採二元訴訟制度，分由不同性質之法院審理。關於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

由行政法院審判，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則由普通法院審判。」第 466 號解釋文「憲法第

十六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得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之審判。至於訴

訟救濟究應循普通訴訟程序抑或依行政訴訟程序為之，則由立法機關依職權衡酌訴訟案件之

性質及既有訴訟制度之功能等而為設計。我國關於民事訴訟與行政訴訟之審判，依現行法律



3.1.1 智慧財產案件審判權劃分 

我國智慧財產權之民刑事訴訟並無專屬管轄法院，與一般的民刑事案

件相同係由各地之法院管轄，其中民事訴訟部分多係由被告（自然人）住

所地、居所地或主事務所、主營業所（法人）所在地之法院或侵權行為地

之法院管轄3。刑事訴訟部分，原則上係由犯罪所在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

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4。 

智慧財產權產生紛爭的特色之一，係該等權利其中有關專利、商標權

的取得涉及行政程序的審查。特別是專利權案件是否准予發明、新型及新

式樣等爭議，更需要具有科學技術背景等特殊領域之專家予以審查。且此

種行政上之審查，係屬於行政程序之一環，權利人對於該行政上之審查不

服者，可提起再審查或舉發、繼而循行政訴訟之途徑進行救濟。我國行政

訴訟之審判機關原為行政法院，全國僅於台北市設有一所，然而隨我國工

商業迅速發展，行政訴訟事件大量增加，原行政法院無法負荷全國行政爭

訟事件之數量，司法院遂於 77 年 7 月間著手研擬修正行政訴訟制度之方

案，先後於 87 年 10 月 28 日公佈新修正行政訴訟法及 88 年 2 月 3 日修正

行政法院組織法，將行政法院改畫分為二級，第一審為高等行政法院，第

二審為最高行政法院5。目前行政訴訟第一審管轄法院係高等行政法院，全

國僅設置台北、台中及高雄三所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審管轄法院係最高行

政法院6，而智慧財產之行政訴訟事件，係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在地之台

北高等行政法院為管轄法院7。 

3.1.2 裁判矛盾之解決方式 

台灣係屬於依公、私法領域區分審判權之「法院二元制」國家，加

上民、刑事及行政審判權之分軌，使得原本係為同一專利、商標權客體，

既可能涉及專利、商標權無效之行政訴訟問題，又可能成為侵害專利、

商標權之民事訴訟問題。此自我國專利法第九十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八

條、第一百二十九條規定「關於發明專利權、新型專利權、新式樣專利

權之民事訴訟，在申請案、舉發案、撤銷案確定前，得停止審判。」另

                                                                                                                                            
之規定，分由不同性質之法院審理，係採二元訴訟制度。除法律別有規定外，關於因私法關

係所生之爭執，由普通法院審判；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則由行政法院審判之」。 
3 參民事訴訟法第 1 條第 1、2 項，第 2 條第 2 項，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 
4 參刑事訴訟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 
5 88 年 2 月 3 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025750 號修正公佈行政法院組織法全文 48 條，同年

7 月 8 日司法院(88)院台行一字第 17712 號令定自 89 年 7 月 1 日起施行。 
6 參行政法院組織法第 2 條規定。 
7 參行政訴訟法第 13 條規定。 



依商標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在異議程序進行中，凡有提出關於商標權之

民事或刑事訴訟者，得於異議審定確定前，停止其訴訟程序之進行。」

及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所明定「民事或刑事訴訟之裁判，以行政處分是

否無效或違法為據者，應依行政爭訟程序確定之。該行政爭訟程序已經

開始者，於其程序確定前，民事或刑事法院應停止其審判程序。」故當

被告提出權利有效與否之抗辯，並主張其已進行行政救濟程序時，審理

民事或刑事訴訟之法官，即應依據前開規定，裁定停止訴訟或停止審判。

此種制度設計，雖然可以避免行政案件與普通案件間裁判歧異之問題，

但卻可能延滯權利人請求救濟之時效。 

另我國法律規定就同一智慧財產案件所衍生之民刑事、行政爭訟案

件，分由不同法院審理時，法官得依職權裁定是否停止該訴訟程序，以

免生發裁判矛盾之問題8。然有疑問者係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一

項所謂「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係指以其他民事訴訟

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依據者而言，不包括刑事被告犯罪是否成立在內

（按被告是否犯罪，非法律關係是否成立）。同法第一百八十三條所謂

訴訟中有犯罪嫌疑，係指本件民事訴訟中，生有犯罪嫌疑情事（例如當

事人偽造證據，證人偽證等）而言，不包括與該民事訴訟有關之刑事被

告是否犯罪在內9。且就智慧財產侵權案件而言，民事侵權賠償案件雖與

刑事案件同樣必須判斷有無仿冒行為，惟尚難認屬於前開條文所定犯罪

是否成立或刑罰應否免除之前提民事法律關係。故在智慧財產案件同時

涉及民事案件及刑事案件之情形，如權利人係於刑事訴訟附帶提起民事

訴訟請求侵權賠償，此時，因刑事庭法官可就民事損害賠償案件自為判

決，故能避免裁判歧異。縱使刑事庭法官不自為判決，而於刑事判決有

罪之同時依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四條規定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此時因

刑事部分業已調查證據並作成判決，民事庭法官在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時

通常會引用刑事庭已經調查之證據並參酌刑事判決之認定，實質上可避

免裁判矛盾之情形產生。惟在權利人於刑事訴訟進行中單獨提起民事侵

權訴訟之情形，由於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一百

八十三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七條規定裁定停止訴訟或停止審判之

要件，且民事案件之判斷並不受刑事案件判斷之拘束，故法官依據證據

獨立審判之結果，即可能產生裁判歧異之問題。 

                                                 
8 參民事訴訟法第 182 條第 1 項規定：「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律關係是否成立

為據者，法院得在他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第 183 條規定「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

涉其裁判者，法院得在刑事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刑事訴訟法第 297 條規定：

「犯罪是否成立或刑罰應否免除，以民事法律關係為斷，而民事已經起訴者，得於其程序終結

前停止審判。」 
9 參照最高法院 59 年度抗字第 663 號裁定。 



上述現行實務運作司法審判二元化，致使權利人往往須先歷經行政

訴訟，再面對民、刑事訴訟認定侵權者是否須負侵權責任之不利益。依

現制若被告在民、刑事侵權訴訟中提出系爭權利是否有效之抗辯，並依

前揭規定主張已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救濟程序時，審理該案件之民事或

刑事訴訟法官，即需依據前開規定，裁定停止訴訟或停止審判。故司法

審判二元化之制度設計，對於涉及專利、商標等智慧財產權相關爭議之

訴訟，往往延宕了司法救濟的時效，使真正權利人因民、刑事訴訟停止

之結果，拖延各該訴訟案件審理終結之期限，而有無法獲得及時保護之

缺失。 

3.2 智慧財產專業法庭 

承前所述智慧財產權案件因涉及科學、技術、電腦程式等專業之判

斷，且我國目前法學教育制度所培訓之法官，多半係自選填大學法律系入

學後，開始即研習法律科目10，大學期間除通識科目或必選其他學科之規

定，鮮少會加修科學、技術等其他領域之學科，且畢業後通過司法官特考

經一年餘期間之訓練即派任分發司法工作，具備法律以外其他專業知識背

景的人並不多，如遇到需判斷上述科學、技術等爭議問題，實力有未殆。

故自商標法第七十一條：「法院為處理商標訴訟案件，得設立專業法庭或

指定專人辦理。」專利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法院為處理發明專利訴訟

案件，得設立專業法庭或指定專人辦理。」、著作權法第一百十五之二條

第一項：「法院為處理著作權訴訟案件，得設立專業法庭或指定專人辦理。」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第三十四條：「法院為處理電路布局權訴訟案

件，得設立專業法庭或指定專人辦理。 」等規定，可知於智慧財產案件

涉及技術等層面問題時，為補足法官對此類專門技術知識欠缺之問題及協

助法院能順利辦理此類案件，得設立專業法庭或指定專人辦理或指定專門

的鑑定機構處理。 

司法院依法院組織法之相關規定已於臺灣高等法院等八個法院，設置

智慧財產權類型之專業法庭。未來將以專家參審制度，促進審判效率。且

各法院基於地域特性、受理案件量及人員編制等因素，所設專業法庭種

類，互有不同，目前已設置之專業法庭包括民事勞工、家事，刑事智慧財

產權、治安、交通、少年等類型，至於其他專業類型案件，各法院得依法

院組織法之規定，考量業務需要或法律規定增設之。另高等行政法院已依

行政法院組織法第九條規定「高等行政法院，必要時得設專業法庭」及高

                                                 
10 與美國法學教育採學士後學位修習之 JD 方式不同，美國的大學部無設置法律系，要申請法學

院須先取得大學學位，至少具備非法律專業以外的一種知識。 



等行政法院處務規程第二十七條規定「依法令應由行政法院處理之專業事

件，得指定專人或專庭處理之，但事務較簡者，得指定人員兼辦之。」設

有智慧財產權、稅務等各種專庭，審理專業案件，以提升審判效率，確保

當事人權益11。 

3.2.1 高等行政法院智慧財產專業法庭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91 年間設置智慧財產專業法庭（下稱智財專

庭），目前係指派四股法官承辦專利、商標之行政訴訟事件，並兼辦其他

一般行政訴訟事件。依司法院公布之統計年報，顯示近年來之專利及商標

行政訴訟事件，分別為 3、4 百餘件，90 年至 92 年間之商標行政訴訟事件

均多於專利行政訴訟事件，然而專利行政訴訟事件逐年遞增，至 94 年間

審理終結之專利行政訴訟案件已遠遠超過商標行政訴訟事件12。 

民國 商標 專利 合計（件數）

90 年 339 317 656 

91 年 472 421 893 

92 年 399 324 723 

93 年 406 410 816 

94 年 1-12 月 293 455 748 

95 年 1-2 月 39 43 82 

                                                 
11 司法院 91 年度邀請資訊界參與司法改革座談會建議事項本院辦理情形表，

http://www.judicial.gov.tw/aboutus/aboutus05/aboutus05-20.asp，last visited 2006/04/05。 
12 司法院統計資料，http://www.judicial.gov.tw/juds/report/sg-3.htm，last visited 2006/04/05。 



表 1：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專利商標行政訴訟第一審終結事件 

3.2.2 普通法院民刑事智慧財產專業法庭（股） 

自 92 年-94 年智慧財產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案件量統計之資料可知

民事案件部分，全省各地方法院關於智慧財產第一審民事事件之新收及終

結件數 92 年分別為 452 件及 279 件；93 年分別為 453 件及 380 件；94 年

1 至 9 月分別為 338 件及 286 件。高等法院及其分院關於智慧財產第二審

民事事件之新收及終結件數 92 年分別為 22 件及 36 件；93 年分別為 88 件

及 71 件；94 年 1 至 9 月分別為 96 件及 76 件，民事一、二審智慧財產權

案件原則呈增長趨勢。刑事案件部分，全省各地方法院關於智慧財產第一

審刑事案件 92 年之新收及終結件數分別 3193 件及 2822 件；93 年分別為

2539 件及 2123 件；94 年 1 至 9 月分別為 1954 件及 1561 件。高等法院及

其分院關於智慧財產第二審刑事案件之新收及終結件數 92年 766件及 718
件；93 年分別為 369 件及 391 件；94 年 1 至 9 月分別為 254 件及 223 件。

刑事案件呈下降情形，主要原因應係專利法於 2003 年修正時，已將違反

該法之行為予以除罪化之結果13。 

自從司法院實行民刑分流之審理制度，部份法院已設立智慧財產專庭

審理智慧財產相關爭議案件，例如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及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分別自 91 年 1 月 1 日及 8 月 19 日實施法官專業分流，於民事法庭成立智

慧財產專庭14。部分地方法院則採取專股方式辦理智慧財產權案件。茲將

我國各地方法院設置智財專庭（股）、93 年度各股刑事智財案件平均審理

件數及專庭（股）法官是否兼辦其他案件之資料表列於下15： 

各級地方法院 民事 刑事 

台北地方法院 專股（3 股） 專股（9 股） 

板橋地方法院 無 專股（15 股） 

                                                 
13 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juds/index1.htm， last visited 2006/04/05。 
14 熊誦梅，法官辦理專利侵權民事訴訟手冊，司法研究年報第 23 輯第 4 篇，第 6 頁。   
15 林欣蓉，知識經濟下之司法創新與改革－我國智慧財產法院設立之實證研究，交通大學管理

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科技法律組碩士論文，95 年 2 月，第 140 頁。 



士林地方法院 無 專股（4 股） 

桃園地方法院 無 專股（17 股） 

新竹地方法院 專股（3 股） 無 

台中地方法院 專庭（含庭長，7 股） 專股（14 股） 

台南地方法院 無 專股（4 股） 

高雄地方法院 無 專股（15 股） 

表 2：各地方法院設置智財專庭或專股之情形 

各級地方法院 93 年新收件數 股數 各股平均審理件數 

台北地方法院 279 件 9 股 31 件 

板橋地方法院 263 件 15 股 17.5 件 

桃園地方法院 213 件 17 股 12.5 件 

台中地方法院 382 件 14 股 27.3 件 



高雄地方法院 311 件 15 股 20.7 件 

表 3：刑事智財案件各股平均審理件數 

各級地方法院 是否兼辦其他案件 

台北地方法院 是 

板橋地方法院 是 

士林地方法院 是 

桃園地方法院 是 

新竹地方法院 是 

台中地方法院 是 

台南地方法院 是 

高雄地方法院 是 

表 4：專庭或專股法官是否兼辦其他案件 

自上述調查資料可知，一般所稱「智慧財產權專股」或「智慧財產權

專庭」僅係「專辦股」而非「專業股」，亦即專股法官僅係於各法院事務



分配規則所定期間內負責審理智慧財產案件及兼辦一般民、刑事案件，非

單純僅審理智慧財產案件。且目前我國各地方法院審理智財案件法官之案

件係分散審理，其中板橋、桃園、台中及高雄地方法院之刑事智財專股多

達十餘股，故與上開法院受理智財案件量多之因素有關，若以 93 年之案

件亮除以目前專股之股數加以計算，板橋、桃園及高雄地方法院專股法官

每年受理刑事智財案件分別僅 17.5、12.5、20.7 件，每個專股法官平均每

月受理的刑事智財案件不到二件，因此現階段智財專股之法官仍兼辦其他

案件，無法達到專門處理智慧財產案件累積審判經驗與專業知識之目的，

亦難期待專股法官在如此少的案件量下可累積智財案件之審判經驗。 

3.2.3 法官專業化及輪調制度 

司法院為落實專業法庭法官專業化，於 91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專業法

官證照制度，並開始受理民事勞工事件、刑事智慧財產權案件專業法官證

照之申請，未來視專業類型案件之成長，將逐步分階段核發其他類型之專

業證照，期能使法官依專長辦案，提升審判品質，並確保當事人的權益16。 

然而上開專業法庭法官專業化之理想，因現行審判設有法官輪調制

度，法官需因輪調承辦不同類型案件之故，往往影響裁判經驗之累積，故

司法院頒布各級法院法官辦理民刑事及特殊專業類型案件年度司法事務

分配辦法」第十七條規定，辦理特殊專業類型案件之法官，除變更其所辦

理之民事或刑事事務，或依「法官遷調作業要點」之規定遷調他法院外，

3 年內不得變更其辦理特殊專業類型案件之類別。然如該辦理特殊專業類

型案件之法官，每兩年未參加與該特殊專業類型案件有關之講習會、研討

會或其他類似會議，合計時間達 8 小時以上，則不受前開 3 年之限制。依

此規定，辦理特殊專業類型案件需至少辦理 3 年，以累積其裁判經驗。而

辦理智慧財產專業類型案件之法官，依前開辦法第十三條之規定，其擇定

以取得司法院所核發且在效期內之該特殊專業法官證明書為優先17，符合

                                                 
16 同註 39。 
17 參照各級法院法官辦理民刑事及特殊專業類型案件年度司法事務分配辦法第 10 條、第 11 條

規定如下： 
第 10 條  法官向司法院申請核發特殊專業法官證明書，應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一 十年內著有與該特殊專業類型案件相關之碩士以上之學位論文。 

二 三年內製作有關該特殊專業類型案件之裁判書類三十件以上，且於同期間在各大學、學

院、學系、研究所出版之學術刊物，或發行全國之法律專業性雜誌，或其他設有論文審查

制之雜誌，發表與該特殊專業類型案件有關之一萬字以上論文二篇以上或二萬字以上論文

一篇以上。 

三 三年內參加政府機關、公私立學術或研究機構所舉辦，與該特殊專業類型案件有關之講習



取得專業證書資格者次之，不足者，則依同辦法第四條第一項18所定之權

值比重定之。由上述可知司法院核發專業證照及辦理專業案件法官須定期

進修為法官專業化之表現，惟倘持有專業證照法官，未實際辦理專業案

件，實難認落實專業審判，此自下表列所示我國各地方法院智財專庭（股）

                                                                                                                                            
會、研討會或其他類似會議，或至政府機關，或其他聲譽卓著之公、私立團體或機構，就

與該特殊專業類型案件有關事項為實地考察，合計時間達一百二十小時以上，且於同期間

在各大學、學院、學系、研究所出版之學術刊物，或發行全國之法律專業性雜誌，或其他

設有論文審查制之雜誌，發表與該特殊專業類型案件有關之一萬字以上論文二篇以上或二

萬字以上論文一篇以上。 

四 三年內受邀擔任政府機關、公私立學術或研究機構所舉辦，與該特殊專業類型案件有關之

講習會、研討會或其他類似會議講授者或專題報告人，其講授或報告合計時間達三十小時

以上。 

五 三年內選修大學院校或研究所與該特殊專業類型案件有關之課程，已取得四學分以上，且

於同期間在各大學、學院、學系、研究所出版之學術刊物，或發行全國之法律專業性雜誌，

或其他設有論文審查制之雜誌，發表與該特殊專業類型案件有關之一萬字以上論文二篇以

上或二萬字以上論文一篇以上。 

六 現兼任或三年內曾任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大學、獨立學院以上學校法律系所講師、助理教

授、副教授或教授，並教授與該特殊專業類型案件有關之科目一年以上。 

七 三年內於各大學、學院、學系、研究所出版之學術刊物，或發行全國之法律專業性雜誌，

或其他設有論文審查制之雜誌，發表與該特殊專業類型案件有關之一萬字以上論文四篇以

上或二萬字以上論文二篇以上。 

第 11 條  法官對於司法院已辦理核發特殊專業法官證明書之案件類型，認已符合前條之資格

要件者，得檢具下列證明文件，向司法院提出申請： 

    一 依前條第一款申請者，應提出碩士以上學位證書及論文。 

二 依前條第二、七款申請者，應提出已發表之論文。第二款申請者，併應提出裁判書類。 

三 依前條第三、五款申請者，應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及已發表之論文。 

四 依前條第四款申請者，應提出相關證明文件，並提出一萬字以上之心得報告。 

五 依前條第六款申請者，應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18 參照各級法院法官辦理民刑事及特殊專業類型案件年度司法事務分配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 

依前條第一項選定事務法官人數，如逾預定辦理各該事務員額時，由法官會議依序按下列事

項之權值比重，決定法官優先承辦該事務之順序，且不得以其在各該地方法院到職之先後而

影響其排序： 
  一 九十四年一月一日以後申請並取得特殊專業法官證明書。 

  二 九十四年一月一日前申請而取得特殊專業法官證明書。 

  三 辦理民事事務或刑事事務之年資。 

  四 依法計算或折抵任職法官之年資。 

  五 期別。 

  六 其他。 



法官有無智財專業背景知識及各法院遴選標準之資料19，即可知除台北地

方法院辦理智財案件之法官有智財專業背景知識，其他法院即使依上開法

律規定設有智財專庭（股），卻由不具備智財專業知識之法官審理智財案

件，且大部分的法院係依照法官之期別或輪調時填選之志願或抽籤決定辦

理智財案件之法官，並未落實上開規定所欲達成「專業法庭法官專業化」

之理想。 

各地方法院 有無智慧財產專業背景 

台北地方法院 民事：其中 2 位已取得司法院核發專業證照，3 位均曾

取得智慧財產權相關碩士學位 

刑事：無 

板橋地方法院 刑事：無 

士林地方法院 刑事：無 

桃園地方法院 刑事：無 

新竹地方法院 民事：無 

台中地方法院 民、刑事均無 

台南地方法院 刑事：無 

                                                 
19 同註 43，第 148 頁。 



高雄地方法院 刑事：無 

表 5：專股法官有無專業背景 

各地方法院 如何遴選專庭（股）法官 

板橋地方法院 專業證照優先，其次依志願及期別排序 

士林地方法院 各審判庭抽籤決定承辦之專股類型 

桃園地方法院 依志願及期別排序 

新竹地方法院 各股抽籤決定承辦之專股類型 

台中地方法院 民事：事務分配置智慧財產專庭即須承辦智慧財產案件

（惟候補法官第一年不得承辦專股案件） 

刑事： 依志願及期別排序 

台南地方法院 專業優先，其次依志願及期別排序 

（惟第一年承辦刑事案件之法官，不問實任或候補均不得

承辦專股案件） 

高雄地方法院 依志願及期別排序 



表 6：專庭（股）遴選法官之標準 

3.3 智慧財產專責法院之籌設 

我國智慧財產權訴訟制度，相較於其他訴訟制度而言，非常沒有效

率，也遠遠落後相關實體法之發展，專利訴訟之無用論，在業界及學界甚

囂塵上，不失為對司法威信之挑戰。因為沒有效率，案件便不會進來法院，

從便利國民使用法院的功能來看，我國專利訴訟制度之陳舊，已經到了影

響國家經濟發展的地步。以我國科技產業值世界牛耳之地位觀之，不是沒

有案件，而係沒有效率的制度影響了案件來源。短視來看，減少法院案件

量，長期以往，則影響國家經濟發展。此外，科技的日新月異所產生之智

慧財產權，不僅在質及量的方面都有驚人之進展，且以我國地狹人稠，需

朝向以知識經濟立國之趨勢，相關之訴訟事件將有增無減20。 

為解決現制實務以公私法二元制及民刑分流設置專庭（股）處理智慧

財產案件所衍生之問題，司法院已擬定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草案（下稱組

織法草案）及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草案（下稱審理法草案），將於明年（2007
年）3 月正式成立智慧財產專門法院，將現行分散於民、刑事及行政訴訟

等普通法院及行政法院之智慧財產案件，除刑事第一審案件仍由各地方法

院管轄，民事、行政相關之智慧財產爭議事件統一歸納由智慧財產法院審

理21，由同一組法官審理以期解決，如承辦智財案件法官未依訴訟法相關

訴訟停止規定停止審理，將發生同一事實因分屬不同法院，各法院適用審

理法則不同而生判決歧異及訴訟延滯之缺失，茲將上揭二部草案有關智慧

財產專責法院設置之條文內容簡介於下22： 

（一）智慧財產專責法院之審級： 

  依上述司法院於 2005年 12月 20日公告之審理法草案有關智慧財產

訴訟事件之審級設計，原則上係設置在高等法院之層級，亦即民、刑事

訴訟除別有規定者外，原則上係採三級三審制，與現制相同23；至於智

慧財產訴訟事件之行政訴訟，亦維持現行二級二審制。其中對於智慧財

產事件之民事訴訟案件，不再區分簡易或通常訴訟程序，均一體適用通

常程序，賦予智慧財產事件當事人更嚴謹的程序保障。 
                                                 
20 熊誦梅，設立智慧財產法院之評估研究－兼論德國、韓國及日本之專利訴訟制度，司法院 93

年度研究發展項目研究報告，93 年 8 月，第 71 頁。 
21 參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草案第 19 條第 1 項、第 23 條及第 31 條規定。 
22 同註 28，第 17 頁以下。 
23 參審理法草案第 19 條第 2 項、第 20 條、第 25 條第 1 項、第 26、第 32 條規定。 



上述智慧財產事件之第一審案件，其民事、行政訴訟，係由智慧財

產法院為第一審審判法院，以獨任法官任之（審理法草案第十九條第一

項；同法第三十一條）；至於刑事案件，則按前揭審理法草案第二十三條

規定，其第一審之審理，由地方法院依據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辦理。 

有關前述智慧財產事件之民、刑事、行政訴訟之審級與管轄法院，

茲列表對照如下： 

訴訟性質 第  一  審 第  二  審 第  三  審 

民事 智慧財產法院 
（獨任審理；審理法

§19I） 

智慧財產法院 
（合議審理；審理法

§19II） 

最高法院 
（審理法§20）

刑事 地方法院 
（審理法§23） 

智慧財產法院 
（審理法§25I） 

最高法院 
（審理法§26）

行政 智慧財產法院 
（審理法§31） 

最高行政法院 
（審理法§32） 

 

表 7：審理法草案所規定智慧財產案件之審級與管轄法院 

（二）智慧財產專責法院之管轄： 

  依組織法草案第二條、第三條及審理法草案第二十三條等規定，智

慧財產案件之管轄範圍所採之立法方式，係以組織法草案第三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分別明文規定智慧財產法院所管轄之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類

型，並且因為「智慧財產權具有快速創新之特性，為因應將來新發生之

智慧財產案件，爰明定第四款，以資概括」。24亦即係採取例示與概括並

列的方式，以因應新興法領域的快速變化，可資贊同。25 

                                                 
24 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草案條文對照，2005 年 12 月 22 日公告版本，第三條第五點立法說明。 
25 然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草案第 3 條第一點的立法理由卻記載「智慧財產法院管轄之民事訴訟



另組織法草案第三條和審理法草案第二十三條特別納入刑事審判

權，使得除少年刑事案件以外，因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至第二百五十五

條、第三百十七條、第三百十八條之罪或違反商標法、著作權法、公平

交易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關於第二十條第一項及第三十六條關於第十九

條第五款案件，不服地方法院依通常、簡式審判或協商程序所為之第一

審裁判而上訴或抗告之刑事案件，均應向智慧財產法院為之。此種將智

慧財產刑事案件之第一審管轄權歸屬由普通地方法院審理26、第二審以

上管轄權再歸屬由智慧財產法院審理的設計，其立法理由係「侵害智慧

財產之犯罪，雖亦有在公開場合為之者，例如在市集銷售盜版光碟或仿

冒商標之商品，但規模較大情節較重之犯罪，例如大規模之擅自重製或

仿冒商品之工廠，恆在隱密中進行，為加強查緝效果，保障智慧財產權，

偵查中宜由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就近查察，而檢

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為進行偵查、調查，每需向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對應之

地方法院聲請搜索票，檢察官亦有向地方法院聲請羈押必要，對於搜索

票或羈押之聲請，地方法院則須為即時之調查及裁定，故第一審之偵查

業務，宜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為之，基於偵查、審判之對應性，第

一審審判業務，亦應由地方法院管轄。高等法院層級之智慧財產法院則

管轄不服地方法院依通常、簡式或協商程序所為之第一審裁判而上訴或

抗告之案件，爰於本條第二款前段訂定明文。又第一審依通常程序起訴

之案件既由地方法院管轄，情節較輕微之簡易程序案件，自亦應由地方

法院依現行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處理。」 

（三）裁判矛盾之防免： 

過去智慧財產爭議事件最為人詬病者，即在於訴訟程序往往因裁定

停止而延宕；再者，因為科技產品生命週期越來越短，被告在訴訟中往

往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不存在，透過訴訟程序的停止，以時間換取空

間，拉長戰線，利用法律來達到其繼續為侵權行為的目的。 

為防止上述情況繼續惡化，審理法草案第十六條第一項特別明文規

定於民事訴訟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有應撤銷、廢止之原因時，智

慧財產法院之民事審判法官應自為判斷，其目的即在於避免程序拖延；

                                                                                                                                            
事件，採列舉方式，於第一款明定限於…」。25本文認為此應為漏未修正，蓋既已於同條第四

項為管轄案件類型之概括規定，如何能稱作「列舉」？邏輯不合。再者參照智慧財產法院組

織法草案 94 年 9 月 26 日公告版本，其第三條第四點立法說明原本記載為「智慧財產法院管

轄之行政訴訟事件，採列舉方式」，但在同年 12 月 22 二日公告版本則修正為「第三款明定智

慧財產法院管轄之行政訴訟事件，包括…」，應可認為前述組織法第三條第一點立法理由稱民

事訴訟事件「採列舉方式」，為漏未修正，而應併與注意。 
26 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草案第 23 條規定參照。 



此自該項立法說明：「一、按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民事或刑事訴訟之

裁判，以行政處分是否無效或違法為據者，應依行政爭訟程序確定之。

而其行政爭訟程序已經開始者，於其程序確定前，民事法院應停止審判

程序。另專利法第九十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一

項準用）、商標法第四十九條（第五十六條、第八十條準用）、植物品種

及種苗法第四十二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二項，均有關於停

止訴訟程序之規定。因此，有關智慧財產之民事訴訟中，被告主張智慧

財產權不存在，而提起行政爭訟時，或有第三人對智慧財產權之有效性

提出評定、舉發及行政爭訟時，民事訴訟如依首揭規定停止審判，其權

利之有效性與權利之侵害事實無法於同一訴訟程序一次解決。當事人每

以此拖延民事訴訟程序，致智慧財產權人無法獲得即時的保障。次按智

慧財產權原屬私權，其權利有效性之爭點，自係私權之爭執，由民事法

院於民事訴訟程序中予以判斷，在理論上即無不當。尤以智慧財產法院

之民事法官，已具備判斷智慧財產權有效性之專業能力，則就其終結訴

訟所必須認定之權利有效性爭點，自無另行等待行政爭訟結果之必要。

爰設第一項規定，使審理智慧財產訴訟之民事法院，於訴訟中就其商標

權或專利權有無應撤銷或廢止原因之爭點為實質判斷，並排除行政訴訟

法、民事訴訟法、商標法、專利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或其他法律有關

停止訴訟規定之適用，以期紛爭一次解決，迅速實現訴訟當事人之權利

保護。」 

由上述案件審理法草案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及立法理由可知，對

於同一事實所衍生之民刑事及行政智慧財產爭議案件，日後就智慧財產

民事案件之審理程序設有停止訴訟程序之例外規定，即被告不能再主張

已對系爭案件之專利或商標等權利是否有效提起行政訴訟確認之，而聲

請法官停止訴訟程序延宕該訴訟之進行時程。 

（四）法官選任多元化： 

      由前述可知智慧財產法院相當於高等法院或高等行政法院層級，故

其法官之任用資格亦須與之相當。依組織法草案第十三條立法說明可知

智慧財產法院法官之任用資格，係參酌行政法院法官之任用資格規定，

讓對智慧財產權有所專精之法官、檢察官、律師、大學或獨立學院專任

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或助理研究員、

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政治、行政學系或其研究所

畢業，現任或曾任簡任公務人員等人員，均有機會進入智慧財產法院從

事審判工作。 



      另為確保智慧財產案件審判品質，智慧財產法院之法官來源多元

化，此自組織法草案第十四條立法說明謂：「一、智慧財產法院法官掌

理智慧財產案件之審判事項，其裁判對當事人之權益影響甚鉅，其遴選

與甄試除需具備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之法學素養外，尤應具備智慧財

產權之專門學識經驗，始能為正確之裁判，爰予明定，俾資遵循。二、

智慧財產具有創新及易變之特性，智慧財產法院每年應辦理法官進修，

充實其專業知識，俾提升裁判品質。」即可知為因應智慧財產案件之專

業及技術等複雜性，只受過我國傳統法學教育之法官恐無法勝任。 

（五）技術審查官之設置： 

      依組織法草案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及審理法草案第四條等規定，可

知智慧財產法院新增「技術審查官」編制，輔助智慧財產法院法官從事

技術判斷，對於技術審查官之定位及其提出之意見與現行委外鑑定機構

提出之鑑定報告有何不同等問題雖有爭議，然自組織法草案第十五條立

法說明：「一、智慧財產案件常涉及跨領域之科技專業問題，智慧財產

法院應配置專業技術人員輔助法官從事相關技術問題之判斷，爰明定技

術審官室之組成及技術審查官之官職等。二、技術審查官具不同之科技

專業背景，得視業務之需要分組辦事，組長則由技術審查官兼任，不另

列等。三、技術審查官受法官之指揮監督，依法協助法官從事案件之技

術判斷、蒐集、分析相關技術資料，對於技術問題提供意見，並依智慧

財產案件審理法之規定參與訴訟程序，爰於第三項明定其職掌。」可知

技術審查關係類似刑事訴訟程序中之「檢查事務官」。 

另自審理法草案第四條立法說明：「一、技術審查官為法院內部之職

員，法院就智慧財產訴訟之審理，認有必要時，得命技術審查官執行職

務。二、因技術審查官係專業技術人員，輔助法官從事相關技術問題之

判斷，爰於第一款至第四款明定其得承法官之命，基於專業知識對當事

人為說明或發問、對證人或鑑定人為發問、對本案向法官為意見之陳述、

於證據保全時協助調查證據。三、技術審察官就本案向法官所為之言詞

或書面陳述，性質上屬諮詢之意見，如欲採為裁判之基礎，應依第八條

第一項規定，予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亦可知技術審查官承法官之命

所提供之意見，如賦予當事人對該意見為辯論之機會，即可採為判決之

基礎證據。 

 



3.4 小結 

    智慧財產案件多涉及科學、技術等專門知識，隨者科技日新月異的快

速進展，智慧財產案件衍生之爭議亦迭有不同，要求我國僅受傳統法學教

育之法官，並不具備智慧財產相關知識，即任其挑起審理智慧財產案件之

重擔，又因我國現行智財專庭（股）之法官僅係「專辦股」，仍須兼辦其

他一般民、刑事案件，還有民刑分流及輪調制度之實行，殊難期待承辦智

慧財產案件之法官能有時間進修充實智慧財產相關知識或有足夠案件量

供其累積辦案、專業經驗。 

     另依目前司法院所提出組織法草案與審理法草案的立法方向，係將

智慧財產權紛爭所涉及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三種審判權，規劃三合一歸

於一所智慧財產法院行使，主要在使同一智慧財產權紛爭所生的民事、刑

事與行政訴訟，集中於同一法院審理，以求法律見解、司法裁判的劃一，

增進裁判妥當性與司法安定性；並且促進相關案件審理時效，節省當事人

就爭執相同爭點所需耗費的勞力、時間與費用；然而，智慧財產權紛爭所

涉及民事和行政訴訟第一審、第二審均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刑事訴訟第

二審始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此種未將刑事第一審案件納入智慧財產管轄

案件範圍之設計，或有認為將刑事審判權一併納入，可能產生過度強調刑

事制裁的重要性等27。然而根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盧副局長文祥指出刑事

案件是否納入之爭議似與公私法分立（即二元制）無涉，係因民刑分流之

故。因此本文認為刑事審判權與民行政審判權合歸由同一法院掌理，在理

論上並無本質上不能的問題28。再者，以台灣所設保護智慧財產權法律現

制而言，商標、著作權等智慧財產糾紛，可能涉及刑事責任的問題，倘仍

循舊制割離審理，過去既有的問題仍舊無法有效解決；反之，若歸於同一

法院一併審理，可以有效解決過去智慧財產案件為人所詬病的諸多疑義之

處，故新制採取「三合一」的設計，並無不當。 

    復承前所述，本次關於智慧財產專責法院設立之相關立法，特別針對

現制中被告利用民事訴訟規定延宕權利人實現權利保護29，而於案件審理

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設有民事訴訟程序不停止的規定。且為貫徹權利之有效

性與侵權事實一併判斷之立法目的，應許法院就該有效性爭點所為之判斷

於系爭訴訟當事人間發生效力，無待行政主管機關為撤銷或廢止該智慧財

                                                 
27 同上註 33。 
28 以電話訪問方式請教盧副局長文祥有關法院組織法（草案）及案件審理法（草案）有關新制

採「三合一」規定之意見。 
29 參民事訴訟法第 182 條、第 183 條規定。 



產權；然而依審理法草案第二條規定：「前項情形，法院認有撤銷、廢止

之原因時，智慧財產權人於該民事訴訟中不得對他造主張權利。」可知將

來智慧財產民事案件中對於系爭智慧財產權使否有撤銷或廢止之原因，僅

於該民事訴訟判決中生拘束力，並無對世效力亦即對於相關之刑事或行政

訴訟案件並無拘束力，此自審理法草案第十六條第二項立法說明謂：「…
為貫徹本條第一項容許民事法院於訴訟中就權利有效性之爭執，一併判斷

之立法目的，爰於第二項明定民事法院於認定智慧財產權確有應予撤銷或

廢止之原因時，縱認智慧財產權人之權利尚未經智慧財產專責機關予以撤

銷或廢止，就該訴訟仍不得對他造主張權利，法院即得據以駁回權利人之

訴，或為權利侵害所生請求權不存在之確認判決。該判決就權利有效性之

判斷，僅於該訴訟發生拘束力，智慧財產權人對於其他第三人之權利行

使，仍非該訴訟之判決效力所及，亦不待言。」本文認為審理法草案第十

六條第一項規定，能否真正解決上述裁判矛盾之問題，需視司法院就現行

受訓之法官中所選任擔任智慧財產專責法院法官，是否具備判斷系爭權利

是否有效性之爭議問題之能力，否則將徒生新制實行後，司法機關依該規

定可剝奪行政機關對系爭行政處分有效性認定之權限是否妥適之爭議。 

末依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草案第十條、第十三條規定30，智慧財產法

                                                 

30 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草案第 10 條規定：「 

Ⅰ 智慧財產法院置法官，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薦任第九職等。 

Ⅱ 智慧財產法院法官繼續服務二年以上者，得晉敘至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四職等。曾任智慧

財產法院法官二年以上，調地方法院或其分院兼任院長或庭長之法官、法官者，得晉敘至簡任

第十二職等至第十四職等。 

Ⅲ 前二項智慧財產法院法官服務年資與曾任高等法院法官、高等行政法院法官或高等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服務年資，合併計算。 

Ⅳ 司法院因業務需要，得調地方法院及其分院試署法官或候補法官至智慧財產法院辦事，協

助法官辦理案件程序之進行、爭點之整理、資料之蒐集、分析及裁判書之草擬等事項。 

Ⅴ 試署法官或候補法官調智慧財產法院辦事期間，計入其試署法官或候補法官年資。 

Ⅵ 智慧財產法院置法官助理，依聘用人員相關法令聘用專業人員，或調派各級法院或行政法

院其他司法人員或借調其他機關適當人員充任，協助法官辦理案件程序之進行、爭點之整

理、資料之蒐集、分析等事項。 

Ⅶ 具專業證照執業資格者，經聘用充任法官助理期間，計入其專業執業年資。 

Ⅷ 法官助理之遴聘事項，由司法院以命令定之。」第 13 條規定：「Ⅰ智慧財產法院法官，應

就具有下列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智慧財產法院法官者。 



院法官選任係採多元化方式遴選，且選任後司法院應提供每年在職進修機

會供法官充實智慧財產相關知識31，但自司法院 95 年 2 月 13 日發布之智

慧財產法官培訓計畫新聞稿中提及智慧財產法院法官係依後述之優先順

序自全國法官中挑選 40 位法官加以培訓：（1）高等行政法院法官；（2）
具智慧財產專業法官證照之實任法官；（3）前 2 點以外之實任法官；（4）
具智慧財產專業法官證照之試署及候補法官；（5）其他試署及候補法官。

同一順位以期別在前者優先，期別相同者以年長者優先32。 

因智慧財產法院係設在高院層級，自上述優先順序可知，司法院所欲

遴選之智慧財產法院法官非僅以是否具備智慧財產專門知識為主，而加上

以期別在前之資深法官之限制，根據參與此次司法院研擬智慧財產法院諮

詢會議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盧副局長文祥指出，目前已決定待 40 位培訓

法官受訓期滿後將選任 9 位擔任智慧財產法院之法官（含院長及庭長各 1
人，屆時真正負責審理智慧財產案件之法官僅 7 人）。依前述審理法草案

擬設置之技術審查官編制，固能協助法官對於智慧財產案件中有關技術、

專業性爭點判斷，免除現行需委外尋找鑑定機構提供鑑定意見之不便，亦

減省兩造對於該鑑定報告意見得否採為裁判基礎事實之爭執。然本文認為

培訓計畫期滿之際，司法院是否真能選任出適任之法官專辦智慧財產案

件，而預定選任人數不多的法官是否足以消化將來三合一（民、刑事及行

                                                                                                                                            
二、曾任實任法官或檢察官二年以上，或曾任法官或檢察官職務五年以上並任薦任以上公

務人員合計十年以上者。 

三、曾執行智慧財產案件律師業務八年以上，經驗豐富者。 

四、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立學院之專任教授、副教授或助理教授合計八年以上，

講授智慧財產權類之相關法律課程五年以上，有專門著作者。 

五、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理研究員合計八年以上，有智慧財產權類之相

關法律專門著作者。 

六、曾在公立或經立案之私立大學、獨立學院法律、政治、行政學系或其研究所畢業，現

任或曾任簡任公務人員，曾辦理有關智慧財產之審查、訴願或法制業務合計十年以上

者。 

Ⅱ 具有前項第二款之資格改任者，應由司法院成立遴選委員會遴選之，於任用前，並應施以專

利法、商標法、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法律及技術領域之在職研習；其遴選委員會組織、遴選

及在職研習事項，由司法院以命令定之。 
Ⅲ 具有第一項第三款至第六款之資格者，應經司法院成立之甄試審查委員會甄試審查合格，並

施以行政法、行政訴訟法、專利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及民、刑事或其他相關法律之職前研

習合格後任用之；其甄試審查委員會組織、甄試審查及職前研習事項，由司法院以命令定之。」 
31 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草案第 14 條規定：「智慧財產法院法官之遴選與甄試審查，應注意其經

驗與專業法學之素養。司法院每年應辦理智慧財產法院人員在職進修，以充實其法學及相關專

業素養，提昇裁判品質。」 
32 司法院網站，http://jirs.judicial.gov.tw/GNNWS/NNWSS002.asp?id=3362，last visited 2006/04/12。 



政）的智慧財產案件數量，得以有效解決現制之問題仍有疑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