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我國智慧財產審判假處分制度與美中之比較 

保全程序係為保全系爭民事案件裁判確定後將來得以強制執行，避免

權利被侵害或防止急迫強暴行為，暫時維持法律關係現狀為目的之特別訴

訟程序，為假扣押及假處分行為之總稱。保全程序之假扣押及假處分於訴

訟繫屬中固得為之，於訴訟繫屬或就未到期之請求或於爭執之法律關係有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者，亦得為之1；然因原告向法院聲請為保全程序

時，通常尚未進行系爭案件之本案審理，為達成上述程序設置須可達成有

效保護權利人權利之目的，保全程序具有及時性與隱匿性之特點。所謂「及

時性」係指法院核發准駁原告聲請保全程序之請求不宜拖延，才能有效保

全將來強制執行之權利實現可能性與制止被告侵權行為所造成之損害持

續擴大2；所謂「隱匿性」係指為防免被告脫產或湮滅侵權行為之證據，法

院通知被告有關准許原告聲請保全處分之請求時（如已發函命金融機構凍

結系爭帳戶、地政機關為禁止系爭不動產移轉之登記、禁止被告再續為製

造、銷售系爭產品等）3，被告已無法處分上開財產或繼續為商業行為。 

保全程序中假扣押與假處分之區分，係以原告聲請之請求是否係金錢

或得易為金錢，如是則適用假扣押之規定4，如不是則適用假處分之規定5。

本文係針對我國企業於智慧財產案件中面臨假處分時應為如何因應之探

討，故僅針對我國現行假處分制度、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草案規範作介紹

（特別著重對企業影響較大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制度），並因我國企業多

於美國遭遇此問題，隨者我國製造生產等重心移往大陸，將來可能也會有

此方面問題，故再將我國假處分制度與美中作比較分析。 

4.1 現行民事訴訟法規範 

智慧財產權權利人於我國現制如欲對專利等智慧財產案件聲請假處

分以保障其權利，因有關專利、商標、著作權等法規中並沒有針對假處分

制度為特別的規範，而仍須按照我國民事訴訟法有關假處分之規定。依民

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二條以下規定，可知我國民事訴訟假處分制度分一般

                                                 
1 參民事訴訟法第 524 條、533 條及 538 條之 4 規定。 
2 參民事訴訟法第 537 條之 2、538 條之 2 規定。 
3 參強制執行法第 132 條第 1 項規定：「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行，應於假扣押或假處分之裁定送

達同時或送達前為之。」 
4 參民事訴訟法第 522 條規定。 
5 參民事訴訟法第 536 條、538 條規定。 



假處分及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二種。 

（一）一般假處分： 

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二條規定：「Ⅰ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

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Ⅱ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

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第五

百三十三條準用第五百二十六條規定：「Ⅰ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應釋

明之。Ⅱ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

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Ⅲ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雖經

釋明，法院亦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第五百三十五條規定：

「假處分所必要之方法，由法院以裁定酌定之。前項裁定，得選任管理

人及命令或禁止債務人為一定行為。」 

（二）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八條規定：「Ⅰ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

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

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Ⅱ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

法律關係為限。Ⅲ第一項處分，得命先為一定之給付。Ⅳ法院為第一項

及前項裁定前，應使兩造當事人有陳述之機會。但法院認為不適當者，

不在此限。」第五百三十八條之一規定：「Ⅰ法院為前條第一項裁定前，

於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以裁定先為一定之緊急處置，其處置之有效期

間不得逾七日。期滿前得聲請延長之，但延長期間不得逾三日。Ⅱ前項

期間屆滿前，法院以裁定駁回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者，其先為之處

置當然失其效力；其經裁定許為定暫時狀態，而其內容與先為之處置相

異時，其相異之處置失其效力。」第五百三十八條之四準用第五百三十

三條及五百二十六條規定：「Ⅰ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Ⅱ釋

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

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Ⅲ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雖經釋明，法院

亦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 

自上述規定可知，智慧財產權利人為免侵害人在法院判決或訴訟確

定前繼續實施侵害行為，可向法院聲請假處分，命侵害人不得製造、販

賣、使用或進口侵害其專利之產品6。否則如該等侵權行為不能馬上被制

                                                 
6 權利人如以侵害防止請求權為本案請求，並聲請命為不作為之假處分，例如：求為裁定命相對

人不得繼續製造、銷售某產品，此類救濟手段屬事前制止侵害之請求，而與損害賠償請求乃

事後之救濟方法有異，該種命為事前制止侵害之不作為假處分，實際上係為了圖謀暫先實現



止，智慧財產權人所研發之產品極有可能受有延誤商機與遭到市場淘汰

等不利益，亦有可能因此侵蝕該智慧財產權所累積之商譽及市場佔有

率，或因為市場已大量行銷侵害其智慧財產權之仿冒品致該智慧財產權

之特色被侵害。且在 2003 年 2 月 6 日總統令修正通過刪除專利法中有關

於專利刑罰之規定，並經行政院於同年 3 月 31 日令自即日起實施後，權

利人無法按過去專利法未廢除刑事責任前，通常依刑事訴訟程序以資救

濟。就侵害專利權之救濟方法，完全回歸民事訴訟程序解決，故而如何

有效利用我國民事訴訟法上保全程序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相關規定，聲

請法院命令對涉嫌侵害人立即停止涉嫌侵權之相關行為，以防止可能對

智慧財產權造成之侵害或阻止侵害人繼續侵害其智慧財產權，造成損害

繼續擴大。 

另我國現行假處分制度中最為人詬病者，係現行有關法院審理假處

分案件之要件並不嚴格，未如行政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規定：「關於假

處分之請求及原因，非有特別情事，不得供擔保以代釋明。」按假處分

之釋明依一般假處分與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程序目的不同，審理方式應

有差異，亦即一般假處分之制度目的係保全強制執行，關於其釋明審理

方式，原則上同假扣押之情形採書面審理，而不經言詞辯論或向債務人

審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制度目的係防止因法律關係不確定所可能產

生之危害，因涉及雙方當事人利益，關於其釋明審理方式，原則上以任

意言詞辯論或雙方審尋，須考量相對人之主張，對於聲請人所提出釋明

之程度與方式有所要求。 

經筆者檢索我國司法實務近年來相關假處分判決，法院對於涉及與

智慧財產權相關之聲請假處分案件審理是否准許聲請人聲請，並未強制

規定須採取類似美國之審理標準檢視是否有勝訴可能性、如准許聲請對

公共利益之影響、如不准許假處分之聲請是否將發生不可回復之損害

等，而係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二條、第五百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按債權人就金錢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假

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

不得為之；又於爭執之法律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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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本案請求之內容，而具有滿足假處分之性能，而為定暫時狀態假處分之一種。由於經由滿足

之假處分以後，債權人即可能在本案判決確定以前先獲得債權之滿足，而債務人卻蒙受不利

益—亦即縱使該相對人就本案訴訟於事後取得勝訴判決，亦不得不另行提起訴訟請求損害賠

償。於此，該假處分已形同喪失其對本案訴訟原有之附隨性、暫時性之本質，而呈現宛如本

案訴訟之容貌，且發揮類於本案訴訟之機能，因此，為顧慮其影響之重大性，並平衡雙方當

事人之利害，通常，此種假處分應以具有較高度之保全必要性為准許之要件。邱聯恭，不作

為請求之保全，民訴法研究會第 37 次研討記錄研討會後補註註 3，民事訴訟研究基金會民事

訴訟法之研討（四），第 104 頁至 106 頁。 



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二條、第五百三十八條第一項定有明文。茶園告

訴之聲明第一項為金錢請求，本非假處分之範圍，訴之聲明第二項部分，

依原告所主張，被告富邦產險公司並無任何侵害行為，請求標第應無現

狀變更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執行之情形，亦無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避免

急迫危險情形之必要，依前揭規定，顯難與假處分之要件有所不符。」7

且聲請人是否可迅速、容易取得假處分裁定，亦因聲請人主張涉訟之權

利內容不同而異： 

1. 涉及商標、著作權等侵權行為，原則上只要聲請人能證明確

係系爭商標（有向主管機關註冊登記之證明文件）或著作物

（具原創性）之權利人，即可獲得法院命相對人停止侵害之

假處分；「就被告（日商．三麗鷗股份有限公司）所有『HELLO 
KITTY』、『HELLO KITTY 變身系列』圖形商標，與原告

所製銷之『毛毯、鬧鐘、時鐘』等商品所使用之水果家族娃

娃圖形相較，有多處特徵近似，因此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認定

元告知水果家族圖形與被告之『HELLO KITTY』、『HELLO 
KITTY 變身系列』圖形構成近似，而撤銷原告松古柏公司審

定之商標。．．．按著作權法對於著作之保護，須以該著作

具有『原創性』，此為著作受保護之前提要件。原告雖提出

出資聘請人證明書主張已取得著作財產權，惟觀之證明書並

無創作之日期，已與一般經驗法則有違，且如前所述『水果

家族』圖形與被告水果系列之『HELLO KITTY』有多處特徵

構成近似，且在被告『HELLO KITTY 變身系列』圖形發表

後二年始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聲請註冊，顯係抄襲被告之創

作，毫無原創性可言，不能成為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

原告松古柏公司前曾出資聘請訴外人奧柏廣告有限公司陳馥

榕完成『水果家族娃娃』圖形著作，並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聲請多項商品、服務之商標及標章註冊。原告古柏公司並將

該『水果家族娃娃』系列之美術著作及商標使用授權予原告

金亞村公司及雅村公司生產製造『水果家族娃娃』系列美術

著作之鐘錶、毛毯等商品，並使用該商標。被告以原告為相

對人，向本院聲請假處分，禁止原告使用系爭『水果家族娃

娃』圖形著作於毛毯、鬧鐘、時鐘等各式商品上，經本院以

九十年度裁全字第二五一八號裁定，台灣高等法院九十年度

執字第三二○三號裁定准許。」8 

                                                 
7 台灣士林地方法院 92 年度訴字第 1164 號民事判決。 
8 台灣士林地方法院 92 年度智字第 23 號民事判決。 



2. 涉及專利權或營業秘密等侵權行為，因涉及系爭專利是否有

效與系爭營業秘密是否該當營業秘密之構成要件，須視涉訟

雙方能否舉證證明之，所需耗費之審理時間較長，因此較不

易獲得准許假處分之裁定。「本件被告 O2 Micro International 
Litmited 為系爭第 152318 號『高效率可適直流／交流轉換器』

發明專利之專利權人，該專利雖經第三人於 92 年 1 月 16 日、

92年 3月 10日向主管機關經濟部中央標準局智慧財產局舉發

在案，惟現仍由主管機關審理，被告 O2 Micro International 
Litmited 所有之上開發明專利權迄今未經主管機關撤銷；被告

O2 Micro International Litmited 前曾於 91 年間向士林地方法

院聲請對美商茂力公司及其台灣分公司為假處分，禁止渠等

於雙方就侵害系爭第 152318 號專利之訴訟確定前製售型號

MP1015 及 MP1001A 產品之產品，92 年間對原告聲請假處

分，禁止原告購買使用進口美商茂力公司或其分產製之行號

MP1015及 MP1001A產品，分別獲該院以 91年裁全字第 5446
號、92 年度裁全字第 2799 號裁定准許；．．．原告曾經向本

院聲請對被告 O2 Micro International Litmited、凹凸公司電子

公司為假處分，經本院以 92 年度智裁全字第 34 號民事裁定，

命原告為被告供擔保後，被告於本案確定前，應容忍原告使

用非被告所生產製造並型號為MP1015及MP1001A產品以外

之冷極螢光登驅動器（ Cold Cathode Fluorescent Lamp 
Driver，CCFL Driver）於原告自行或委請他人生產、製造、

組裝、加工之電腦產品，並得以任何方式銷售、出口或推廣

促銷該等電腦產品，被告不得為任何妨礙、干擾或阻止之行

為。嗣被告對之抗告後，經台灣高等法院以 92 年度裁抗字第

4257 號民事裁定廢棄原裁定對被告凹凸電子公司所為之假處

分。」9而有關營業秘密之假處分案件爭議將於第六章詳述，

此不贅述之。 

惟現行實務囿於承辦民事執行案件法官之案件量多，無法將定暫時

狀態假處分作本案化審理，故權利人聲請法院核准假處分之際，法院往

往不強制命聲請人須釋明聲請之理由10或傳訊相對人讓其有陳述意見之

機會，亦准許權利人得提供擔保代替釋明聲請假處分之必要性11。 

                                                 
9 台北地方法院 93 年度訴字第 622 號民事判決。 
10 所謂釋明，係指當事人提出之證據，僅使法院產生薄弱心證，相信其主張大概如此之推測狀

態。且依民事訴訟法第 284 條規定，釋明具有即時性，即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方法，必須限於

使法院能即時調查之證據方法。 
11 參民事訴訟法 538 條之 4 準用第 533 條、526 條規定。 



年度（民國） 假處分終結案件數量 總執行案件數量 

93 1,692 525,007 

92 1,100 504,455 

91 1,209 418,976 

表 8 ：地方法院辦理民事強制執行事件終結情形12 

許多財力雄厚之大公司常循現制提供巨額擔保金，禁止財力較差的

中小企業之競爭者與其競爭，況且大部分中小企業根本無力提供高額之

反供擔保金聲請解除假處分13。再加上現制審理智慧財產紛爭之訴訟時

程曠日費時，即使等本案訴訟確定被告毋須負擔侵權責任，被告就該訴

訟所受損害固依規定可聲請對原告提供之擔保金求償14，也不及彌補被

告受有喪失市場競爭商機之損害。此缺失也係司法院籌設智慧財產專責

法院時，特別規範希望新制實施後能改善上述缺失及不公平之處，有關

新制之規定，請參見下節所述。 

4.2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草案規範 

自案件審理法草案第二十二條規定：「Ⅰ假扣押、假處分或定暫時狀

態處分之聲請，在起訴前，向應繫屬之法院為之，在起訴後，向已繫屬之

法院為之。Ⅱ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時，聲請人就其爭執之法律關係，為

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

實，應釋明之。其釋明有不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Ⅲ聲請之原因雖經釋

明，法院仍得命聲請人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Ⅳ法院為定暫時狀

態之處分前，應令兩造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但聲請人主張有不能於處分前

                                                 
12 司法院統計，http://www.judicial.gov.tw/juds/index1.htm，last visited 2006/05/12。因 91 年度資

料未依案由區分，無法確知假處分案件數量，故不列入本文統計分析資料中。 
13 參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之 4 準用第 533 條、527 條規定：「假扣押裁定內，應記載債務人所供

定金額之擔保或將請求之金額提存，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14 參民事訴訟法 538 條之 4 準用第 530 條、第 531 條規定。 



通知相對人陳述之特殊情事，並提出確實之證據，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不

在此限。Ⅴ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自送達聲請人之日起三十日內未起訴者，

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撤銷之。Ⅵ前項撤銷處分之裁定應公告，於公告時

生效。Ⅶ定暫時狀態之裁定，因自始不當或債權人聲請，或因第五項之情

形，經法院撤銷時，聲請人應賠償相對人因處分所受之損害。」可知新制

有關智慧財產案件的保全處分程序，有下列變革之處： 

（一）智慧財產權訴訟之保全程序統一由智財專責法院審理： 

   自案件審理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之立法說明：「智慧財產權訴訟之

保全程序，其保全之方法及擔保之酌定，常需高度之智慧財產專業知識，

自宜統一歸由智慧財產法院為之，爰規定其假扣押、假處分或定暫時狀

態之處分之聲請，在起訴前，向應繫屬法院為之，在起訴後，向已繫屬

之法院為之。」將來有關智慧財產案件不論民事或行政之爭議，除統一

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並將現分屬民事法院及行政法院審理之保全處

分，集中由智財法院判斷是否有准許保全處分之必要，避免保全程序與

本案審理程序割裂由不同法院審理之不協調。 

（二）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要求「強制釋明」： 

   依現行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僅需要提供擔

保金即可為之，導致大型企業動輒挾財力優勢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利用訴訟作為商業上打壓競爭對手的手段。為避免大型企業利用保全程

序為手段打壓小型企業科技發展，案件審理法草案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特

別對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要求聲請人「強制釋明」其原因，不能僅供

擔保方式以補釋明之不足。此自該條立法說明第二項前段謂：「智慧財產

民事事件，實務上權利人常就禁止被疑侵害者繼續製造、販賣及銷售等

行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而智慧財產權之產品，尤其是半導體等高

科技產業，其產品於市場上之替換週期甚為短暫，商機稍縱即逝，一旦

經法院命停止繼續製造、販賣等行為，常不待本案判決確定，產品已面

臨淘汰，致廠商被迫退出市場之不利結果，影響至為重大，其造成之損

害亦難以預計。基於智慧財產事件之特性，就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

件，自應嚴謹，因此，第二項規定聲請人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

生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及如不准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其所受損

害將難以回復，而有保全必要之事實，提出得即時調查之證據釋明之。

且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原因，如未為充分釋明，亦不應遽准供擔保

以補釋明之不足，爰明定法院應逕駁回其聲請。」即可證明新制實行後，

可解決大公司利用現制規定挾雄厚財力聲請假處分，以達壓制中小型競



爭對手逼其退出市場之不公平結果。 

然因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僅為保全程序，聲請人之請求主張是否有理

由，尚未經本案審理而確定之，故該條立法說明第三項謂：「聲請人就其

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之請求原因縱經釋明完足，惟其既非終局確定本案請

求權存在，法院仍得命聲請人供相當擔保，以備日後訴訟結果聲請人受

不利判決確定時，相對人就其損害求償之確保，爰設第三項規定。」也

將前所述民事訴訟及行政訴訟對於聲請假處分時對於能否准予相對人得

供擔保免為假處分之執行有不一致之處，作出折衷解決之道。 

（三）智財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際應審酌「聲請人將來勝訴之可

能性」： 

由前述可知目前我國法院的保全程序（含假扣押、假處分），聲請人

僅需釋明原因，提供擔保即可為之，惟為避免前述智慧財產權利人利用

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作為打壓競爭對手之惡性競爭方式，案件審理法草案

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特別要求法院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時，必須審酌

「聲請人將來勝訴之可能性」，以提高定暫時狀態處分之門檻。此自該條

立法說明第二項後段：「又前開所稱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而有保全必要之事實，法院應審酌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包括

權利有效性及權利被侵害之事實，法院若否准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聲請

人是否受到無可彌補之損害，其造成聲請人之困境是否大於相對人，以

及對公眾利益（例如醫藥安全或環境問題）造成如何之影響等，併予敍

明。」即可知新制實行後，智慧財產法院於審酌是否准許聲請人請求核

發保全處分之際，須依個案所提出釋明之理由、證據，佐以上述之諸多

判斷標準始能為妥適之裁判。 

（四）智財法院審理保全程序時須落實對當事人之程序保障： 

因保全程序具有前述之及時性與隱匿性，我國現行實務於作成准許

聲請人請求之保全處分時，多半採取書面審理方式，不傳喚當事人到庭

說明，更遑論給予相對人對有無核發保全處分之必要性為辯論。為免保

全處分淪為大公司擅用來對付小公司之方法，案件審理法第二十二條第

四項規定：「法院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應令兩造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但聲請人主張有不能於處分前通知相對人陳述之特殊情事，並提出確實

之證據，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及該條立法說明第四點謂：「法

院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應使兩造當事人有陳述之機會，民事訴訟法

第五百三十八條第四項前段已有規定。但同條但書規定『法院認為不適



當者，不在此限』，其用語概括，法院於個案間之認定可能歧異甚大。斟

酌對於智慧財產相關事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特殊性，允宜對裁定前不通

知相對人之情形，設更為明確之規制。故本條第四項明定僅在聲請人主

張有不能於處分前通知相對人陳述之特殊情事，並提出確實之證據，經

智慧財產法院認為適當者，始得不通知陳述，而逕行裁定。」均可知定

明新制就保全處分之審理不採「書面審理」，而須落實憲法賦予當事人雙

方之訴訟權中程序保障與武器平等等規範意旨。 

（五）課予聲請人「限期起訴」之規定： 

聲請人獲得法院准許聲請核發之保全處分，並不當然等同其本案請

求即係有理由，因法院尚未對系爭案件為有爭議之實體事項進行審理，

為免聲請人獲得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後，延宕起訴請求法院審理本案是否

有理由之時間或置之不理，任由相對人受有損害之不利益。案件審理法

第二十二條第五項及第六項規定課予聲請人有於受定暫時狀態之處分送

達後，如未於三十日內提起本案訴訟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撤銷

該裁定之「限期起訴」之責任。此自該條立法說明第五項謂：「經法院裁

定准許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後，雖相對人得限期命聲請人起訴，惟實務上

偶有聲請人規避命限期起訴裁定之送達，而拖延本案訴訟提起之不當情

形。且聲請人既已對相對人聲請處分，本應無待法院之通知，即得儘速

自行準備提起本案訴訟。因此，第五項明定聲請人於受定暫時狀態之處

分送達後，如未於三十日內提起本案訴訟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

撤銷該裁定。又為避免其撤銷之裁定亦無法送達，拖延相對人處分之解

除，爰於第六項規定其裁定應公告，該裁定於公告時即生效力，且不得

抗告。又撤銷處分之裁定公告時間如後於送達於債權人者，為免爭議，

仍以法院公告時為撤銷裁定生效之時間。」與該條立法說明第六項謂：「按

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因自始不當而撤銷，或債權人自行聲請撤銷者，依

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八條之四準用同法第五百三十三條前段，再準用

同法第五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債權人固應賠償債務人因定暫時狀

態之處分所受之損害，惟本條第五項既已規定債權人於受定暫時狀態處

分之裁定送達後，未於三十日內提起本案訴訟者，得撤銷原處分，前開

情形，債權人應賠償債務人因處分所受損害，並無不同。爰設第七項規

定，明定不論其處分係自始不當或債權人聲請撤銷或因債權人未於期間

內提起本案訴訟而撤銷，均應賠償債務人因此所受損害。」可推知新制

實行後，將可改善現行民事訴訟第五百二十九條第一項並未明定「一定

期間」之天數，致聲請人得以利用此程序上闕漏規定，恣意延宕起訴請

求審理本案實體請求事項是否有理由之期限。 



4.3 台美中之比較 

為期能就我國與美國、大陸司法實務上對於智慧財產案件假處分制度

作比較分析，一般民事司法判決耗日費時，為避免確定私權程序延滯過

久，無法保護權利人之權益，故在各國民事訴訟制度中，都有暫時性保全

處分之相關規定，在美國係透過臨時禁制令，在我國係透過定暫時狀態假

處分，而在大陸係透過訴前禁令。且上開制度在實務上係影響當事人權益

最大者，因此種制度除有助研發成果保護、提升研發誘因，但亦具有造成

競爭對手訴訟費用提高之特色，如權利人將之運用得宜可獲取相當大之利

益15。 

4.3.1 美國之臨時性禁令 

所謂「禁制令」，係由法院核發之命令，要求相對人為某種特定行為

或不為一個特定之行為。禁制令係源自衡平法上之救濟措施，其目的係在

於排除或避免將來某種損害行為或傷害之發生，亦可用來排除未來之違法

行為，而非對於已發生之損害予以補償。而自美國聯邦民事訴訟法規定，

美國聯邦法院可頒發三種禁制令：（一）暫時限制令；（二）臨時禁制令及

（三）永久禁制令，原則上此三種禁令都有類似之效果，即要求當事人一

方必須為或不為一定行為，如有違反即會遭受藐視法庭罪之懲處。 

而此三種禁令在取得程序並不同，暫時限制令之有效期間通常不會超

過十天，而且可以向法院直接申請，不需要通知相對人；臨時性禁制令必

須通知相對人，且在聽審（hearing）後頒發，並在指定之期間內有效。臨

時禁制令之目的係維持當事人間的現狀，直到本案判決宣判。而永久性禁

令係在本案判決後，工勝訴一方適當之就一，避免其遭受無可彌補之損害

而頒發16。 

權利人於美國法院聲請核發臨時性禁令之程序，往往比本案判決更為

複雜，因為法院需審酌該臨時性禁令之頒發是否將發生無可彌補之損害、

當事人雙方利益之平衡、公共利益之考量等本案判決所不需考量之問題，

法院亦須決定原告需提供多少擔保金始為妥當等程序問題。且臨時性禁令

係在法院為實體訴訟之本案判決前所頒發，往往要求原被告雙方為一定行

為或被告為一定行為或限制原被告雙方不得採行一定之措施，故而臨時禁

制令具有非常強大之影響力，也成為美國民事訴訟程序中一種很重要手

                                                 
15 馮震宇，產業競爭與假處分，月旦法學雜誌（No.109），2004 年 6 月，第 14 頁。 
16 參元照英美法辭典，2003 年版，696 頁。 



段。 

（一）美國對臨時性禁令之法制規範： 

就美國對暫時性救濟之法制規範最主要係聯邦民事訴訟程序規則

（Federal Rule of Civil Procedure, FRCP）。該規則第 65(a)對於臨時性

禁令揭示原則性之規定17，亦成為美國法院審理臨時性禁制令之法規

基礎。根據 FRCP 65(a)規定，臨時性禁令之核准與否有下列四個主

要問題：通知（notice）、聽審（hearing）、擔保金（security）及禁制

令之範圍（scope），茲將此四項問題簡介於下： 

      1.通知（notice）： 

依 FRCP 規定在臨時性禁制令核准前必須通知相對人18，若未能

旅行通知要件，法院不但不應核准臨時禁制令，其後相關連續之

法律行為可能都無效19。 

      2. 聽審（hearing）： 

因美國憲法賦予被告可以請求陪審團審理的權利，故 FRXP 65(2)
也授權法院得於臨時禁制令審理開始後，必要時得命令將本案的

實體審理提前，與臨時禁制令之審理併行審理（consolidation of 
hearing with trial on the merits,即本案化）20。即便法院未命令本案

化審理，在決定是否核發臨時禁制令程序中提出之證據，都可成

為本案化審理時可採用之證據，無須另行主張。 

3.擔保金（security）： 

若法院准予核發臨時禁制令，法院應命令聲請人提供法院認為適

                                                 
17 FRCP65 規範兩種暫時性救濟，一種是 65(a)的臨時禁制令，令一種是 65(b)的臨時禁止命令

(Temporary Restraint Order,) TRO,同註 72，第 10 頁。 
18 FRCP 65(a)(1)Notice. No preliminary injunction shall be issued without notice to the advise party. 
19 如 CAFC 在 Atari 與 Nitendo 專利案件中明確指出，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issued without notice, 

motion, hearing or evidence should be vacated.  參 Atari Games Crop. V. Nintendo of Am.,Inc.,897 
F.2d 1572, 1578 n. 7(Fed. Cir.1990)。同註 72，第 19 頁。 

20 FRCP 65(a)(2) Consolidation of Hearing with Trial on Merits.  Before or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hearing of an application for 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the court may order the trial of the 
action on the merits to be advanced and consolidated with the hearing of the application.  Even 
when this consolidation is not ordered, any evidence received upon an application for 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which would be admissible upon the trial on the merits becomes part of the record on the 
trial and need not be repeated upon the trial.  This subdivision (a)(2) shall be so construed and 
applied as to save to the parties any rights they may have to trial by jury. 



當之擔保（security），以補償任何被不當限制當事人行使權利所受

之損害與補償21。 

4.禁制令之範圍（scope）： 

最後有關禁制令範圍方面，FRCP65(d)除要求法院核發臨時禁制令

時需附理由，並應對臨時禁制令之核准條件及所欲現制之行為作

合理說明。因臨時禁制令一但核發，不僅對當事人間發生拘束力，

亦同時對當事人之關係人（如經營者、受雇人、代理人、律師即

積極參與之其他第三人發生效力）22。而依該臨時禁制令所得禁止

他方當事人所為之行為，並無一定之限制，只要法院基於衡平考

量所作之處分均有拘束力。 

        由上述可知 FRCP 係對聲請核發臨時禁制令之程序事項加以規

範，並未對法院核發臨時禁制令時所應審酌之實質要件加以規定，故

就個案聲請法院核發臨時禁制令時，就是否准許之要件係法院依判例

法而定之23。惟是否核發臨時禁制令係屬於法院之裁量權，故只要下

級法院依據上級法院所發展之判斷要件作出合理之判斷，就不會有濫

用裁量權之情況，上級法院也會尊重下級法院之判斷24。 

（二）美國法院對核准臨時禁制令之審核原則： 

      1.專利案件： 

依美國專利法第二百八十三條規定，為了防止害專利權，依據公平

原則，法院可以依自己認為合理之條件核發禁制令25，該禁制令分

                                                 
21 FRCP 65(c) Security. No…preliminary injunction shall issue except upon the giving of security by 

the applicant, in such sum as the court deems proper, for the payment of such costs and damages as 
may be incurred or suffered by any party who is found to have been wrongfully enjoyed or restrained.  
No such security shall be required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of an officer or agency thereof. 

22 FRCP 65(d) From an d Scope of Injunction or Restraining Order.  Every order granting an 
injunction…shall set forth the reasons for its issuance; shall be specific in terms; shall describe in 
reasonable detail, and not by reference to the complaint or other document, the act or acts sought to 
be restrained; and is binding only upon the parties to the action, their officers, agents, servants, 
employees, and attorneys, and upon those persons in active concert or participation with them who 
receive actual notice of the order by personal service or otherwise. 

23 Lee 教授指出，雖然 FRCP65 對臨時性禁制令有所規定，但卻將關鍵性之問題，例如應如何

與在何時核准臨時禁制令，委由法院根據傳統之衡平法則予以決定。同註 72，第 20 頁。 
24 Moltan Co. v. Eagle-Picher Indus., Inc., 55F.3d 1171, 1176(6th Cir. 1995);Hill v. Xyquad, 939 

F2d.627, 632(8th Cir.1991). 
25 35 U.S.S.§283: The several courts having jurisdiction of cases under this title may grant injun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equity to prevent the violation of any right secured by patent, on 
such terms as the court deems reasonable. 



為永久性與臨時性兩種已於前述。而法院於決定是否核發臨時性禁

令時，需綜合考量四個因素：請求勝訴之可能性、是否存在不可回

復之損失、平衡對原被告之損害及考量公共利益。 

           因臨時禁制令對於受限制之一方權益影響相當大，法院在審

理時相當嚴謹，除要求權利人證明存在不可回復之損失，亦要求

權利人證明專利權的有效性與侵權行為之存在係毫無問題或疑

問。故與其他智慧財產侵權案件相較，法院在核發臨時性禁制令

之要求較嚴格，因法院向來對於專利權是否有效之爭議採取很謹

慎之態度，並採取嚴格審查標準26，畢竟專利權係經由專利商標局

法定程序所核發，且系爭專利權是否有效之爭議須經本案審理才

能認定其效力，於該專利權尚未經司法審判程序宣告無效前，即

核發臨時禁禁制令，如該專利將來被宣告無效，會使被告受有無

法挽救之損失。 

然自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 1985 年「Atlas Powder Co., v. Ireco 
Chemicals」案件所作出判決揭示專利侵權案件中核發臨時性禁制

令之標準，不應比其他智慧財產侵權案件更加嚴格27後，可知該法

院對於核准臨時性禁制令之標準已較為放寬。 

      2.商標案件： 

在商標受侵害之案件中，禁制令係最常見之救濟方式。此因商標

法規範目的係防止消費者在商品或服務來源上之混淆，而任何侵

害他人商標權之行為，均有可能造成商品或服務來源上之混淆。

權利人於商標侵權案件中聲請法院核發臨時性禁令，係權利人在

提起侵權訴訟後，法庭根據權利人之請求及相關之事項而核發臨

時性禁制令，禁止被告繼續為有關之行為，以防止系爭侵權行為

所造成權利人之損失持續擴大。 

            依據美國司法實務，法院在審理是否核發臨時性禁制令時，

須考慮下列四個因素：原告之勝訴可能性、對原告造成不可彌補

                                                 
26 Smith International. Inc., V. Hughes Tool Company, 718 F.2d 1573, 219, U.S.P.Q.686(Fed Cir. 

1983 ).李明德，美國知識產權法，2003 年 10 月第一版，第 79 頁。 
27 參該案所述「專利案件中請求人之責任不應與其他智慧財產案件不同。在該類案件中，一般

而言只要求『清楚說明』。要求『終局判決』或『毫無疑問』之證明，係作為『永久性禁令』

之合法基礎，亦未確定被訴侵權行為人之責任。然這並非我們所面臨之問題，現面臨之問題係

法律規定之提供公平之臨時性救濟措施。因此當權利人『清楚說明』其專利權有效並遭受侵害

時，法院在平衡所有衝突之權利後，即可核發臨時性禁止他人侵犯專利權所保護之權利。」

Atlas Powder Co., v. Ireco Chemicals, 773 F. 2d 1230, 227 U.S.P.Q.289(Fed. Cir 1985). 



之損害可能性、法院核發臨時性禁制令對雙方當事人之影響及對

公共利益之影響。而在上述四個因素中，法院最須加以考量之因

素係第一、二個因素，亦即原告之勝訴可能性及是否存有不可彌

補之可能性，因此二個因素與構成商標侵權案件之「混淆可能性」

有密切之關聯性28。故法院於決定是否核發臨時性禁制令之際，

仍係依據判斷是否構成商標侵權之基礎標準，即是否存在混淆之

可能性。 

      3.著作權案件： 

依據美國著作權法第五百零二條至五百零五條規定，法院對侵害

著作權之行為，可核發禁制令、扣押與處置侵權物品、判決損害

賠償金額、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等救濟措施。 

            在侵害著作權案件中，法院發布臨時性禁制令之頻率較高，

此係因應侵害著作權行為之特性，亦即市場對於某種類之作品需

求時間不長，如不及時發布臨時性禁制令，等耗日費時之判決認

定究竟有無侵權行為後，定將使著作權所有人受有不可回復之損

失。 

            有時聲請臨時性禁制令之人，不一定係原告，如被告認為原

告之權利主張無依據，或其根本無侵權之行為等情事，然而聲請

法院核發臨時性禁制令者大多係原告。當事人向法院聲請核發臨

時性禁制令時，法院須考慮下列因素： 

第一、具有勝訴之可能性。按原告只要證明自己係著作權所有人

及有違法重製其著作物之行為存在即可； 

第二、不可回復之損失。一般而言，只要銷售系爭侵權著作物之

行為構成與著作權所有人之競爭，即可判定著作權所有人

受有不可回復之損失，而此處所說明不可回復之損失，並

非實際上已經損受之損失，係存在不可回復損失之可能

性； 

第三、平衡雙方當事人之損失，一般而言，在勝訴可能性很大或

權利人提出明確得證明有侵權行為之證據，著作權人很容

                                                 
28 聯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於判決中表示「說明造成消費者混淆之可能性，亦即證實勝訴之可能

性與存在不可彌補之損害。」Hsbro, Inc., v. Lanard Toys, Ltd., 8 UPSQ 2d 1345(2nd Cir. 1988). 



易符合此項要求。反之，著作權所有人不易符合此項要

求，因為法律首重保護著作權所有人之權益，平衡雙方之

損失，僅法院審酌是否核發臨時性禁制令因素之一； 

第四、公共利益，如上述，只要著作權所有人確有勝訴可能性，

核發禁制令當然符合公共利益。 

            由上述可知，法院審酌是否核發臨時性禁制令之四個因素

中，最主要考量者係勝訴可能性及不可回復之損失。因為公共利

益實係保護著作權所有人之權益，權衡雙方當事人之損失係依附

於權利人是否有很強之勝訴可能性。故在有些聯邦巡迴上訴法

院，如第二與第九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只要著作權所有權人釋明

勝訴可能性與不可回復之損失，即可獲得法院核發之臨時性禁制

令，有時甚至不須釋明不可回復之損失29。 

      4.營業秘密案件： 

在美國司法實務中，原則上只有當損害賠償不能完全保護權利人

時，法院才會單獨或同時下達禁制令，但在有關營業秘密案件，

因營業秘密之特性，如一但遭揭露即會喪失、權利人因該營業秘

密遭揭露所受之損失難以估計等因素，權利人請求法院核發禁制

令之頻率較高，禁制令在營業秘密侵權案件中具有相當強之獨特

性。 

            禁制令係對實際發生對營業秘密之侵害，防止被告進一步侵

害營業秘密，亦可對有威脅性尚未實際發生之侵害營業秘密行

為。而臨時性禁制令係在訴訟進行中核發，其目的係為防止有關

營業秘密遭進一步被揭露或使用，故在營業秘密受侵害案件中特

別重要。 

            法院在審酌是否核發臨時性禁制令時應全面考量衡平各種

因素，已確定該禁令之範圍，「反不公平競爭法重述」提出法院

再下達禁制令時應考慮下述八個因素：受保護權利之性質；侵占

之性質與範圍；禁制令與其他救濟方法相比，對原告達成之救濟

程度；如核發禁制令對被告合法之權益可能損害之程度、如不核

                                                 
29 聯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表示「在一般案件中，當著作權所有人之排他性使用其享有之著作物

權利受到侵害，即可推定其受有不可回復之損害。」American Metropolitan of New York, Inc. 
v.Warner Brothers Records, Inc.,389 F.2d 1903, 157 USPQ 69(2nd Cir. 1968). 



發禁制令對原告合法權益可能損害之程度；第三人與公共利益；

原告在提起訴送或其他權利主張中之不合理拖延；與原告有關之

不當行為；以及擬定與實施禁制令之可能性30。 

            在美國司法實務中，有關營業秘密禁制令之期限一直係引起

爭議與討論之問題。自理論方面觀之，法院一但核發禁制令，禁

止揭露或使用有關之營業秘密，禁制令當與該項營業秘密並存，

亦即若某項營業秘密可以永遠保存，則該禁制令也應該永遠有

效；若某項營業秘密喪失秘密性，不再受到法律保護，則有關該

項營業秘密之禁制令即應隨之失效，此係將營業秘密視為一項財

產權之故。畢竟伴隨營業秘密之喪失，相關之訊息將不受限制可

進入公開領域，任何人（包括原來之侵權人）均可自由使用之，

但如果將營業秘密之性質定位成維護商業道德、懲罰不正當獲取

他人營業秘密之不法行為，則會產生不同上述推論之結果。 

            而有關上述相關營業秘密因侵權行為發生而進入公共領域

後，是否仍應適當對侵權人核發禁制令，禁止其使用已經公開之

資訊？美國法院對此問題於相關之判決中有不同之見解，茲分述

於下： 

        （1）禁止使用原則（Shellmar Rule）: 

此原則係由 1937 年美國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的一個判例所

創31。依據此原則，當被告以不正當手段獲取他人之營業秘密

時，法院可以核發永久禁制令，永遠禁止被告使用有關之營

業秘密，即使該資訊已喪失秘密性之後也不得使用。一些法

院為了嚇阻某些顯著違法之行為，往往會下達此種禁制令以

作為懲罰性措施。 

        （2）允許使用原則（Conmar Rule）： 

此係由 1949 年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的一個判例所創
32。依據此原則，法院對被告核發之禁制令係延續至相關資訊

喪失秘密性為止，即使該秘密性之喪失係因被告之侵權行為

所致。故而當受保護之資訊公開或遭揭露至公共領域後，法

                                                 
30 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Unfair Competitions, Section 44. 
31 Shellmar Products Co. v. Allen-Qualley Co.,87 F.2d 104, 32,U.S.P.Q.24(7th Cir. 1937). 
32 Conmar Products Corp. v. Universal Slide Fastener Co., 172 F.2d 150,80 U.S.P.Q. 108(2nd Cir. 

1949). 



院就會解除對被告之禁制令。 

由上述可知「禁止使用」與「允許使用」，係對禁制令有效期間之

截然對立之兩種見解，但前揭原則又係經法院長期以來不得不選擇之

二種方式。之後一些判例為減縮上述兩種方式之歧異，採取「領先期

間」（Lead Time）之禁制令33，依據此種方式，當有關營業秘密因被告

之不正當行為而喪失秘密性時，法院可預先估計一個競爭者採取還原

工程所可獲得有關營業秘密之時間，或有關之營業秘密進入公共領域

所需之時間，再核發禁制令，在此期間內被告不得使用原告之營業秘

密資訊。採取此種折衷方式之目的係消除被告因欽佔他人營業秘密而

產生之競爭優勢，且此種方式較為合理，故為大多數法院所採納；然

而，再營業秘密並沒有因為被告之行為而喪失秘密性時，即不易確定

「領先期間」。在此情況下，法院會核發永久性禁制令，同時允許被告

再相關資訊喪失秘密性時，得向法院提出解除禁制令之聲請34。前述

兩種方法均為「統一營業秘密法」所肯認35。「統一營業秘密法」在相

關之禁制令部分亦規定「在適當情況下，法院可核發禁制令，要求侵

權者應返還侵占之成果予受害人，如返還被盜之藍圖、交出偷拍之照

片或竊錄之錄音等物。36」 

然上述美國實務有關臨時禁制令之見解，因今年5月15日美國最

高法院在 eBay Inc., et al. v MercExchange,L.L.C.一案，推翻聯邦巡迴

上訴法院長期以來對於准予勝訴原告永久禁制令(permanent injunction)
的寬鬆要件，改由原告負擔永久禁制令四項要件的證明義務：1.it has 
suffered an irreparable injury；2.remedies at law, such as monetary 
damages, are inadequate to compensate for that injury；3.consifering the 
balance of hardship between the plantiff and the defendant, a remedy in 
equity is warranted；4.the public interest would not be disserved by a 
permanaent injunction。此案係2001年，MercExchange公司指控eBay公
司使用的“立刻購買”(即“Buy It Now”，一種線上固定價格拍賣技術，

允許消費者不參與拍賣過程即可購買商品)交易方法技術侵犯其專利

權。2003年，佛吉尼亞聯邦地方法院作出有利於MercExchange的判

決，裁定eBay侵權，並向MercExchange支付賠償金。法院同時簽發限

制eBay使用該專利技術的永久性禁制令。隨後，eBay上訴至聯邦巡迴

                                                 
33 See, e.g., Schreyer v. Casco Products Corp., 190 F. 2d 921 (2nd Cir. 1951), cert. Denied, 342 

U.S.108(1952). 
34 See e.g. Boeing Co. v. Sierracin Corp., 108 Wash. 2d 38, 738 P 2d 665 (1987). 
35 「當營業秘密不存在時，經向法院聲請應終止禁制令，然為消除因侵佔而產生之競爭優勢， 

禁制令可延續一段額外之合理期間。」Uniform Trade Secret Act, Section 2. 
36 Uniform Trade Secret Act, Section 2, comment. 



上訴法院，辯稱MercExchange從未實施相關專利，僅僅通過徵收高於

專利自身價值的使用費達到漁利目的，但eBay的上訴請求被上訴法院

駁回。2005年，eBay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同時提出目前法院在

做出侵權裁決後即簽發禁制令的現行做法不合理，要求法院改變現有

慣例。2005年11月28日，最高法院受理eBay的調卷令請求，簽發調卷

令。因eBay於該案中對上述智慧財產案件紛爭中常使用的禁制令制度

提出質疑，最高法院遂審查美國聯邦法院現行做法是否正確，即1、

聯邦地方法院在認定某公司侵犯一件有效專利之後，是否必須簽發限

制該公司繼續使用相關專利技術的永久性禁制令；2、法院是否必須

參考既往判例，探討何時適宜向專利侵權者頒發禁制令。最高法院於

今年4月舉行聽審，後於同年6月作出上述判決，對日後美國司法實務

對禁制令之核發審理要件產生重大的改變，亦增加原告取得禁制令之

難度。 

4.3.2 大陸之訴前禁令 

大陸對於知識產權案件有較週全之司法保護制度，係因 2001 年加入

WTO 後，為履行參加該組織簽署之承諾，依 TRIPS 協定將保護智慧財產

有關之法律作修改，並新增禁制令之保護措施。因知識產權民事案件與一

般民事案件相同，停止侵權與賠償損失是法律規定的各項民事責任之核心

與關鍵環節，亦係受害人提起民事訴訟希冀能達到之目的。大陸人民法院

可依當事人申請或依職權做出類似「永久性侵權禁令」之判決，亦可做出

「臨時性禁令」之裁定，使知識產權權利人在其權利受到侵害時，能有效

獲得救濟，切實保護知識產權人之權益，及時制止侵權行為之有效法律手

段；但大陸對於前述禁令新制並非於民事訴訟法中作增修之規定，而係另

行於商標法、專利法等法規中，新增知識產權權利人於其權利受侵害時，

可向人民法院提出訴前責令停止侵犯知識產權行為之申請37。 

根據大陸有關知識產權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訴前

臨時禁令案件中，“可以傳喚單方或雙方當事人進行詢問”，故法官不必按

照民事訴訟法所規定「辯論原則」给予被申請人陳述並提交證據的機會。

反應了訴前臨時禁令的立法目的，亦即最大限度的保證司法機關對防止侵

權行為的發生或侵權結果的擴大作出及時、迅速的反應。為了衡平申請人

與被申請人間之利益，避免申請人浮濫申請，申請人於申請訴前臨時禁令

必須提供擔保。而大陸實務上申請人除了保證金擔保外，往往採取權利質

                                                 
37 如 2001 年 12 月 1 日修訂大陸商標法第 57 條、第 58 條規定；專利法第 61 條規定；著作權法

第 49 條、第 50 條規定、2002 年 10 月 15 日施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理著作權民事糾紛案

件適用法律若干問題的解釋」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 



押甚至保證人擔保的方式。 

大陸現行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等都明確規定了訴前停止侵權之

臨時禁令等措施，商標法和著作權法亦明確規定訴前證據保全的措施。另

對於反不正當行為和侵犯商業秘密的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

亦可以在起訴時或者訴訟中，申請禁令、證據保全、財產保全等臨時措施。

而在專利侵權案件中，往往涉及龐大的授權金額及市場佔有率、商機等爭

議，為保障專利權人的權益，大陸新修正的專利法為及時對正在實施或者

即將實施侵犯專利權之行為進行控制，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可以在向

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前，向法院申請採取責令停止有關行為和財產保全措施

之條件是「如不及時制止將會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 

另按照大陸「申請訴前禁令、財產或證據保全須知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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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訴前財產保全

應向財產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並繳交申請文件與擔保金、擔保品，尚須

提供擔保物及擔保物之證明原件，訴前禁令或訴訟財產、證據保全申請

書，寫明申請人和被申請人的名稱、地址，申請禁止的行為或保全的金額

或證據、事實與理由等内容。財產保全限於請求的範圍或與本案有關的財

物；保全的證據必須詳细列明應保全的證據的種類、產品品種和型號。 

由上述可知人民法院對採取訴前停止侵犯知識產權行為之措施，因涉

及當事人重要的民事權益，係相當謹慎，尤其專利案件常涉及被告主張系

爭專利是否有效之技術性爭議，更須慎重。且侵害著作權之案件有關申請

訴前禁令係參照專利法之規定38，故僅就權利人申請訴前停止侵害專利權

行為之規定及法院審理之措施作介紹，即足以了解大陸對知識產權增設訴

前禁令之實行狀況，不贅述權利人對其他知識產權申請訴前停止侵害行為

之規定。 

（一） 申請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應提交之證據： 

申請人在提出申請、提交正據之同時，必須向法院說明，法院”如不

及時制止侵權行為將會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損害”之情況，並

提交下述之證據。如不能說明此情況並提交相關證據，當事人應當

按照專利民事訴訟之一般程序提起訴訟，而不能選擇申請訴前停止

侵犯專利權之途徑，法院亦不能盲目准許申請人之請求39。 

                                                 
38 同註 94。 
39 程永順，中國專利訴訟制度，2005 年 5 月第一版，第 349 頁。 



      申請人提出申請時，應提交下列證據40： 

      1.專利權人應提交證明其專利權真實有效之文件，包括專利證書、

權利要求書、說明書、專利年費繳納憑證。提出之申請涉及實用

新型專利者，申請人尚應提出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出具之檢索報

告。 

      2.利害關係人應提交有關專利實施許可契約及其在國務院專利行政

部門審案之證明資料，未經審案者應提交專利權人之證明，或者

證明其享有權利之其他證據。排他實施許可契約之被許可人單獨

提出申請者，應提交專利權人放棄申請之證明資料。專利財產權

利之繼承人應提交已經繼承或正在繼承之證據資料。 

      3.提交證明被申請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犯其專利權之行為證

據，包括被訴侵權產品以及專利技術與被訴侵權產品技術特徵對

比材料等。 

如當事人對法院核發停止侵權行為之裁定不服，享有覆議權，其可

在收到裁定之起日 10 內申請覆議一次。覆議期間不停止訴前禁令

裁定之執行。在覆議程序中，人民法院應當對雙方當事人提供之資

料及時進行審查41。原裁定正確者，通知駁回當事人之申請；原裁

定不當者，變更或撤銷原裁定。為統一覆議審查之標準，最高人民

法院規定被申請人行為是否構成侵權、是否早成難以彌補損害、申

請人擔保情況和所採取之措施是否侵害公共利益等四項覆議審查

標準。受理申請之人民法院應依上述四項標準審查當事人之覆議請

求。 

（二）申請訴前停止侵權行為應提供擔保： 

依 TRIPS 協定，向司法機關申請臨時措施之申請人應提供擔保。其

他國家在執行類似之措施時，亦要求申請人提供符合條件之擔保，

以防止申請人濫用權利。大陸專利法第六十一條第二款規定，處理

責令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之申請，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至第

九十六條及第九十九條之規定。其中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規定所

採取措施之擔保問題。最高法院相應之司法解釋中，對訴前申請停

                                                 
40 最高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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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規定，2001 年

6 月 5 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 1179 次會議通過，法釋(2001)20 號。 
41 同註 97，第 10 條及第 11 條規定。 



止有關行為應當提供擔保之問題有做具體規定42。 

      1.人民法院作出訴前停滯侵犯專利權行為之裁定內容，應當限於專

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申請之範圍。 

      2.申請人提出申請時應當提供擔保，申請人不提供擔保者，駁回申

請。 

      3.當事人提供保證、抵押等形式之擔保合理、有效者，人民法院應

當准許。人民法院確定擔保範圍時，應當考慮責令停止侵犯專利

權行為所涉及產品之銷售收入，以及合理之倉儲、保管等費用；

考慮被申請人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可能造成之損失，以及人員工

資等合理費用支出等因素。 

      4.在停止執行侵犯專利權行為裁定過程中，被申請人可能因採取該

項措施造成更大損失者，人民法院可責令申請人追加相應之擔

保。申請人不追加擔保者，解除有關停止措施。 

由上述可知，採取訴前停止侵權行為對被申請人正在實施之行為而

言，將係嚴重之打擊與制裁，一但出現裁定錯誤，給被制裁人造成之

損失將很大。因此，申請人必須提供一定數額之擔保，如果裁定錯誤，

申請人要承擔賠償被申請人造成損失之責任。 

另須注意者為停止侵犯專利權之行為裁定所採取之措施，不因被

申請人提出反擔保而解除，此點與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一般財產保全

中之擔保不同，由於申請訴前停止侵權行為針對者係行為，此種行為

所造成之後果不能用金錢、財產來彌補。因此即使被告提供反擔保，

也不能停止法院已發出裁定之執行，更不能解除裁定。 

（三）人民法院對訴前停止侵權行為措施之具體實施： 

依據大陸專利法第六十一條規定，責令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之措

施，係針對緊急情況下不採取措施會造成申請人難以彌補損害之措

施，此措施重在及時。因此人民法院受理申請後，應盡快作出裁定，

並應立即執行。然對一些有需要核對相關事實之申請案件，可以傳

喚單方或者雙方當事人進行詢問，再做出及時決定，此規定對於法

                                                 
42 同註 97，第 5 條至第 7 條規定。 



院及時與準確作出裁定，不濫用該項職權均具有意義43。 

          人民法院依據當事人之申請，再訴前作出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

之裁定時，應依下述各方面做審查及具體工作： 

      1.人民法院接受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提出責令停止侵犯專利權

行為之申請後，經審查符合規定者，應於 48 小時內作出裁定；

裁定責令被申請人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者，應當立即開始執行。

人民法院在 48 小時內，需要對有關事實進行核對者，可以傳喚

單方或雙方當事人進行詢問，再及時作出裁定。 

      2.依據 TRIPS 協議第三部分第三節臨時措施第五十條規定，停止侵

權行為可以在開庭前”單方採取”和採取措施後對被申請人及時通

知，亦即為有效實施停止侵權行為之措施，不向被申請人走漏風

聲，人民法院在實施這項措施時，可以不同時通知被申請人，而

在採取措施後，再及時通知被申請人，保障其享有之覆議權。依

據上開 TRIPS 協議之規定，人民法院作出訴前責令被申請人停止

有關行為之裁定，應及時通知被申請人，最遲不得超過 5 日。 

      3.因實行停止侵權行為之臨時措施與財產保全之內容與適用條件均

不同，不採取措施難以彌補之損害，無法單單以金錢賠償即能解

決問題。故不能因被申請人提出反擔保，而作出對訴前停止侵權

行為臨時措施之解除裁定，否則即失去設置該項措施之意義。 

      4.責令停止侵犯專利行為裁定所採取之措施，究其性質係屬訴訟程

序上之臨時措施，係為使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在事後之侵權訴訟

中位於有利之地位所採取之措施。然依據 TRIPS 協議之規定和其

他國家之法律規定，申請人申請臨時措施為法院裁定核准後之一

定期間內不起訴或起訴失當者，所採取之停止有關侵權行為之措

施應當解除，因不起訴或申請錯誤者致被申請人受有損失者，申

請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最高人民法院規定，專利權人或者利

害關係人在人民法院採取停止有關行為之措施後 15 日不起訴

者，人民法院解除裁定採取之措施。且申請人不起訴或申請錯誤

造成被申請人之損失，被申請人可向有管轄權之人民法院起訴請

求申請人賠償，亦可在專利權人或利害關係人提起之專利侵權訴

                                                 
43 同註 97，第 9 條規定。 



訟中提出損害賠償之要求44，人民法院即可一併審理。 

      5.對責令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措施之期限，即該訴前禁令裁定之效

力一般應維持到生效之法律文書執行時止。人民法院亦可以根據

案情確定所實施之具體期限。期限屆滿時，人民法院依據當事人

之請求，還可以做出是否繼續採取停止侵犯專利行為之裁定45。 

再者，為保障責令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裁定與所採所相應措施能順利

執行，最高人民法院對當事人違反生效裁定之行為，規定可依民事訴

訟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按妨害民事訴訟強制措施與以罰款、居留等

處理；構成犯罪者，依法得追究刑事責任46。 

自上述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之解釋可知，人民法院採取訴前停止侵

權行為此項臨時措施係相當嚴格、程序相當慎重。自新制實行後之司

法實務觀之，人民法院對上述訴前禁令之執行較佳，然而亦有個別地

區法院所作之訴前禁令裁定過於浮濫，有些成為專利權人濫用權利之

一種手段，法院對原告提供之證據審查不嚴，有些並未給專利權人或

根本無法給專利權人造成難以彌補之損害，但法院亦作出裁定。有些

法院甚至認為，若原告之權利合法有效，且可以確定被告構成侵權之

情形，可以採用推定原則，推定如不及時制止不法侵權行為，則會使

原告之合法權益遭受到難以彌補之損失。有的在侵權事實不明之情況

下作出裁定47，這些均是法院核發訴前禁令之際，須特別注意之處。 

經筆者檢索大陸相關網站有關訴前禁令的實務運作情形，大陸人

民法院受理申請訴前禁令案件時，除依上開規定要求聲請人提出證明

權利有效、擔保金、申請事實理由與證據等形式要件，亦須審究四個

實體要件：1、被申請人正在實施或即將實施的行為，是否構成侵害知

識產權；2、不採取有關措施，是否會給申請人的合法權益造成難以彌

補的損害；3、申請人提供擔保的情況；4、禁令的作出是否會損害公

共利益。48 

目前大陸各地法院有核發訴前禁令的案件，大部分是商標案件，

                                                 
44 同註 97，第 12 條、第 13 條規定。 
45 同註 97，第 14 條規定。 
46 同註 97，第 15 條。 
47 李海棠，防止申請人濫用權利有效制止不法侵權，人民法院報，2003 年 6 月 10 日。 
48 紀暁昕，訴前禁令之實體要件，

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2005%5C7%5Cli49642537541727500210640.html。last 
visited：2006/06022。 



版權及專利等案件獲准者不多，如北京市首例申請著作權訴前禁令的

「天地英雄案」即遭駁回，法院認為此案被控侵權的「天地英雄」劇

本作者為何平與張銳二人，被控侵權影片「天地英雄」的製作人和版

權人都是華誼兄弟太合影視投資有限公司、西岸電影製片廠、哥倫比

亞亞洲投資有限公司三方，但此案申請人僅為何平與華誼兄弟太合影

視投資有限公司，從程序上觀之，涉案申請權利人不完全，即便作出

禁令，也不具可執行性，且從現有證據看，於法律規定的訴前程序中，

法院也不能判斷申請人主張的侵權事實是否存在，因此北京第二中級

人民法院駁回此項申請49。而由下列獲准申請商標訴前禁令的案件可

知，商標訴前禁令係保護知識產權很重要的一項措施，可及時制止正

在實施或即將侵害權利人知識產權的行為，而在當事人起訴前根據其

申請發布的一種禁止行為人從事某種行為之禁制令，對保護商標權利

人、利害關係人及社會公共利益均有重要意義。 

（一）北京紅獅塗料有限公司訴北京紅獅京漆商貿有限公司案：北京紅

獅（2000 年起「紅獅」註冊商標被評為北京市知名商標，係文字、

圖形、文字及圖形組合等多個註冊商標所有人）係生產、銷售油

漆塗料之企業，主張北京紅獅京漆商貿有限公司也是經營油漆塗

料的企業，不僅在經營場所上以「紅獅」文字及圖形組合商標作

為招牌招攬顧客，還銷售近似「紅獅」文字及圖形組合的註冊商

標油漆塗料產品，已構成對其註冊商標專用權之侵害，在向法院

起訴前提出申請，請求裁定責令京漆公司停止侵權行為。北京市

第二中級法院依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申請人提出有效的擔保

後，首度於 2005 年 8 月 15 日，對侵權人做出訴前禁令裁定。50此

案經法院審理認為，紅獅京漆公司在其牌匾上使用紅獅塗料公司

「紅獅」文字及圖形組合註冊商標，已構成對紅獅塗料公司商標

專用權之侵犯，法院判決紅獅京漆公司立即停止侵權、賠償紅獅

塗料公司人民幣 2 萬元。51  

（二）廣州蘋果出擊美國蘋果案：1998 年廣東省增城市一家企業在國家

商標局註冊蘋果圖案的商標，主要在皮具、家具、服裝上使用，

該圖案由三種顏色所組成，又常被稱為「三色蘋果」，連續被評

                                                 
49 「天地英雄」申請著作權訴前禁令案被駁回，

http://ent.sina.com.cn/m/c/2003-09-26/0840206778.html。last visited 2006/06/22。 
50 北京首例商標侵權糾紛中使用訴前禁令，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 
newscenter/2005-08/19/content_3376664.htm。last visited 2006/06/22。 

51 2005 年北京十大知識產權案件，http://www.chinaiprlaw.cn/file/200512296679.html。last 
visited2006/06/21。 



為廣東省和廣州市著名商標。之後市場有出現另一個「蘋果」商

標，該圖像是由一只「蘋果」並包上一個方框所組成，由於此品

牌是由美國蘋果集團向國家商標局申請商標註冊，2006 年 6 月，

國家商標局同意予以公告，但由於一些廠商對此商標提出異議，

至今國家商標局尚未同意此商標之註冊。因認為「美國蘋果」商

標與自己的商標近似，「三色蘋果」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

商標侵權訴訟並申請訴前禁令。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同意

責令「美國蘋果」停止製造、銷售以此圖案為商標的皮帶、公事

包、錢包、服裝、鞋子、領帶、背包等產品。「三色蘋果」並為

此提供價值 1,500 餘萬元的財產擔保。此張廣州首張簽發之禁令

發布，「美國蘋果」迅速提起覆議申請，但依據法律規定，對禁

制令的覆議申請，不影響該禁制令之執行，此舉對「美國蘋果」

產生極大影響。52 

（三）京滬天上人間商標爭奪案；北京某公司於 1997 年依法取得

「PASSION 天上人間」註冊商標，核定服務項目為夜總會、娛樂、

迪斯可舞廳和卡拉 OK。1999 年，北京長青泰餐飲娛樂有限公司

取得該註冊商標專用權、註冊商標經營地在北京長城飯店的「天

上人間夜總會」。2003 年 7 月，上海天上人間娛樂有限公司也在

其經營的卡拉 OK 場地豎起「天上人間」霓虹燈招牌，並在其員

工名片上印刷「天上人間」標識。北京長青泰餐飲娛樂有限公司

知悉後，即向上海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申請訴前禁令，請求責令上

海天上人間公司立即停止使用「天上人間」標示。法院審理後認

為申請人之申請符合法律之規定（商標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即

將與他人註冊商標相同的文字作為企業的字號，在相同的商品或

服務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關公眾產生混淆、構成商標侵權行

為。註冊商標人有證據證明他人正在實施侵犯其註冊商標之行

為，如不及時制止，將會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應

予准許核發訴前禁令。法院在要求申請人提供擔保後，法院裁定

上海天上人間娛樂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使用「天上人間」標識之行

為，法院考慮到如責令被申請人拆除霓虹燈似超出「訴前禁令」

之範圍，故責令被申請人以遮蓋、封存等有效措施停止使用含有

標識的各種措施，同時禁止使用相關服務標示、宣傳資料、名片

等53。 

                                                 
52 廣州簽發首張訴前禁令  美蘋果商標被暫停使用，

http://www.beelink.com.cn/20020819/1186916.shtml。last visited:2006/06/21。 
53 京滬”天上人間”起紛爭法院啟動”訴前禁令”，



4.3.3 台美中之假處分制度比較 

     台灣、美國與大陸對於侵害智慧財產案件均設有於本案訴訟終結前，

可聲請法院核發禁止涉嫌侵權人為一定之行為之保全程序，尤其是專利、

商標、營業秘密等案件，如不及時制止涉嫌侵權人停止侵權行為，將使權

利人受有無法彌補之損害，而由上述台灣、美國與大陸司法實務對於假處

分制度之運作，可知其中最能保障權利人之制度係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故

僅針對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作比較如下： 

（一）聲請核發要件： 

      美國與大陸就權利人向法院聲請核發臨時性禁制令、訴前禁令

時，均需說明聲請之理由，以及提出證據供法院審酌，且大陸

尚規定於申請同時需提供擔保，否則將駁回申請；然台灣現行

法制並未強制規定須釋明聲請之理由及提出相關之證據。況現

行司法實務上亦多允許權利人得以供擔保金方式取代釋明之規

定，亦即實務上權利人最常以提供擔保金方式，取代須向法院

釋明有定暫時狀態必要之理由，而聲請法院核發定暫時狀態假

處分之裁定，以禁止侵權者繼續製造、販賣及銷售商品。此舉

可立刻讓侵權者無法做生意，甚至逼迫下游供應商選邊站，殺

傷力往往比訴訟的審理結果是否確有侵權行為者大。且通常涉

嫌侵權者係新興中小企業，根本無法負荷依法若欲解除上開假

處分，所需就法院對聲請人核定高額擔保金提供全額的反擔保

金。 

（二）法院審核標準與期間： 

      美國與大陸審酌是否核發臨時性禁制令、訴前禁令，均有上述

嚴格之審核標準，即原告勝訴之可能性、如不核發該處分對原

告日後是否將造成不可彌補之損害、該處分對公共利益之影響

等因素。且大陸對於法院受理申請核發訴前禁令後，須於 48
小時內作出裁定之審理時間限制規定。另美國與大陸於審理期

間，原則上均會以書面方式通知被告，傳喚雙方進行是否核發

該處分之程序，保障被告之訴訟權利；台灣現制及司法實務對

有無核發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性，僅規定須審酌防止發生

                                                                                                                                            
http://www.52z.com/new/show.asp?url=FinanceNews/g/20031113/1828517884.shtml。last visited 
2006/06/21。 



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其他相類似之情形54，審核標準

較美國與大陸寬鬆，亦未規定法院於受理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

分後應於何時作出裁定。 

而台灣於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八條未修正前，多採書面

審理方式，不會賦予被告有爭執是否有核發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之必要性，惟近年來因應民事訴訟法上開修訂，受聲請之法院

開始要求原告需釋明聲請核發假處分之理由，並會通知被告給

予雙方有陳述之機會，且法院對於擔保金計算標準之要求亦會

要求原告提出核算之基礎、方式，不再僅以原告聲請供擔保之

數額逕行核定擔保金，因法院審理之標準日趨嚴格，故核發定

暫時狀態之假處分之時間較未修正前長55。 

（三）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裁定之效力： 

      美國法院所核發之臨時性禁制令，被告受該禁制令之拘束力期

間視該受侵害之智慧財產權利內容特性不同而異；台灣法院就

核發之民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若法院未准許被告得供反擔保

解除之，則可維持至本案訴終結之際；大陸人民法院核發之訴

前禁令，除法院定有期間，否則其效力可維持至終審法律文書

生效時，且執行該禁令之效力，不因被告提供反擔保而解除，

效力最強。 

（四）衡平雙方當事人權益之規定：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對雙方權益影

響均大，尤其對被告限制所生之影響更為嚴重，但該制度係程

序法上之特別規定，被告是否確有侵權行為仍須待法院為實體

審理判斷，不宜使法院核發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後，容任原告遲

遲不提起本案訴訟解決實體紛爭。美國法院是否核發禁制令多

係原告向法院提出侵權訴訟時一併聲請，較無限期命原告起訴

之問題；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就此問題有頒布上述司法解釋，規

定原告如未於法院核發訴前禁令後 15 日起訴，不待被告申請解

除該禁令，法院可逕行解除之；台灣現行民事訴訟僅規定原告

應於法院核發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後一定期間內起訴，但未明定

「一定期間」之天數。 

                                                 
54 參最高法院 20 年抗字第 366 號判例意旨「關於假處分之規定，於定暫時狀態之必要者準用之，

所謂有定暫時狀態之必要者，如避重大之損失或防急迫之強暴等類是。」 
55 筆者以電話方式訪問陳家駿律師處理有關定暫時狀態假處分之司法實務現狀。 



（五）小結： 

綜上所述，目前美國、台灣與大陸司法實務對於定暫時狀態假

處分之核發程序及審理標準，不再僅偏向保護權利人之考量，

亦會衡平考慮被告之訴訟權與因該處分所受之損害性質。然大

陸對訴前禁令新制實行後，為求保護權利人之績效要求法院應

於 48 小時內，對申請檢附之事實理由及證據作出裁定，過於急

迫並不妥適。 

我國有鑑於現行法制與司法實務有前述大公司利用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作

為壓迫競爭中小型對手之不公平手段之缺失，於案件審理法草案第二十二

條增訂聲請人應強制釋明理由、並參考美國判例揭示之審酌標準如原告勝

訴可能性與考量公共利益等因素，規範納入法院審理之標準，且為免原告

取巧利用此制度延宕起訴時間，亦將限期起訴之期間明定以杜爭議，期能

改善解決現制之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