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企業因應之道 

隨台灣高科技產業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台灣廠商從以

代工品質良好著稱的製造配角，逐漸在研發創新的品牌上嶄露頭角，顯出

台灣企業在國際間取得資金與技術之優勢日趨穩固，然而近年來我國廠商

除遭受國際大廠所提智慧財產權侵權訴訟而不堪其擾1，且我國廠商開始主

動對國外廠商或我國廠商提起智慧財產權之侵權訴訟2。況且國內企業自行

研發能以自行品牌行銷國際者不多，多數企業係已轉為透過掌握該項產業

所需要之技術，提高產能、節省支出，甚至還可收獨占市場之利的效果。

企業獲取這些技術的方法，除了自行研發之外，更快速的方法係透過買賣

或授權等方式，來取得他人已經研發出來之技術。然而若於交易過程中，

對其取得之技術來源不明，使用該技術之企業無法得知，日後運用於生產

製造上，將有產生爭端，甚至引發法律訴訟的風險，而智慧財產訴訟中之

專利訴訟涉及技術、專業等特性，往往耗費相當長之時間與巨額之訴訟費

用，甚造成公司的沉重財務負擔。因此企業應如何因應智慧財產訴訟之問

題，亦攸關現代企業創造利潤的重要關鍵因素。 

5.1 訴訟保險與貸款 

台灣產業以中小企業規模為主，公司的資金供研發、行銷或給付權利

金後，能夠支付因應智慧財產訴訟案件需支出之費用並不充裕，尤其是涉

及在美國發生的專利權侵權訴訟，更是耗費巨額律師費用及訴訟相關費用

（如專家證人出庭費用、侵害鑑定報告等），將導致中小企業型態的公司

                                                 
1 飛利浦公司 2002 年 6 月在美國先對台灣國碩、巨擎等 19 家廠商向 ITC 提出控訴，控告該 19

家廠商親空白 CD 製造商與美國貿易商侵權，不當使用飛利浦的 CD-R 與 CD-RW 技術專利權，

請求禁止進口該等廠商生產未獲授權的光碟片；後飛利浦不服 ITC 以其濫用專利權駁回該請

求，2004 年 3 月申請 ITC 重審維持原判，而於 2004 年提出上訴，2005 年 3 月美國紐約南區

聯邦法院推翻 ITC 裁定，判決巨擎、國碩侵害飛利浦六項專利，並下令禁止巨擎於美國境內

繼續銷售 CD-R 與 CD-RW 光碟片。其後國碩與巨擎也提出上訴，CAFC 在 2005 年 9 月 21 日

認定國碩與巨擎侵權，有侵權疑慮之商品不得銷往美國。周延鵬，虎與狐智慧力，2006 年 3
月第一版，第 421 頁。 

2 威盛公司於 2003 年 6 月向美國舊金山聯邦地方法院控告聯發科 CD-ROM、DVD-ROM、

CD-RW、Combo 等控制晶片侵犯威盛在美國第 6,459,665 號專利。2004 年 8 月 3 日威盛、威

騰、聯發科就台灣與美國專利侵權訴訟達成和解；威盛公司於 2001 年 9 月在美國、台灣反控

Intel Pentium 4、845 晶片組侵權，違反公平交易法。2002 年 10 月 31 日威盛侵犯英特爾 P4 專

利在德敗訴，2002 年 11 月 21 日德法院重審，威盛 P4 晶片仍可在徳銷售。2002 年 12 月 23
日 P4 侵權纏訟，威盛首度打贏英特爾。2003 年 2 月 20 日美國最高法院駁回 Intel 指控威盛

AMD 相容晶片組上訴案，威盛勝訴。2003 年 4 月和解，以解決雙方在五個國家中的十一件訴

訟案(涉及 27 件專利侵權爭議)，同時也簽訂專利交互授權契約。同註 116，第 419、421 頁。 



發生財力匱乏之問題。為了因應將來面臨訴訟所生風險不致成為企業致命

的打擊，除可參考美國現行與歐盟規劃中的訴訟保險制度，我國亦於 94
年 7 月 1 日至 95 年 6 月 30 日止，實施「國內民營企業國際專利權訴訟貸

款要點」（下稱民營企業專利訴訟貸款要點），希望可舒緩國內企業在面對

國際智慧財產訴訟費用，所帶來財務上的壓力3，以補強我國現在並無訴訟

保險之缺失4。以下就美國現行與歐盟規劃中之智慧財產訴訟保險制度及我

國民營企業專利訴訟貸款要點之規定作介紹： 

（一）訴訟保險制度之功能： 

      訴訟保險（Legal Expense Insurance, LEI）制度，係指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預期日後將有發生訴訟糾紛之可能，每月或每年預先支付一定數額

之保險費用，透過購買訴訟產險方式，當保險事故發生（即發生訴訟紛

爭事項），即可通知保險公司代為支付一切訴訟費用。故如有訴訟保險

制度，保險公司實際上承擔被保險人解決訴訟爭議需支付之律師費用及

其他訴訟費用之責任，而減輕國家需提供法律扶助之負擔。 

      訴訟保險制度係 19 世紀以來，法國先後出現”司法互助基金”以及”
醫療糾紛基金”等現代保險制度之雛型，幫助各成員解決起訴或應訴時所

遭遇到經費不足之問題，訴訟保險在西方國家已係相當有規範與體系之

制度，訴訟保險制度雖因國情不同而異，依歐洲保險委員會根據各國提

交之年度報告與進行市場調查之資料可知，訴訟保險最發達之國家係德

國，其次係法國，英國較落伍。在德國只要投保人繳交一定數額之保險

費用，就可獲得請求給付訴訟相關費用之保障，且律師從訴訟中獲得穩

定收入，保險公司自市場上獲得可觀之利潤，亦同時於一定程度上減少

國家對法律扶助資金之挹注；訴訟保險提高當事人僱請律師及循法律途

徑解決紛爭之意願，德國訴訟保險制度之成功係因法律對訴訟保險制度

與律師業有完善的規範，以及民眾對訴訟保險之廣泛認同5。 

                                                 
3 94 年 6 月 13 日經濟部經企字第 09400552450 號發布，同年 7 月 1 日起生效，施行至 95 年 6

月 30 日止。 
4 經檢索我國保險公司承保之產險種類，目前並無有關訴訟保險之業務項目，僅有富邦產物保險

公司有針對醫師、建築師、工程師之專業人士提供責任保險。參閱富邦產險網站資訊，

http://www.fubon-ins.com.tw/2p1309.htm，last visited 2005/05/15。另香港蘇黎世保險公司於 2006
年 4 月 3 日網站發布新聞稱，該公司有推出全面專業責任保險計畫有效管理法律訴訟風險，包

括專業疏忽責任險之業務，但該種保險係針對公司機構的決策人、合夥人及董事等，保障同時

包括雇員或公司聘請的承包商因失誤而引致的索償，如律師因錯誤處理契約而須負的財務責

任。但此種產險係針對專門職業人員因執業疏忽所生損害之賠償部份，與本文探討公司因涉及

智慧財產侵權訴訟須支出之訴訟費用、律師費用等並不相同。 
5 王民，訴訟保險制度移植探析，大陸吉林大學保險法律評論，2005 年 1 月 22 日，

http://www.jluil.com/info.asp?id=114，last visited 2006/05/16。 



由上述可知，西方國家一百多年來實施訴訟保險制度除產生積極之

社會意義，並能夠保障當事人實施權利及訴訟費用負擔之問題，而具有

下列功能：1.充分保障當事人之訴訟權利；2.減輕法律扶助之壓力；3.
穩定律師收入、提高律師服務品質，使訴訟保險制度與律師業務相輔相

成；4.使訴訟風險在社會上得到最大程度之分散，促進當事人透過司法

救濟途徑維護權益。 

（二）美國現行與歐盟規劃中之智慧財產訴訟保險制度： 

      近年來國際大廠針對我國廠商進行智慧財產侵權訴訟案件層出不

窮，尤其是專利金追索問題，令我國廠商不堪其擾，且專利侵權訴訟係

需耗費長期時間與高額訴訟費用、律師費。根據統計，在美國加州進行

專利訴訟一個審級的律師費用至少要花費美金 150 萬元至 200 萬元左

右。資力雄厚的大型公司或有能力面對此巨額費用，但小公司或市場之

新進者就是很沉重的負擔，若其選擇消極面對專利訴訟而敗訴，則龐大

的專利損害賠償金額，亦係其難以承受之巨大損害。因此進入訴訟或逃

避訴訟，對於小型公司或市場新進者而言，都是極度困擾的兩難局面，

亦可說大型企業利用智慧財產的爭訟，來壓制甚而排除小型公司或新進

對手於市場之外，係今日高科技產業競爭對手間的一套遊戲規則6。 

企業面對智慧財產訴訟需耗費之巨額訴訟費用，如能以商業保險方

式，來承擔追索或訴訟風險，係最實用也最節省成本之機制。且企業將

智慧財產權利風險轉由專業之保險公司承擔，可全力經營其本業、繼續

追求獲利，更是企業對股東負責任之表現。而所謂智慧財產保險，係以

智慧財產權為保險標的，當事人一方（保險人）收取一定保費，而在他

方（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所有或持有之智慧財產權依法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而受有賠償之請求時，或他方所有或持有之智慧財產權為

第三人侵害因而受有損失時，負賠償責任。美國的保險業者在近二十年

漸漸發展出一套智慧財產保險（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urance， IP 
Insurance，下稱智財保險）制度，提供企業一個新的分散智財訴訟費用

風險的管道。以下即以美國架構為藍本，介紹智財保險之概念與種類。

另智財保險不發達之歐盟，近年來也積極研究，希望架構一套專利訴訟

保險制度，因其現於發展建構時期，且特別注重發展一套保護中小企業

之專利訴訟保險機制，與我國尚未有智財保險制度相似，以及以中小企

業為產業結構之主體相似，故歐盟所研究規劃之專利訴訟保險制度對於

                                                 
6 蘇崇哲，智慧財產權保險(IP Insurance)簡介（一）－由美國制度談起，科技法律透析，2002 年

11 月，第 45 頁。 



我國具有高度參考價值，亦加以介紹，並將兩者制度作比較於下7。 

1. 美國智財保險制度： 

   不同保險契約在觀念上或內容設計上有獨特性，不能一概而論，因

此，智慧財產保險之保險範圍，需依客戶特殊或個別需求而定。美國智

財保險依所城堡之保險標的分二大類： 

（1） 智慧財產執行保險（IP Enforcement Insurance，下稱智財執行保

險）： 

針對於智慧財產權執行過程中可能遭受之風險而投保，亦即以控

告他人侵害智慧財產權者的角度觀之，為了執行其智慧財產權利

之過程，對遭到阻礙所採取之行動。而此種保險產生係因許多處

理智慧財產案件律師不接收「不勝不付（No cure, no pay）8」之

律師費用給付條件。此種情形尤其在缺乏明顯證據可勝訴之訴訟

中，對造又係大公司時更嚴重。故智財執行保險係特別針對可以

負擔起保險費用，但無法負擔訴訟費用之智慧財產權所有人而設

計9。 

（2） 智慧財產侵權保險（IP Infringement Insurance，下稱智財侵權保

險）： 

針對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之行為而投保。亦即以被控告侵權者

的角度觀之，係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的事件。智財侵權保險中以

專利居多，因此智財侵權保險多以針對專利侵權為主設計，原則

上智財侵權保單係對於因使用、散佈、銷售或廣告推銷被保險人

產品所生之侵權爭訟費用皆會理賠，一般包括辯護費用（含律師

費、專家證人作證費用及為對抗對造申請禁制令所生之費用）、

和解費用與損害賠償。因此類保單所理賠之費用大多固定，所以

無效的防衛會將保險金耗費在訴訟費用上，致最後可用於理賠損

害之保險金所剩不多，於專利侵權案件中尤須注意此點，因現行

專利侵權案件之損害賠償金額較侵害著作權或營業秘密之案件

                                                 
7 葛冬梅，美歐智慧財產保險(IP Insurance)制度介紹，科技法律透析，2004 年 6 月，第 47 頁。 
8 意指若不勝訴就不需給付律師費用。參法律英漢辭典，初版，1988 年，第 179 頁。 
9 同註 121，第 50 頁。 



高，故被保險人特須注意節省訴訟程序費用支出之方法10。 

          另保險人並非對所有發生智財侵權事由所生之訴訟費用理

賠，由於保險契約具有「故意行為不保」之原則11，以避免道德

危險發生，智財侵權保單亦有除外條款，如惡意侵害所生之責任、

因不履行繳交權利金義務引起之訴訟、因犯罪行為引起侵害智財

權所應負之責任等。故保險公司多會要求，在系爭產品首次生產

或銷售前，被保險人須先取得合格專利律師之法律意見書，證明

其未侵害他人有效專利，否則將來若發生保險事故將不予理賠。 

      在美國”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urance “是較廣泛之產種，其保險範

圍擴張至商標、著作權與軟體設計之實施等方面。上述兩種保險類型

實為一體兩面，其間差異係以處於智慧財產訴訟案件中之原告或被告

方面來投保。而兩者之不同處，係智財執行保險之被保險人，應係智

慧財產權之權利人，其在運用智慧財產權過程中遭受他人侵害其權

利，因此再法律爭訟發生時，被保險人係受到侵權之一方，亦係發動

訴訟程序追究他人侵權責任之一方；智財侵權訴訟之被保險人，並非

系爭智慧財產權利之權利人，而係被訴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利之一

方，並非發動訴訟程序之主動者。故美國智財保險制度實係兼提供權

利人與侵權人雙方之保障。但此二類保險仍以智財侵權訴訟為大宗，

發展也較早，因最初在保險業界中並無智財保單時，係以當時許多公

司均會購買之「商業一般責任保險（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Policies, CGL）」，而將其中的「廣告侵害（Advertising Injuries）」條款

作擴張解釋，以適用到專利侵權案件上，但加州法院於 1993 年拒絕將

廣告侵權條款適用於專利案件中，自 CGL 在智財侵權領域中之適用受

到限制，才迫使保險業者漸漸發展出智財保險契約12。     

2. 歐盟規劃之專利訴訟保險制度（Patent Litigation Insurance, PLI）： 

歐盟自 1997 年起即有計畫改革境內專利制度，以提高境內企業研究發

展之投資，因專利係保障企業研發成果之重要制度，而完善的專利制

度是推動企業研發風氣的重要誘因，然而專利訴訟使得企業必須負擔

龐大的費用，導致許多企業認為專利制度不會為其帶來太多好處，所

                                                 
10 同註 122，第 48 頁。 
11 參我國保險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保險人對於由不可預料或不可抗力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賠

償責任。但保險契約內有明文限制者，不在此限。保險人對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所

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出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者，不在此限。」 
12 同註 121，第 47 頁。 



以境內企業對於專利的利用並不高，甚至有些企業根本沒有意願申請

專利，這種情況在財力相對弱勢的中小企業最為嚴重。 

歐盟決定以保險方式分擔企業在面臨專利訴訟挑戰時，所需面對

之費用負擔問題，以免使專利制度的優點被須負擔巨額之訴訟費用所

稀釋，吸引境內企業多加利用專利保護制度，而開始著手規劃專利訴

訟保險制度，以期達到分擔企業訴訟費用風險之目的。13且在專利訴

訟保險制度設計特別注意兼顧中小企業的利益，因在歐盟境內 70%
員工係由中小企業所雇用，然其所創造之營業額卻超過歐盟境內總營

業額 70%，況面對巨大專利訴訟風險者亦以中小企業為主之故14。惟

在歐盟境內並非沒有保險業者提供智財或專利保險，此類保險亦具有

分攤訴訟費用與阻嚇潛在侵權者之優點，但在歐盟境內企業運用智財

或專利保險之程度卻相當低。據估計至 2003 年 1 月底，大約只有不

到一千份之專利訴訟保險單銷售出，此與歐盟境內之專利件數相比較

係非常少15。 

針對上述現象，英國智財威爾斯公司於 2003 年 3 月提出一份「智

慧財產與法律爭訟費用」報告中，說明此現象係因大部分中小企業未

查覺其所有之智慧財產權，以及該智慧財產權之附加價值，對許多人

而言即使擁有智慧財產權僅係有法律上所有權，甚未察覺其所有之智

慧財產權有被侵害之情況，即使真被侵權，這些中小企業傾向以非正

式方法解決紛爭。此外約有五至六成的中小企業不知有智財保險存

在。縱使有購買之中小企業亦以單純購買法律爭訟費用保險者較多，

而之所以不購買智財保險之原因係，並不需要有智財保險、不知道有

智財保險存在及保費太貴等16。 

經過數年的調查研究，目前 PLI 之內容架構大致成形，主要如下

                                                 
13 參 EU Commission, Green Paper on the Community patent and the patent system in Europe, 

COM(97) 314 final,24.6.97，http://europa.eu.int/comm/internal_market/en/indprop/patent/558.htm，

last visited 2006/05/18，p,1 and 20-21;EU Commission, The follow-up to the Green Paper on the 
Community patent and the patent system in Europe，

http://europa.eu.int/comm/internal_market/en/indprop/patent/99.htm，last visited 2006/05/18，

Fab.1999,p.19. 
14 參 EU Commission, The follow-up to the Green Paper, supra note 26,p.19. 
15 參 CJA Consultants Ltd, Patent Litigation Insurance (final report)-a study for the Europe 

Commission on possible insurance schemes against patent litigation risks, Jan 2003，

http://europa.eu.int/comm/internal_market/en/indprop/patent/docs/patent-litigation-insurance_en.p
df，last visited 2006/05/18，P.1. 

16 同註 122，第 53-54 頁。 



17： 

（1） 保險標的限於歐洲專利： 

保險標的基本上限於歐洲專利，但是並不限於新申請之歐洲專

利，目前已經獲准之歐洲專利也可以入保。此外也有人建議應

該要將那些非歐洲專利之會員國專利，納入成為保險標的，只

要這些專利之爭訟也與歐洲專利之爭訟相當。 

（2） 保費低廉： 

為了顧及中小企業之利益，保費應設計較為低廉，一般認為以

每年 300 至 600 歐元為恰當之範圍，而一項專利在繳交保費數

年後，有可能適用較高之保費費率。至於擁有眾多專利之大企

業或跨國企業是否可以享有保費優待，則必須視進一步之調查

研究而定。 

（3） 強制保險： 

專利訴訟保險採取強制入保方式，如此才能夠聚集足夠被保險

人來分攤費用風險，實現保費廉價之目的。 

（4） 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於訴訟前進行： 

目前一般保險業者的作法，是在簽訂保險契約前即針對智慧財

產所可能產生之風險進行評估，但是因為風險評估的費用非常

昂貴，尤其在新申請之專利，其潛在之侵權者根本無法確實被

掌握，再加上訴訟發生之機率並不高，所以將風險評估的時點

拉至保險契約簽定後、訴訟可能發生之前來進行，是比較恰當

的。而在訴訟程序剛開始進行的時候，則必須已經完成風險評

估。 

（5） 理賠初步調查（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替代風險評估： 

                                                 
17 葛冬梅，從智財保險談技術交易所衍生之法律爭訟費用，經濟部技術尖兵『顧問諮詢室』，第

113 期 93 年 05 月號，

http://st-pioneer.org.tw/modules.php?name=magazine&pa=showpage&tid=2105，last visited 
2006/05/20。 



若是保險業者不進行風險評估，而保險理賠額度達 35,000 歐元

時，理賠範圍就應該要包括被保險人所自行進行之初步調查，

用以協助專利權人正確地判斷是否繼續進行訴訟。所理賠之費

用應包括法律諮詢、專業技術諮詢、文件翻譯以及專利效期與

侵權事由調查等費用項目。而為了防止被保險人濫用初步調查

之理賠，被保險人必須負擔 5,000 歐元之自負額，超過部分才

由保險人於保險金額度內給付。 

（6） 理賠費用範圍廣： 

為顧及企業利益，理賠範圍盡量拉大，包括訴訟程序費用、損

害賠償費用及上訴費用等。也因此保險事故兼包括被他人控訴

侵權與控訴他人侵權，為侵權與執行保險合一之保險制度。而

專利侵權與專利執行保險事故之理賠金額，預計最高分別為

1,5000,000 歐元。 

3. 美國現行智財保險與歐盟架構中之專利訴訟保險之比較： 

由上述可知，美國現行智財保險制度與歐盟研擬規劃之 PLI 有下表

所列之不同處18。美國係現行智財保險制度最發達之國家，智財保險雖

有分散智財訴訟費用之優點，但保費偏高，且在實際運作上無法遏止大

企業利用訴訟程序經年累月之特性及申請禁制令等手段，來恫嚇中小企

業使其屈服於不公平之和解條件。歐盟針對前揭智財保險制度之缺失，

盡量在設計上壓低保費，並提供較寬廣之理賠範圍，然亦無法遏止大企

業故意拖延訴訟之情形。故單純只有保險制度之設計仍無法提供中小企

業有效之保障，應再建制一套配合之仲裁調解制度因應。 

    美國 歐盟 

發展緣起 保險業自由發展 官方刻意架構 

強制性 任意保險 強制保險 

                                                 
18 同註 122，第 61-62 頁。 



承保智財種類 視保約而定，可並遍及所

有智慧財產 
主要鎖定於專利 

風險評估時點 於保險契約簽定前進行 於保險契約簽定後，訴訟正

式開始之前 

理賠費用範圍 視保險契約而定 及於所有費用，包括損害賠

償與上訴費用 

保險費 整體來說偏高 較低，預計每件專利以

300-600 歐元為年繳保費 



表 9：歐美智財保險制度之比較 

 

表 10：美國智慧財產訴訟費用19 

（三）我國國內民營企業專利訴訟貸款要點之規定： 

我國經濟部為支持國內民營企業因應國外企業國際專利權訴訟或其

他具有相當於判決效力之程序，以利企業國外競爭，特訂定國內民

                                                 
19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ssociation (AIPLA)，"2003 Report of the Economic Survey"。 



營企業專利訴訟貸款要點（下稱企業專利訴訟貸款要點）。依該要

點第二條規定：「本貸款資金來源，由承貸銀行以自有資金辦理」、

第三條規定：「本貸款適用於具有下列資格之國內民營企業：(一)
在國外有進行專利訴訟之需求者。(二)財務穩健，且該企業淨值至少

達其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以上；非銀行拒絕往來戶，且銀行貸款繳

息還本正常」、第五條規定：「本貸款用途為申貸企業與國外企業

進行國際專利權訴訟所產生之訴訟相關費用，包括委託專業單位進

行專利侵權分析報告費用、專家證人費用、律師費用、法院費用、

擔保金等」、第十一條規定：「本貸款之申貸程序如下：(一)申貸企

業應填具貸款申請書及其他涉及本案國際專利權訴訟貸款之佐證相

關文件，向經理銀行提出申請。(二)經理銀行受理申貸案件後，應會

同企業申貸銀行評估，並於提請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核貸之建議

後，通知申貸企業向承貸銀行提出貸款申請。」原則上經濟部推動

之貸款計畫係以民間銀行所自有之資金接受企業之申請借貸為主，

並非將政府資金供民間企業因涉國際專利訴訟須支出之訴訟費用。 

         另依企業專利訴訟貸款要點第四條規定：「為審議申貸案件，

並作成核貸之建議，由本部邀請有關機關、單位代表及學者專家組

成審議委員會；其運作方式如下：(一)組成：置召集人一人，由本

部指派代表一人擔任之；置常設委員十一人，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

外，其餘委員，由本部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本部國際貿易局、

工業局、智慧財產局、貿易調查委員會、中小企業處、財團法人中

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及企業申貸銀行

代表各一人聘(派)兼之；另得視申貸案件需要，置一般委員若干人，

由本部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產業團體、法律或專利學者專家，隨

案聘兼之，並於該案結案後解聘。(二)任務：申貸案件之貸款額度、

貸款期限、償還方式、信用保證成數之建議及其他建議事項。(三)
審議：審議委員會每次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

議，審議委員原則上應親自出席；審議委員會之決議採秘密記名表

決方式進行，其表決結果採同意及不同意二種，審議事項以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為通過。」、第六條規定：「本貸款額度，依

申貸企業進行國際專利權訴訟所產生訴訟相關費用之八成計算，最

高以新臺幣五千萬元為限。但審議委員會得視需要調整之。」、第

七條規定：「本貸款期限，最長為五年。但審議委員會得視情形調

整之。」、第八條規定：「本貸款利率，由申貸企業與承貸銀行自

行協商之。」民間企業如需申請此筆貸款，須經經濟部所組之審議

委員會審核是否通過得向銀行申請貸款，而所申請之貸款額度為新



台幣（以下同）5,000 萬元為上限，貸款之期限最長為 5 年、利率

係是各企業與銀行協商而定。而依企業專利訴訟貸款要點第十條規

定：「信保基金得依審議委員會決議，提供七成至九成之信用保證。」

就信保基金所提供之信用保證成數，並非由承貸銀行所決定，仍須

經經濟部審議委員會決議。 

          由上述企業專利訴訟貸款要點規定可知，政府雖有意協助解決

我國企業遭遇國際專利訴訟時須支出之巨額訴訟費用負擔，但企業

如依該要點申請貸款之金額有 5,000 萬元之上限限制，且設有 5 年

償還年限，較一般貸款限制多，若企業因國際專利訴訟需支出之訴

訟費用、律師費用等高過 5,000 萬元，除本身無力負擔該筆費用，

待借貸期間屆至時，往往也無力償還。不但未能幫助企業解決問

題，反而造成承貸銀行須負擔該筆呆帳之不利益。 

5.2 智慧財產管理與訴訟策略 

「知識經濟時代，智慧財產是產、官、學、研各界所必須面臨的

重要課題。產業界，無論是高科技或是傳統產業，智慧財產決定公司

存亡成敗」20。而專利訴訟是智慧財產管理中最重要之一個環節，前

鴻海法務長周延鵬則指出，沒打過美國官司的專利，根本不能稱之為好的

專利：「就像沒打過仗的戰士,不能稱為好戰士」；他同時亦指出：「專利

訴訟，是一種策略工具之運用 (Patent Litigation: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ies)，也是智慧財產品質及價值基礎，專利訴訟位居於研發品質、智

財品質、智財價值、授權買賣、作價投資及融資擔保的核心」21；沒打過

仗就不會有優質專利。 

因台灣企業與非營利研究機構，及其台灣專利代理人，沒有真正打過

美國專利侵權訴訟，亦無將專利侵權過程中有關考量因素，融入研發程序

與專利佈局中，致台灣企業及非營利研究機構之專利難有優質的基盤22。

因此企業不應等到被訴涉嫌侵害智慧財產權之際，才花費聘請律師處理訴

訟案件，畢竟「預防勝於治療」為免將來遭遇侵權訴訟需支出龐大訴訟費

用，企業應在開始著手研發、製造、產銷之際，即做好智慧財產權管理，

縱使無法避免與他人發生訴訟案件，亦可依下所述之訴訟策略因應訴訟而

無所恐慌與畏懼。 

                                                 
20 劉江彬，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網頁 http://iip.nccu.edu.tw/iip/， last visited 2006/06/24。 
21 胡釗維，沒打過專利官司，不能算好的戰士，台北，商業週刊，第 932 期,2005.10.3~10.9，P.112。 
22 同註 116，第 333 頁。 



5.2.1 智慧財產管理 

智慧財產管理係相當務實之領域，屬於綜合性、跨領域之學門，需要

具備相當行業的專門知識（Domain knowledge）。智慧財產與一般財產權相

比，最大特色除了屬於「無體」財產外，就是並非可以永久持有，而享有

一定保護期間，這項規定之目的在於強調智慧財產並須開放全社會共享，

以促進社會整體福利得增加，而政府為了鼓勵發明人或創作人將其發明或

創作公開，給予一定期間之專屬權利保護，使其可以憑此權利從事具有經

濟價值之活動，獲得公開其發明或創作之適當補償23。且智慧財產權有別

於一般有體之財產權，具有下列特性24： 

（一）抽象性： 

一般而言最廣義的智慧財產係包括源自產業、科學、文學及藝術領

域內的智慧活動（Intellectual Activity），因此其與傳統財產（動產與

不動產）之最大不同處，即係在於其抽象之存在，並不以具有可觸

知之具體實物為必要。然而智慧財產亦有可能會附著在有形財產之

上（如有專利技術之數位相機），但智慧財產權不隨有形財產之轉讓

而併同移轉。對於有形財產之侵害，一般需侵入他人不動產獲取他

人之物或破壞他人對物的現實支配力，但侵害智慧財產權往往不須

有此類之行為，一般係發生於未經權利人授權而使用其著作、發明

或商標等無形財產，並不是財產被佔有完全不能使用，因此對於智

慧財產權人是「相對損害」，而非「絕對損害」。 

（二）專有性： 

智慧財產權人於法律規定之範圍內，專有使用、收益、處分其智慧

財產之權利，並可排除他人行使上開權利，而具有排他性

（exclusivity），而與公有財產（public domain）可供任何人加以使用

不同。而智慧財產之另一個與有形財產不同之處，係於同一時間內，

可以將專有權授與一個以上之人，此即非專專授權之情況，因非專

屬授權人在其被授權範圍內個別擁有專有權，致智慧財產有時喪失

專有性，而落入公共領域成為公共財。 

（三）地域性： 

                                                 
23 劉江彬、黃俊英，智慧財產管理總論，華泰文化事業公司，2004 年 2 月初版，第 32 頁。 
24 同註 43，第 16-19 頁。 



原則上智慧財產權只有在依法申請或註冊之地域，才有法律上之效

力，如商標或專利須於我國依法申請核准後，才能取得我國法律之

保護，但例外亦可對國外之智慧財產權加以保護，例如著名商標25，

或依所簽屬之國際公約提供平等互惠之保護26。 

（四）重製性： 

此特性係指智慧財產所附著之客體，由於人類精神活動之創作或技

術之創新經利用後，大多需在有形之物品上加以體現。例如：音樂

著作錄製成錄音帶或光碟、利用發明專利之製藥方法製成藥品、商

標標示於商品上使顧客可識別商品來源等。而此類附著智慧財產權

之物品，均可大量重製，權利人可藉販賣、出租獲授權他人使用上

開權利而獲取經濟利益。 

（五）時間性： 

因法律僅授與智慧財產權一定期間之保護，智慧財產權並非永遠有

效，例如：我國專利法規定專利發明權之期限，係自申請日起算至

二十年屆滿、新型專利為十年、新式樣專利為十二年27；著作權則存

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五十年28；商標權則自註冊公告起

十年29。然而上開法定期間屆滿後，智慧財產並非消滅，係進入公共

領域供公眾自由使用收益，而第三人亦可利用該公共財產加以修改

成新的型態後產生新的著作或專利，再申請新的創作或專利法定期

間之保護。故智慧財產限定保護期間之目的，在於發揮「前人種樹，

後人乘涼」之薪火相傳精神，讓大家不斷將智慧財產貢獻至公有領

域，使公眾可以在公有財產基礎上「精益求精」、「美上加美」，進一

步提升人類文化、生活、科學之水準。 

（六）經濟性： 

部分智慧財產權保護係賦予權利人繼續創作或發明之動機，如專利

                                                 
25 參我國商標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商標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註冊：．．．                   

十二、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或有減損著名商標或

標 章之識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但得該商標或標章之所有人同意申請註冊者，不在此限。」 
26 參我國專利法第 91 條規定之互惠原則：「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或團體就本法規定事項得提起

民事訴訟。但以條約或其本國法令、慣例，中華民國國民或團體得在該國享受同等權利者為限；

其由團體或機構互訂保護專利之協議，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亦同。」 
27 我國專利法第 51 條、第 101 條、第 113 條規定。 
28 我國著作權法第 30 條規定。 
29 我國商標法第 27 條規定。 



權與著作權之保護，即在於藉由經濟利益之回饋，使創作人可以有

經濟能力繼續創作，願意再投入人力或物力研發創新；商標權之保

護，除保護消費者識別商品或服務之來源，亦藉由消費者對品牌之

信賴與忠誠，為商標專用人帶來經濟利益，也促使其為努力維持商

標識別性，持續提供品質良好之產品或服務；營業秘密依法明定須

有「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要件30；防止不公平競爭之公平

交易法亦係維護交易市場之秩序31，故由上述規定均可之智慧財產權

具有經濟性。 

（七）不確定性： 

實施智慧財產權時，因其權力範圍有時具有不確定性，此種情形最

常出現在專利侵權紛爭案件中，發明人總使取得專利權，但因專利

範圍解釋（claim construction）之差異及均等論或禁反言原則之適

用，很難僅以專利申請書上所載界定其權利範圍為何；行為人是否

構成合理使用（fair use）而不構成著作權侵害，亦須就個案適用著

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六十五條規定加以判斷；商標是否構成混淆誤

認，亦隨消費者及所屬市場而異，故權利人於行使智慧財產權具有

上述之不確定性。 

  承前所述，智慧財產具有與一般有形財產不同之特性，企業對於智慧財

產之授權與管理尤其重要，才能為企業或取最大之利益，避免遭受他人

控訴侵權而須耗費時間、金錢、甚有損商譽、商機等不利益。而智慧財

產之授權及管理有以下幾個要點32： 

1.「方法」很重要，只要方法對了，在不同專業領域中都可以使用； 

2.智慧財產的授權與技術移轉之間關係，是商業上或技術上之問題，作

決策之選項如定價與付款條件（payment terms），都非常多樣化，產業

的變動遠遠快於書本上理論的更新，例如：權利金中有一種分期權利

金（running royalty，依產品銷售數量或收入金額，抽取一定百分比之

權利金），若企業剛好買設備可灌在機器設備上，再加速攤提即可，以

                                                 
30 我國營業秘密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

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而符合左列要件者：一、非一般涉及該類資訊之人

所知者。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三、所有人已採取合理之保密措施

者。」 
31 我國公平交易法第 1 條前段規定：「為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

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 
32 同註 116，第 252-253 頁。 



加速折舊處理； 

3.授權合約量身訂做，不要過於依賴授權或技術移轉合約之標準範本，

不同領域或技術使用之合約版本應該不同，係不可能僅想拿幾種共通

版本，即可適用於所有技術領域，此部分可參考美國合約或相關研究； 

4.在談判過程中常運用到不同國家之競爭法，如台灣的公平交易法、美

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的指導原則（Guideline：當年

美國接受歐洲、英國許多授權，因此於 70 年代制定準則，以保護美

國境內公民或企業之授權，1985 年曾經更新，最新的版本係 1995 年

司法部與 ITC 共同頒布的準則）、或是歐盟執委會對於不同授權領域

頒布的很多指令（directives）、或是日本公正引取委員會（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FTC）也頒布許多技術交易與授權的準則，上述規

則或準則均相當實用，可以供企業於實務運作有關授權交易時之參

考； 

5.授權與技術移轉係很務實之學門，產業「事實」係最重要者，但傳統

法學教育僅教如何認識、解釋與補充法律，較少教授如何判斷、認識

事實，造成許多法律人以自己所認知之事實，解釋、套用法律，將無

法有效處理問題。再者，不同領域有不同之慣例或行為模式，均非可

以法律規定加以改變，但法律人易以法律的大前提左右事實走向，此

種做法如用於智慧財產管理與授權、技術移轉上，將無法建立適合台

灣本身國情之智慧財產授權與管理文化等制度。 

5.2.2 訴訟策略 

智慧財產之侵害訴訟涉及台灣法律制度、智慧財產價值觀念、產業營

運公平自由及專業服務等諸多方面。而因智慧財產所涉之訴訟中，商標及

著作權等案件較易判斷，爭議較少，然專利訴訟尚涉及專利有效性、技術

性等非法律專門知識之爭議，且其在美國訴訟過程繁複、所費不貲已於前

述，然若企業在美國專利侵權訴訟獲勝訴判決，回饋也相當可觀，例如台

灣聯發科公司可以從威盛公司拿美金 5 千萬元賠償（折合新台幣約 17 億

元）、台積電公司從中芯公司獲得美金 1.75 億元賠償（折合新台幣約 55 億

元）；但如在台灣進行該程序，聯發科公司還不一定可以獲得新台幣 5 千

萬元之賠償金33。故專利侵權訴訟相對於著作權、商標等侵權案件而言，

對企業影響層面較廣，因此本文僅針對企業如何防免遭受控訴侵權，及面

臨專利訴訟之際所採取之訴訟因應策略。而企業面對智慧財產侵權案件若

                                                 
33 同註 116，第 304-305 頁。 



有聲請假處分之必要時，就原被告採取之因應之道，將透過案例分析於下

一章作詳細之介紹。 

以往企業之侵權訴訟，係在發現之後才作訴訟處理，然現在已演變成

可以預作防範，近年來 TFT LCD 或 LED 就有此例。且專利侵權之搜尋工

具這幾年間有兩項轉變，第一是工具越來越成熟方便，因此企業對自己專

利的了解程度，也能更深入；第二係對於被告之技術、產品及產銷等訊息

掌握越來越充分。故未來專利侵權訴訟係可以作年度規劃，公司可以在前

一年年底或當年度的年初即規劃好次年或當年要告多少家公司、哪幾家公

司，甚至可規劃出所欲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數目，或打算逼迫哪些經爭對

手退出市場等。因企業對於上述觀念之演變，所以未來專利侵權訴訟之管

理與策略，將與以往有下列二點不同之處34： 

（一）化被動為主動： 

以往企業對於專利侵權訴訟之控制與管理，往往在對造提起系爭訴

訟後，才開始應對，而對於公司本身所有之專利，也是在銷售人員

反應之後，才開始尋求法律的支援及訴訟之可能性。然此種被動應

訴之情形在未來應有所改變。以專利侵權訴訟控制與管理的演變觀

之，美國公司在這方面係較成熟，無論是一些較有規模的公司、機

構或學校，其訴訟規劃都已具有計畫性，也有較具規模的處理。且

這些組織機構都很清楚其每年請求損害賠償收入之成長比例一定要

達到若干明確之目標。隨著上述觀念之改變，日後台灣非營利研究

機構亦可考慮作此種訴訟規劃，例如工研院目前即已努力改變政策

和措施，而有不錯的績效35。 

（二）快速掌握、事先規劃： 

未來企業對專利之研究方法，必須作到以下二點：第一、必須要以

很快的速度掌握組織所屬產業的靜態專利佈局，並且能快速得知、

拆解與分析資料；第二、組織所屬特定產業中，過去所發生每一件

訴訟，包括原被告是誰、爭議專利為何、訴訟過程與結果，以及對

商業面造成何種影響等，這些資訊應在每年訴訟規劃中事先提出。

且未來台灣越來越多企業主，在公司擁有許多跨國專利之情形下，

將會要求組織成員提出專利訴訟之具體規劃與步驟，包括今年預計

告幾家公司、哪些產品、預計目標等計畫。另在訴訟上隨機應變很

                                                 
34 同註 116，第 314-316 頁。 
35 工研院七千個專利權走出「冷宮」，商業週刊，891 期，2004 年 12 月 20 日，第 163 頁。 



重要，以在美國進行專利金權訴訟所需踐行之事證開示程序

（discovery）36時所需接觸之資料為例，這些資料可讓原被告雙方在

行動上作許多改變；在台灣，一般處理專利訴訟時，往往是上法院

應訴，離開法庭後不會將產銷設計作隨機應變，也不會調整訴訟案

之戰術。然而此係台灣訴訟程序制度所使然，因此在台灣之專利訴

訟，無法達到在美國專利訴訟之效果，如促使研發行為及研發成果

權利化過程更專業、嚴謹，更能產生專利優質佈署之具體效果。 

由上述可知，企業對於專利侵權訴訟之因應與管理，除了作好充分之準備

與評估之外，筆者去年 8 月間參加我國經濟部跨領域培訓班在美國東、西

岸為期 2 個月的海外受訓課程，在加州訪談美國 Affymetrix 公司前首席律

師顧問 Norviel，有關其處理 Affymetrix 公司訴訟案件的經驗，其指出公司

平時應以專利佈局來保護研究發展之成果及商業化之品質與服務，且當企

業面臨專利訴訟時，不要畏戰、應挺身迎擊反抗（Fight back when being 
attacked），將可獲得較大之協商空間37，茲分述於下： 

（一）企業平時應以專利佈局來保護研究發展之成果及商業化之品質與服

務： 

Affymetrix 在過去 1999~2004 的 6 年間，不論是處在營運虧損或獲

利的狀態下，仍然堅持不放棄投入研究發展(R&D)，而相對應於辛

苦獲得之研究發展(R&D)的成果，Affymetrix 充份認知到專利權顯

然影響公司的成敗及市場佔有率，因此均以優質的專利佈局來保護

其智慧財產。其專利佈局如下圖所示38: 

                                                 
36 Discovery，即事證開示程序，美國民事訴訟中一種審前程序，一方當事人可以透過該程序從

對方當事人處獲得與案件有關之事實與訊息，以助於準備庭審。根據美國聯邦民事訴訟規則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規定，要求批露之方式包括：書面證詞（deposition）、書面

質詢（written interrogatories）、請求承認（requests for admission）、請求出示文件（requests for 
production）等。王承守、鄧穎懋，美國專利訴訟：攻防策略與運用，2004 年出版，台北，元

照出版公司，第 40-41 頁。 
37 粱智欽、楊明秀、謝采薇、黃惠珠、陳一中、高家文，生技產業專利訴訟之因應與管理－以生

物晶片產業 Affymetrix 專利訴訟為例，經濟部「培訓科技背景跨領域高級人才計畫」94 海外

培訓成果發表會論文集，2005 年 12 月 6 日，第 1-76 頁。http://iip.nccu.edu.tw/mmot/。 
38 同註 151，第 1-73 頁。 



 

圖 1: Affymetrix 專利地圖 

如上圖所示 Affymetrix 同時也充分運用專利權保護其商業化之產品與

服務。例如:2002~2004 的 3 年間，營運獲利的總收益中，探針陣列(Arrays)、
試劑(Reagents)及儀器(Instruments)為最大宗，分別各占當年度總收益之

69%、74%及 80%,毛利率各占當年度 59%、64%及 71%,平均毛利率則高達

65%，對於營運績效有巨大影響之主要產品及服務市場，Affymetrix 亦同

時以優質的專利佈局來保護其商業化之產品與服務39。 

                                                 
39 同註 151，第 1-74 頁。 



 

圖 2: Affymetrix 核心關鍵技術之專利佈局 

由上圖可知 Affymetrixy 在其核心關鍵技術原位合成微影光罩法（以

US5,143,854 專利為例）發明的初期，就已經放眼國際市場,在美國申請專

利的同時，亦向多個國家申請專利。也由於 Affymetrixy 充分結合敏銳的

市場洞察力、持續內部與外部的技術研究發展(R&D)、生產製造與服務、

市場行銷及既深且廣的專利佈局，使 Affymetrixy 得以在生物晶片產業中

居於獨大的龍頭地位。 

（二）企業面臨專利訴訟時，不要畏戰、應挺身迎擊反抗： 

Norviel 建議企業面對智慧財產侵權訴訟時，並無須害怕進入訴訟程

序，此種訴訟策略之原因如下： 

1.一旦決定面對被控的訴訟，則反控所產生的費用並不高； 

2.正面迎戰顯示 Affymetrix 對其技術有實質的把握與信心； 

3.正面迎戰與反控策略可爭取雙方協商、談判的空間與機會。 



除上述 Affymetrix 前首席法律顧問 Norviel 所提企業平時應作之專利佈局

及訴訟因應策略，美國飛翰法律事務所(Finnegan Henderson)律師 E.Robert 
Yoches Daniel Yan 進一步建議當企業面臨專利訴訟決定挺身迎擊反抗時，

尚需注意下列幾點40: 

（一）回覆警告信函（Respond to letters）: 

一份充份告知且適格的意見書與回覆信函告知對方，該公司正在作

侵權與否之分析判斷，除可避免招來訴訟，或即使日後真的進入訴

訟程序，亦可以避免被認定為故意侵害專利（Willful Infringement），
而被判需支付侵權損害賠償之 3 倍賠償金，使賠償金額增加； 

（二）訴訟應對辯護（Defend lawsuits）: 

企業應儘早擬定策略，以及選擇稱職、有經驗與可信任的辯護律師，

在專利侵權訴訟中是重要關鍵； 

（三）取得授權許可（Take license）: 

企業如採反控策略，可爭取雙方協商、談判的空間與機會，包括：

降低權利金的基數、降低權利金的費率或找出一個具有創造性的解

決方案，例如：互相交換市場、提供製造服務等； 

（四）停止行為（Stop activity）: 

若企業公司在作了侵權分析後之結論與辯護律師所作之侵權分析報

告相同，亦即皆認為有侵害系爭專利，而又無法進行迴避設計或如

果不具成本效益的話，則應停止製造、使用、販賣、銷售及進口之

侵權行為41，並考慮退出美國市場之退場機制。 

5.3 小結 

隨國內企業國際化之發展趨勢及保障智慧財產權之意識逐漸高漲，國

外企業控告我國企業侵害智慧財產權越來越頻繁，我國企業面臨國內外之

                                                 
40 E.Robert Yoches Daniel Yan，亞洲企業美國專利訴訟策略研討會，台北，政治大學智財所主辦，

2005 年 9 月 21 日~22 日，論文集第 5~8 頁。 
41 參見 35 U.S.C.§271(a)其相關規定。   



智慧財產訴訟事件越來越多，但國內迄今並無任何一家保險公司推出智慧

財產保險，智財保險制度之建立或許可以為國內企業面臨智慧財產訴訟

時，減輕訴訟上之負擔。然自前述美國現行智財保險制度及歐盟規劃中之

專利訴訟保險制度經驗觀之，智財保險仍有許多問題與障礙有待克服，且

我國智財保險之市場不大，是否有足夠之被保險人購買智財保險，以達到

低保費分散風險之目的，實堪足疑。 

況查我國企業所面臨之智財訴訟保險紛爭，以國際專利訴訟所需之費

用負擔最大，若以國內保險業者所設計之保單，僅以國內發生智財訴訟事

件為保險標的，對於國內企業所面臨國際專利訴訟之需求並不符合；然若

將保險標的擴大到美國發生之智財訴訟事件，很有可能導致保費過高，使

得企業購買該智財保險之意願不高，不如購買美國當地之智財保險較為划

算，上開因素均不利我國目前建立智財保險訴訟制度，要使保險業者有推

動智財保險之商機意願也有困難。但就整體智財訴訟面臨之共通問題－保

費偏高及大企業拖延訴訟削弱保險成效，可以藉繼續觀察美歐之發展作為

借鏡，尤其係歐盟研擬中之專利訴訟保險制度，及如何在保險制度內建立

仲裁制度以補保險制度不足之部分，除可強化專利權之保護、鼓勵中小企

業技術研發之成果，將來或可提供我國於規劃保護中小企業有關智慧財產

權方面相當重要之參考依據。 

再者，企業除對可能發生之智財訴訟需作面對訴訟時須支出之費用做財務

規劃，更須注重在研發、產銷商品時，對於所涉之相關智慧財產權作檢索

與管理工作，以免不慎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致將來遭受被控侵權之不

利益，故我國企業現在越來越注重公司內之智權或法務部門之設立，期盼

能藉由結合法律與科技之人才，做好智慧財產權及訴訟之管理與規劃工

作，如筆者去年 7 月份參加經濟部跨領域培訓班至美國東岸喬治華盛頓大

學研習「IPR 訴訟策略」課程中，孫霖博士指出國外大型生物科技公司於

研發之際，研發人員均會與專利律師溝通其所進行研究之計畫是否有侵害

他人專利之虞，經專利律師檢索相關專利後，提出有無侵權之意見後，再

決定是否繼續該研發計畫，降低將來發生侵權訴訟之可能性，此種研發部

門與法務部門之配合管理方式，可供國內企業作研發管理計畫時之參考；

但我國現行法學教育所培育出法律人才，大多僅具備法律方面專業知識，

鮮少具有科技方面之背景，也因此現行企業中智權部之人員以工程師居

多，因為具科技專門知識要了解法律規定者，相較於具法律專門背景要了

解科技知識者容易，且具備能處理國際專利訴訟紛爭之能力者更是鳳毛麟

角，此亦係近年來各大學紛紛成立智慧財產研究所或科技法律研究所，而

欲培養具備科技、法律、管理方面知識等背景之跨領域智慧財產管理人

才，以應企業上述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