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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專利行政訴訟中容許提出新證據之程序 

為避免當事人就同一商標或專利權有效性爭執，再衍生新的行政爭訟138，

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33 條特別容許當事人在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利

權之行政訴訟中，於言詞辯論終結前，得就同一撤銷或廢止理由提出新證據；並

規定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就該新證據應提出答辯書狀，表明他造關於該證據主張有

無理由。另外，為避免上開規定成為當事人拖延訴訟進程之手段，智慧財產案件

審理細則明定當事人有意圖延滯訴訟等原因，未於適當時期提出新證據，法院得

依行政訴訟法第 132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196 條第 2 項規定，予以駁回。雖然審

理法及審理細則之規定似乎欲意使專利商標權之撤銷爭訟有效性一次解決、避免

循環進行行政訴訟，並且令新證據之提出不致漫無限制恣意行為，但由於法條規

定過於短漏模糊，致生諸多疑點尚待釐清。 

 

第一節 立法沿革 

第一目 專利法之規定 

 

專利經審查人員嚴格審查之後始能取得，但仍然難以避免因審查上之疏忽

或錯誤而產生有瑕疵之專利。若放任其繼續存在，則將導致原本任何人均得實施

之專利，卻受到禁止，結果阻礙產業發達之促進，有違專利制度之立法「為鼓勵、

保護、利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之目的，亦有損對專利制度之信賴。

職是之故，專利申請案經審定公告取得專利權後，並非即不得再為爭執，由於授

予專利權將具有在一定期間內排他之效力，為調和專利權人、公眾或利害關係人

之利益，除特定事項限於利害關係人始能提起外，任何人對於已取得之專利權，

均可向專利專責機關提起舉發，由專利專責機關撤銷專利權，使獨佔排他之專利

權溯及既往地消滅。據此，我國專利法第 67 條規定發明專利違反「共有人共同

申請」、「發明定義」、「專利要件」、「擬制喪失新穎性」、「法定不予專利

項目」、「充分揭露據以實施原則」、「先申請原則」、「補充修正之限制」、

「非專利申請權人」及「非互惠國之國民申請」之情事，皆得為舉發事由向智慧

財產局提起舉發之申請。 

專利法第 67 條第 3 項規定，舉發人補提理由及證據，應自舉發之日起一個

月內為之，但在舉發審定前提出者，仍應審酌之139。依此規定，舉發人就關於專

                                                 
138 立法院公報第 96 卷第 10 期院會紀錄第 520~521 頁，立法說明記載：爰設本條規定，容許在

行政訴訟中，仍得補提關於撤銷、廢止理由之新證據，以期減少就同一商標或專利權有效性之爭

執，因循環發生行政爭訟，而拖延未決之情形。 
139 最高行政法院判例要旨彙編（97 年 8 月版）第 360 頁，民國 72 年 11 月 11 判字第 1419 號：

「日提起專利之異議或舉發者，依專利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第四項規定，異議人或舉發人得自

異議或舉發之日起一個月內補提理由及證據，逾期未補提理由及證據，受理異議或舉發之主管專

利行政機關，得依現存證據資料，以職權調查事實逕為決定。惟期間雖已經過，如尚未就異議或

舉發予以審定，專利人或舉發人於此時補提理由及證據，仍應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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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權應撤銷之理由或證據即使未於自舉發日起一個內提出，而於智慧財產局舉發

審定前提出，智慧財產局仍應就舉發人所提出之理由或證據進行審酌。另根據專

利法第 69 條第 1 項規定，智慧財產局於接獲舉發書（包括理由及證據）後應將

舉發書副本送達專利權人。專利權人應於副本送達後一個月內答辯。因此，若舉

發人於審定前反覆補提舉發理由或證據，則智慧財產局便必須對於該補充理由或

證據進行審酌，並通知專利權人進行答辯。如此，舉發人之舉發理由及專利權人

之答辯理由，不斷往返攻擊防禦，完全無所限制，智慧財產局便無法迅速有效解

決該專利權相關爭議。 

再者，舉發人除可在智慧財產局舉發案件審理階段於舉發審定前反覆提出

新證據外，即使該舉發案件進入行政訴訟階段，亦非不得提出新證據以為攻擊手

段，蓋因實務上行政訴訟階段得否提出新證據，向來自有極大爭議。一般而言，

在撤銷訴訟中，法院多數認為行政訴訟僅得以在行政處分作成之事實及證據的基

礎上，判斷該行政處分是否有違法之處140。因此，舉發人就關於專利權應撤銷之

證據，如未於舉發審定前提出，縱於行政訴訟中補提，行政法院通常認為該證據

未經行政機關（智慧財產局）審查，且行政法院所欲解決之課題乃在於「行政處

分是否有違法不當」，而智慧財產局作成行政處分所依據之證據理由並不包括該

專利權人於審定做成之後所補提之證據理由，故行政法院不予斟酌。不過，如為

課予義務訴訟，法院實務上多數見解比較傾向在同一訴訟標的範圍內，得提出新

證據141。 

另外，依專利法第 67 條第 4 項之規定，於行政訴訟判決確定後，舉發人仍

得以前行政訴訟中未能提出之新證據或未予與審酌之新證據，就同一專利權再為

舉發。因此，即使舉發人於行政訴訟中所提之新證據被認定未經智慧財產局第一

次判斷而不為行政法院所審酌者，亦可根據專利法第 64 條第 4 項之規定，以該

新證據為基礎向智慧財產局另外提出一新的舉發案。故在既有專利法之制度下，

因新證據之發現而必然衍生另一行政爭訟程序，致使同一專利有效性之爭議，得

發生多次之行政爭訟，難以終局確定。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乃對此加以修正，以

避免循環發生行政爭訟而拖延未決之情形。 

 

第二目 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之規定 

 

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33 條 （提出新證據） 第 1 項規定：「關於撤銷、

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利權之行政訴訟中，當事人於言詞辯論終結前，就同一撤

銷或廢止理由提出之新證據，智慧財產法院仍應審酌之。」立法理由謂：「一、

                                                 
140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更一字第 31 號判決，針對商標異議案件，以及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 12 月 30 日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針對商標廢止案件均認為係行政訴訟之撤銷之

訴，是以審查原處分之為法性為目標，行政訴訟程序中始提出之證據資料，為智慧財產局在為行

政處分時所不及審酌，自非本案審查範圍，故法院不予論究。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3 年度訴字第

885 號判決更基於權力分立之原則，認為本應於異議程序中提出之證據資料，因為經智慧局查證

及斟酌，法院不得於行政訴訟程序代智慧局審查。 
141 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92 裁字第 717 號，92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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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專利法第六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舉發人補提理由及證據，應自舉發之日起一個

月內為之，但在舉發審定前提出者，仍應審酌之。依此規定，舉發人就關於專利

權應撤銷之證據，如未於舉發審定前提出，縱於行政訴訟中補提，行政法院亦不

予審酌。惟依專利法第六十七條第四項之規定，於行政訴訟判決確定後，舉發人

仍得以前行政訴訟中未能提出之新證據，就同一專利權，再為舉發，並因之衍生

另一行政爭訟程序。又關於撤銷或廢止商標註冊之行政爭訟程序，實務上亦同此

處理。惟上述情形，致使同一商標或專利權之有效性爭議，得發生多次之行政爭

訟，難以終局確定，甚而影響其他相關民刑事訴訟之終結，自有不宜。而於智慧

財產法院成立後，審理關於舉發、評定及異議事件等行政訴訟事件之法官，其智

慧財產專業知識得以強化，並有技術審查官之輔助，應有充分之能力在訴訟中就

新證據為斟酌判斷。爰設本條規定，容許在行政訴訟中，仍得補提關於撤銷、廢

止理由之新證據，以期減少就同一商標或專利權有效性之爭執，因循環發生行政

爭訟，而拖延未決之情形142。」據此，以新證據之提出得以於同一法院中紛爭一

次解決，達到訴訟經濟之目的。 

再者，由於當事人於行政訴訟言詞辯論終結前所提出之新證據並未經智慧財

產局在作成行政處分時所審查，為避免當事人恣意提出與案件無關之證據，以致

影響法院之判斷，故同條第 2 項規定：「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就前項新證據應提出

答辯書狀，表明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有無理由。」據此，智慧財產法院得責令

智慧財產局就該新證據提出答辯書，對於應否據以認定確有撤銷、廢止商標註冊

或撤銷專利權之理由，為具體之表明。 

為使行政訴訟程序得以有效進行，避免當事人惡意拖延訴訟，影響司法秩序

及公信力，智慧財產案件審理細則第 40 條但書規定：「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

因重大過失，未依訴訟進行程度，於言詞辯論終結前之適當時期提出新證據，而

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依行政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二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

九十六條第二項規定駁回之。」 

 

第二節 關於新證據之提出的實務見解 

第一目 審理法實施前行政法院之實務見解 

 

對於行政訴訟階段得否提出新證據，法院之實務見解並不一致。雖然我國行

政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行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不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

對於當事人有利及不利事項一律注意。」然實務上在專利舉發案件之審理，向來

採當事人進行主義或稱辯論主義，專利專責機關對於舉發案件之審查，皆以舉發

人所指謫之法條、事實、理由及證據作為審查之依據，其僅就當事人所提之引證

資料有依職權調查之義務，但並無蒐集證據之義務，於訴願機關及行政法院亦然

                                                 
142 立法院公報第 96 卷第 10 期院會紀錄第 520~521 頁，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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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對於商標註冊申請案件以及專利申請等類型案件之課予義務訴訟，多數法院

認為在同一訴訟標的範圍內，得提出新證據；但針對商標異議、評定或廢止案件

以及專利舉發案件，多數法院比較傾向不得提出新證據，即使允許提出，亦僅限

於補充或補強證據144。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2 訴更一字第 31 號判決針對商標異議

案件，以及最高行政法院 92 年 12 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聯席會議決議針對商標廢

止案，均認為行政訴訟之撤銷訴訟，僅審查原處分是否有違法或不當之情事（違

法性），對於當事人於行政訴訟中始提出之證據資料，為智慧財產局在作成行政

處分時所不及審酌，自非本案審查範圍，故法院不與論究。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3 訴字第 885 號判決更基於「權力分立」原則，認為本應於異議程序中提出之

資料，如於行政訴訟中始提出，因未經智慧財產局查證及審酌，法院不得於行政

訴訟程序中代智慧財產局為審查。 

 不過，在上述三個法院見解之後，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3 訴字第 981 號判決

以及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4 訴字第 3654 號判決，分別認為「異議之事由因情事變

更而不存在時，法院仍應審酌該新事實」及「行政訴訟中得提出新證據，為該證

據限定為補充證據」認定即使在行政訴訟中，基於情事變更或在同一訴訟標的範

圍內，仍得提出新證據。 

 

第二目 智慧財產法院之見解 

 

基本上智慧財產法院145與立法理由146之見解頗為一致，皆容許在行政訴訟

中，仍得補提關於同一撤銷、廢止理由之新證據，其目的在於期望減少對於同一

智慧財產有效性之爭執，避免因循環發生行政爭訟而有拖延未決之情形。 

審理法第 33 條規定，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利權之行政訴訟中，

當事人於言詞辯論終結前，就同一撤銷或廢止理由提出之新證據，智慧財產法院

仍應審酌之。依現行專利法第 67 條第 3 項規定衍生解釋，舉發人就關於專利權

應撤銷之證據，如未於舉發審定前提出，而於行政訴訟中始補提，則行政法院不

予審酌。但依專利法第 67 條第 4 項規定，於行政訴訟判決確定後，舉發人仍得

以前行政訴訟中未能提出之新證據，就同一專利權，再為舉發，並因之衍生另一

                                                 
143 最高行政法院 90 年度判字第 2374 號判決：「又專利舉發事件，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即核准

之新型專利有無違反專利法規定情事，只依舉發人所述理由就其所舉之引證資料審查。專利專責

機關就當事人所提引證資料固有依職權調查之義務，但並無蒐集證據之義務。本件原告所舉引證

資料無從與本案進行實體技術比對，尚難認有應調查證據未調查之違法。本件自應由原告自行蒐

集有利證據，就引證資料剖析理由，明本案在引證資料下，有何專利法規定不得專利之情事，

所訴被告應依職權調查等語，尚有誤解。」 
144 蔡瑞森，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於行政訴訟實務運作所可能面臨之爭議，律師雜誌第 311 期，

2007 年 4 月，第 47 頁。 
145 智慧財產法院網頁（首頁>>智慧財產案件訴訟>>行政訴訟>>智慧財產行政訴訟─新證據之提

出） https://sslvpn.nccu.edu.tw/,DanaInfo=fyjud.lawbank.com.tw+list.aspx （2009 年 5 月 1 日點閱）。 
146 立法院公報第 96 卷第 10 期院會紀錄第 520~521 頁，立法說明記載：爰設本條規定，容許在

行政訴訟中，仍得補提關於撤銷、廢止理由之新證據，以期減少就同一商標或專利權有效性之爭

執，因循環發生行政爭訟，而拖延未決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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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爭訟程序，致使同一專利權有效性爭議，得發生多次之行政爭訟，難以終局

確定，甚至影響相關民刑事訴訟之終結。故審理法第 33 條之規定，在訴訟經濟

之考量下，確實有其必要性。 

另商標法依現行實務見解，就同一異議或評定事由，如於行政訴訟中提出新

的商標異議或評定之證據，就該新證據，法院並不加以審酌。惟依審理法第 33

條規定，智慧財產法院就該等新異議或評定商標證據，於同一異議或評定事由範

圍內，智慧財產法院仍應加以審酌。因此，關於智慧財產法院就該等新異議或評

定商標證據係於行政訴訟中作成第一次判斷，與現行商標法之異議、評定程序係

由商標專責機關作成第一次判斷，而由高等行政法院審查原處分所作第一次判斷

之違法性者，尚有不同。 

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利權之行政訴訟中，當事人於言詞辯論終

結前，就同一撤銷或廢止之範圍內所提出之新證據，依前所述，智慧財產法院雖

應加以審酌。但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未依訴訟進行程度，於言

詞辯論終結前之適當時期提出新證據，而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依行政訴訟

法第 132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196 條第 2 項規定駁回之。 

另外，審理細則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依法已不得於行政爭訟程序中主張之

事由，例如同一事實及證據業經行政爭訟程序認定舉發或評定不成立確定，或已

逾申請評定之法定期限等情形，不得於智慧財產民事訴訟程序中，再行主張。其

所指之同一事實及證據係指就同一舉發或評定事由所提出之相同證據，如經行政

爭訟程序認定舉發或評定不成立確定，或已逾申請評定之法定期限等情形，嗣後

不得於智慧財產民事訴訟程序中，再行提出主張而言。例如：專利舉發案先後以

相同之舉發證據主張不具進步性專利要件之同一專利權撤銷理由，或商標評定案

先後以相同之評定證據主張均有商標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3款同一條款之不得註

冊之商標權撤銷理由。 

再者，依審理細則第 34 條規定意旨，智慧財產民事訴訟之確定判決，就智

慧財產權有應撤銷之原因，業經為實質判斷，關於同一智慧財產權應否撤銷之其

他訴訟事件，就同一基礎事實，為反於確定判決判斷意旨之主張時，法院應審酌

原判決是否出現足以影響判斷結果之新訴訟資料及誠信原則等情形認定之。所稱

同一基礎事實，係指作為權利有效性爭執基礎之社會事實相同，而該基礎事實於

智慧財產民事訴訟之確定判決，業經為實質認定，嗣後於其他訴訟事實，關於同

一智慧財產權應否撤銷仍以該基礎事實作為主張依據者而言。例如：專利侵權民

事訴訟中，甲主張引證 1 可證明該專利不具新穎性，經民事庭認定該主張不成立

確定，則當事人於另案行政訴訟中就引證 1 不能證明該專利不具新穎性之同一基

礎事實，為反於民事庭確定判決判斷意旨主張時，法院即應依審理細則第 34 條

規定，審酌原判決有無顯然違背法令、是否出現足以影響判斷結果之新訴訟資料

及誠信原則等情形認定之。 

 

第三目 行政機關之見解 

 89



 

 不過，值得注意的是，審理法第 33 條之規定在立法過程引起廣泛爭辯。行

政院認為在舉發程序或訴願程序中未提出之證據，若仍得於行政訴訟程序中提

出，違反了行政救濟程序中「使行政機關得自我審查」之原則。再者，行政院於

立法說明中表示其不同意見147：建議直接刪除本條第 2 項規定，不應責令專利專

責機關就該新證據提出答辯書狀，而並應由當事人兩造間直接進行訴訟攻防以達

當事人間行政紛爭一次解決，避免裁判歧異。 

 

第三節 適用訴訟類型 

審理法第 33 條第 1 項之規定，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利權之行

政訴訟中，當事人於言詞辯論終結前，就同一撤銷或廢止理由提出之新證據，智

慧財產法院仍應審酌之。本條項之立法目的乃為解決舉發人除得依專利法第 67

條第 3 項規定於舉發審定前補提證據理由外，尚得依第 4 項規定於審定後另提新

證據再為舉發，而循環進行行政爭訟，所作之規定。從立法理由之目的以及條文

字義之解釋觀之，得提出新證據之訴訟類型似乎僅限於舉發人以舉發為目的所為

之撤銷訴訟；而對於權利人（專利權人或商標權人）為保護其權利有效性所提之

撤銷訴訟（撤銷不予專利審定之行政處分）的權利保護卻闕無規定。故本條項規

定頗有偏袒舉發人一方之嫌。 

過去實務上對於行政訴訟階段得否提出新證據，法院間及學說上並未有一致

之見解，一般而言，如為課予義務訴訟，法院實務上多數見解比較傾向在同一訴

訟標的範圍內，得提出新證據；而在撤銷訴訟中，法院多數認為行政訴訟僅得以

在行政處分作成之事實及證據的基礎上，判斷該行政處分是否有違法之處。至於

商標異議、評定、廢止及專利舉發案件係屬課予義務訴訟抑或撤銷訴訟，實務上

尚有爭議。以專利舉發案件為例，目前多數認為如經智慧財產局認定舉發不成立

時，又訴願決定維持原處分，舉發人不服訴願決定所提起之行政訴訟，係為課予

義務訴訟；如經智慧局認定舉發成立時，又訴願決定維持原處分，專利權人不服

訴願決定所提起之行政訴訟，視為撤銷訴訟。因此，本條項得以提出新證據所適

用之訴訟類型乃針對舉發人所提起之行政訴訟（實務上多數視為課予義務訴

訟），此類行政訴訟在過去實務上多有法院判決認為得提出新證據，故審理法 33

                                                 
147 立法院公報第 96 卷第 10 期院會紀錄第 520~521 頁，立法說明記載：「一、建議刪除第二項規

定。二、參酌國外立法例，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利權之行政爭訟中，法院直接就兩

造當事人間進行智慧財產權有效性進行判斷，可有效避免案件屢經行政爭訟撤銷發回，由行政機

關重為行政處分所導致之循環爭訟遷延，促使當事人間行政紛爭一次解決，同時有效提升相關民

事訴訟審斷效率，避免裁判歧異，增加民眾對專業法院裁判之信賴並維持法律秩序安定。三、又

因現行專利法及商標法對該類主張之案情，有舉發、異議、評定等程序之適用，且均需作成處分

書，以為妥適之認定，實不宜令智慧財產局於訴訟中逕為認定，另智慧財產法院已配有技術審查

官可資佐理，應已足夠。第二項規定仍植基以智慧財產局為當然『被告』之前提下所為，建議參

考先進國家已推行有年之智慧財產權行政爭訟架構，予以刪除，由當事人兩造間直接進行訴訟攻

防，以達前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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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之規定除可避免循環訴訟外，尚可統一法院對於可否提出新證據之見

解；然而，對於專利權人或商標權人所提起之行政訴訟（實務上多數視為撤銷訴

訟），以往多數法院認為此類行政訴訟不得提出新證據，故本條項之規定與實務

見解之間有相當程度之衝擊。 

因此，審理法第 33 條第 1 項所稱之「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利

權之行政訴訟」不宜直接解釋訴訟類型之限制，而應解釋為當事人對於有爭議的

專利或商標權所為撤銷、或廢止其有效性目的所提起之特定的法律行為，無論是

行政訴訟法所稱的課予義務訴訟案件或撤銷訴訟案件，皆屬於此特定的法律行

為，當事人皆得提出新證據以為訴訟上之攻擊防禦，且該新證據不論是全新證據

抑或是補充或補強證據皆得為之。 

 

第四節 當事人之範圍 

 審理法第 33 條第 1 項之規定，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利權之行

政訴訟中，當事人於言詞辯論終結前，就同一撤銷或廢止理由提出之新證據，智

慧財產法院仍應審酌之。在此之「當事人」，應當然依據行政訴訟法第 23 條之

定義為原告、被告及依第 41 條148與第 42 條149參加訴訟之人。 

就撤銷專利權之行政訴訟而言，原告可為舉發程序中的舉發人經原行政機

關（智慧財產局）為「舉發不成立」處分後，又經訴願機關（經濟部）作成「維

持原處分」（維持舉發不成立之處分）之決定後，再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行政訴

訟的原舉發人；原告亦得為專利舉發案件中的專利權人，依序經行政機關作成「舉

發成立」（撤銷專利權）及訴願機關作成「維持原處分」（維持舉發成立之處分）

之決定後，再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行政訴訟的原專利權人。原告無論是舉發人或

專利權人，即為審理法第 33 條所稱之當事人，自得依本法條規定提出新證據。

再者，如利害關係人（無論該利害關係人是舉發人或專利權人）於行政訴訟中依

行政訴訟法第 42 條參加訴訟時，亦為審理法第 33 條所稱之當事人，自得依本法

條規定為協助被告而參加訴訟，而以參加人之身分作為當事人為支持、強化被告

之訴訟攻擊防禦方法而提出新證據之可能。 

惟，根據行政訴訟法第 24 條150之規定，於撤銷專利權之行政訴訟中，原處

分機關（智慧財產局）或最後撤銷或變更決定之機關（經濟部）係為「當然被告」，

必然為訴訟之當事人。如依審理法本條項之文義解釋，智慧局既為當事人，自得

                                                 
148 行政訴訟法第 41 條：訴訟標的對於第三人及當事人一造必須合一確定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

命該第三人參加訴訟。 
149 行政訴訟法第 42 條： 
 行政法院認為撤銷訴訟之結果，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者，得依職權命其獨

立參加訴訟，並得因該第三人之聲請，裁定允許其參加。前項參加，準用第三十九條第三款之規

定。參加人並得提出獨立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前二項規定，於其他訴訟準用之。訴願人已向高等

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利害關係人就同一事件再行起訴者，視為第一項之參加。 
150 行政訴訟法第 24 條：經訴願程序之行政訴訟，其被告為左列機關：一、駁回訴願時之原處分

機關。二、撤銷或變更原處分或決定時，為最後撤銷或變更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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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新證據；但本條第 2 項另外規定：智慧財產局就前項新證據，應提出答辯書

狀。其立法理由乃因在行政訴訟中所提出之新證據，並未經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先

行判斷，故自宜責令其就該新證據提出答辯書狀，對於應否據以認定確有撤銷、

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利權之理由，為具體之表明。職是之故，智慧財產局似應

僅適用第 2 項規定提出答辯書狀而非適用第 1 項規定提出新證據。另外，根據行

政訴訟法第 24 條之規定，經濟部亦得為本條項所稱之當事人，但因本條第 2 項

規定，智慧財產局必須針對前項新證據提出答辯書狀，表明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

張有無理由之見解。如此便會形成由被告之下級機關（智慧財產局），答辯表明

被告（經濟部，即智慧財產局之上級機關）之主張有無理由，而導致下級機關針

對上級機關之主張表明見解的奇異現象，應非立法之初衷。因此，本條之當事人

應予限縮解釋，排除智慧財產局及經濟部之適用。  

再者，如利害關係人於行政訴訟中依行政訴訟法第 42 條參加訴訟時，即為

本條法所稱之當事人，自得提出新證據。惟如該利害關係人係參加被告（即智慧

財產局）之ㄧ方時，通常被告應與被告之參加人之立場一致，有認為智慧財產局

如何以較客觀立場，依本條項之精神提出答辯，故本條法之實施會使智慧財產局

之訴訟地位混淆產生兩難之情境151。 

無怪乎行政院於本審理法制訂時，認為本條法有窒礙難行之處，而極力提

倡參酌國外立法例，法院審理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利權之行政訴訟時，

應直接就兩造當事人間進行智慧財產權有效逕行判斷，促使當事人間行政紛爭一

次解決，同時避免裁判歧異，增加人民對專業法院判決之信賴並維持法律秩序安

定。 

 

第五節 新證據之範圍 

審理法第 33 條第 1 項之規定，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利權之行

政訴訟中，當事人於言詞辯論終結前，就同一撤銷或廢止理由提出之新證據，智

慧財產法院仍應審酌之。根據本條項之立法說明，為避免舉發人依據專利法第

67 條第 3、4 項規定漫無限制補提證據理由及循環進行行政爭訟，進而使紛爭得

於同一行政訴訟中一次解決，故規定舉發人得於行政訴訟中提出新證據，無論是

原舉發程序中漏未審查之資料、其他補充或補強證據抑或是未曾提出之新證據，

皆屬本條項所稱之新證據。然，本條項所稱之新證據是否包括權利人為保護其專

利權或商標權所為之「更正」，並無法從條文或立法說明中得知。 

實務上法院於行政訴訟中所審酌之標的在於原處分的違法性，其違法性之判

斷基準在於原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時所依據的事實證據理由及適用法律是否

違法不當，因此，對於權利人於行政訴訟中始提出之「更正」並未經原行政機關

第一次裁決，故行政法院通常不予審酌，即不得因此論斷原行政處分有任何違法

之處。尤其是，實務上認為專利權人因舉發成立經訴願維持原處分而提起之行政

                                                 
151 參照行政院不同意見。 

 92



訴訟類型係屬撤銷訴訟，如本章第二節所述，通常不得提出新證據，更不得提出

更正。惟，根據專利法規定，舉發人自舉發之日起一個月得補提理由及證據，即

使於審定前始提出者，智慧局仍應審酌之（第 67 條第 3 項），且智慧財產局於應

將舉發書（包括理由及證據）副本送達專利權人通知限期答辯（第 69 條第 1 項）。

此時，專利權人便可針對說明書、圖式或申請專利範圍進行必要之更正，調整其

權利範圍，以期維持其專利之有效性以為答辯。 

既然審理法第 33 條係以避免循環發生行政爭訟而拖延未決之情形為目的而

放寬舉發人於行政訴訟中不得提出新證據之限制，基於武器平等原則及衡平舉發

人與專利權人兩造之訴訟上利益，對於專利權人於行政訴訟中不得提出更正案之

限制亦應同步放寬。否則，因本條項之規定使得舉發人已不再受有逐次提出舉發

證據之限制，而對之，專利權人卻仍不能於一次行政訴訟中提出更正案，則舉發

人與專利權人間之法律上保護顯屬失衡。準此，根據審理法第 33 條第 1 項之規

定，撤銷專利權之行政訴訟中，舉發人於言詞辯論前，就同一撤銷理由提出之新

證據，智慧財產法院仍應審酌之；同理，專利權人於言詞辯論前，就同一撤銷理

由提出之更正案，智慧財產法院亦應審酌之。如此方能衡平專利權人與舉發人間

之程序利益並維持兩者間之武器平等，亦能符合公共行政所堅持之公平與效率兩

大原則。否則，本條法之規定有偏頗舉發人之嫌。 

基於上述理由，雖然審理法第 33 條之立法理由並未提及專利權人得提出更

正案之情形，且更正案似不符合本條第 1 項所謂「新證據」之文義解釋，但本條

所謂「新證據」應作目的性擴張解釋而包含更正案。至於當事人所提之新證據（無

論是權利人所提的新引證資料或是專利權人所提之更正案）是否有理由，則可根

據審理法第 33 條第 2 項之規定，責令專利專責機關對於該新證據表明主張有無

理由之見解。  

 

第六節 同一理由之界定 

審理法第 33 條第 1 項限定得提出新證據之前提為「就同一撤銷或廢止理

由」。惟所謂「同一撤銷或廢止理由」應如何界定，值得討論。以專利舉發案件

為例，專利行政訴訟係採爭點主義，每個爭點之要素至少有三：專利要件、舉發

證據、申請專利範圍請求項，其中任一要素之不同，即構成不同之爭點。例如：

舉發人主張專利申請專利範圍第一項（請求項）相較於引證案一（舉發證明）不

具新穎性（專利要件）。按舉發理由不外針對系爭專利之特定申請專利範圍請求

項符合專利法第 67 條第 1 項所列任一舉發事由為由，結合所引用之舉發證據為

支持基礎，說明而成。 

本條項既然規定就「同一撤銷理由」提出之「新證據」仍應審酌之，因此

有認為，就爭點效之論點下，系爭爭點之要素僅剩下「專利要件」及「請求項」

兩者，故本條項之「同一撤銷理由」便應解釋為申請專利範圍請求項、舉發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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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發條款）相同者；若超出此範圍者，即非同一撤銷理由152。換言之，若於舉

發時如主張原專利「欠缺新穎性」，則於行政訴訟中得提出任何新證據（不限於

原證據的補充或補強證據）繼續主張該專利「欠缺新穎性」，但不得以「欠缺進

步性」或其他得撤銷專利之事由，主張為「同一撤銷理由」而提出新證據153。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章第五節「新證據之範圍」章節討論中，若允許該新

證據可包括「更正」者，則「同一撤銷理由」便不應解釋為「請求項及專利要件

相同，超出此範圍者及非同一撤銷理由」。蓋因舉發人本得因本條項之規定而提

出新引證資料作為新證據，基於武器平等原則及衡平原則，亦應允許權利人進行

專利範圍之更正作為防禦，以使舉發人及權利人在訴訟中之地位平等。故，當專

利權人為避免專利被撤銷而提出更正案將原申請專利範圍限縮至更小之範圍（如

將附屬項併入獨立項），則原舉發人於舉發案中所提之舉發理由及證據係為主張

「欠缺新穎性」所準備（並未準備有關進步性之證據資料），若於行政訴訟中仍

僅允許舉發人針對「欠缺新穎性」之同一理由提出新證據，似乎又非本條項之立

法欲避免舉發人依據專利法第67條第4項另案提起舉發及後續行政爭訟之原意。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本條項所稱之「同一撤銷理由」之界定尚待釐清，如

果法院認定「同一撤銷理由」之範圍錯誤，則涉及判決適用不當之瑕疵而判決違

背法令，係屬以提起再審之理由154。 

 

第七節 提出新證據之時點及違反效果 

第一目 言詞辯論終結前提出 

 

審理法第 33 條之目的在使智慧財產法院就同一專利權有效性之爭執事由，

能由較具智慧財產專業知識之法官就新舉發證據自行判斷，以避免因現制新證據

主張須另案提出形成循環進行行政爭訟之情形而造成紛爭不能一次解決之困

境。惟本條法提出新證據之規定與過去行政訴訟中撤銷訴訟（係審查行政處分作

成時是否違法）之法理（通常不得提出新證據）有所差異；反而較接近於民事訴

訟法所規定：攻擊防禦方法除別有規定外，應於言詞辯論終結前適當時提出之法

理。 

按民事訴訟法第 276 條規定未於準備程序提出事項之失權效155，民事訴訟法

                                                 
152 蔡瑞森，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於行政訴訟實務運作所可能面臨之爭議，律師雜誌第 311 期，

2007 年 4 月，第 49 頁。 
153 陳國成，我國商標專利行政訴訟之變革，科技法律評論，九十五年四月，第 258 頁。文中謂：

「基於一引證案一爭點之原則，行政訴訟中新證據之提出由法院加以審酌後，由於新引證證據可

單獨證明系爭專利發明不具新穎性，或與前已提出之引證案技術內容結合共同證明系爭專利發明

不具進步性，其單獨或結合後之技術內容與原有引證案已不相同，縱然仍屬新穎性或進步性之同

一舉發理由範圍，但實質上已形同不同舉發爭點之提出，而法院仍須加以審酌之狀況。」 
154 行政訴訟法第 273 條第 1 項第 1 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 
155 民事訴訟法第 276 條第 1 項：「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於準備程

序後行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一、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二、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

三、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者。四、依其他情形顯失公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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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6 條規定當事人攻擊防禦方法之適時提出主義。依行政訴訟法第 132 條規

定，行政訴訟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276 條及第 196 條之規定。由此觀之，審理第

33 條第 1 項似乎為民事訴訟法第 276 條之特別規定，是以，如未於準備程序提

出之新證據，仍得於言詞辯論終結前提出，不受行政訴訟法第 132 條準用民事訴

訟法第 276 條之限制。對此，前揭司法院訂定發布之智慧財產案件審理細則第

40 條但書已有規定156，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未依訴訟進行程

度，於言詞辯論終結前之適當時期提出新證據，而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依

行政訴訟法第 132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196 條第 2 項規定駁回之。尤其審理細則

第 40 條第 2 項規定，專利專責機關就新證據提出答辯書狀時，得請求法院酌留

相當之準備期間，益加證明當事人不得遲至言詞辯論期日當日始提出新證據，否

則即有礙訴訟之進行，法院得駁回之。 

 

第二目 未適時提出之效果 

 

專利舉發程序之行政訴訟，當事人如原告（舉發人）於言詞辯論終結前，就

同一撤銷或廢止理由提出之新證據，智慧財產法院仍應審酌之，審理法第 33 條

第 1 項已有明文。至於所謂「若未於行政訴訟言詞辯論終結前適時提出新證據」

可分為下列情況：在行政訴訟言詞辯論終結後之行政訴訟中始提新證據；在行政

訴訟言詞辯論終結後之行政程序中未提新證據而向智慧局以新證據另案為舉

發；在行政訴訟言詞辯論終結後之行政訴訟中始提新證據，且以該新證據向智慧

局以新證據另案為舉發；以及在行政訴訟判決確定後始向智慧局以新證據另案為

舉發，等四種狀況值得討論。 

若當事人於行政訴訟言詞辯論終結後之行政訴訟中始提新證據者，如法院認

為當事人有審理細則第 40 條但書規定：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而有礙

訴訟之終結者，法院自得依行政訴訟法第 132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196 條第 2

項規定駁回之；但從反面解讀，若當事人非因重大過失且無延滯訴訟之意圖而未

於言詞辯論終結前提出新證據者，法院亦無當然駁回之必然性。 

若當事人於行政訴訟言詞辯論終結後之行政程序中未提新證據而向智慧局

以新證據另案為舉發者，以及若當事人於行政訴訟言詞辯論終結後之行政訴訟中

始提新證據且以該新證據向智慧局以新證據另案為舉發者，根據專利法第 67 條

第 4 項之反面規定，其仍得另案向智慧財產局依新證據提起舉發案撤銷專利權，

不致發生失權效之效力157。 

                                                 
156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40 條： 
 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利權之行政訴訟中，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同一

撤銷或廢止理由之範圍內，所提出之新證據，法院仍應審酌。但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

過失，未依訴訟進行程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之適當時期提出新證據，而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

院得依行政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二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二項規定駁回之。 
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就前項新證據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應提出答辯書狀時，得請求

法院酌留相當之準備期間。 
157 蔡瑞森，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於行政訴訟實務運作所可能面臨之爭議，律師雜誌第 3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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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若當事人在行政訴訟判決確定後始向智慧局以新證據另案為舉發者，有

認為可能涉及確定判決既判力158。如同在民事訴訟程序有遮斷效之適用，於事實

審言詞辯論終結前所未能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均受確定判決效力之拘束，不得

於判決確定再行主張，可有效防止當事人嗣後濫行起訴。但，依專利法第 67 條

第 4 項規定，只限制任何人不得以同一事實及同一證據再為舉發，故該原告應仍

得依該新證據另案提起專利舉發案。另外，本情況之發生有可能該當事人未能於

言詞辯論終結前發現該新證據，故無法適時提出新證據，因而判決敗訴，嗣後當

事人始發現該新證據時，自得單獨引證該新證據或結合原舉發證據而提起新舉發

案，如此並不違反專利法第 67 條第 4 項之規定。換言之，無論原舉發人係有意

或確實不知該新證據而未能於言詞辯論終結前，適時提出之，則不得以有濫行舉

發而延滯訴訟為由，而剝奪第三人根據專利法第 67 條，提起新舉發案之權利159。 

 

第八節 小結 

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33 條容許於行政訴訟中提出新證據之立法原意乃期

望當事人減少就同一商標或專利權有效性之爭執，因循環發生行政爭訟而拖延未

決，特別容許當事人在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利權之行政訴訟中，於言詞

辯論終結前，得就同一撤銷或廢止理由提出新證據。其立意固然良善，值得讚許，

但因法條規範過於短漏模糊，有關「當事人之範圍」、「新證據之範圍」以及「同

一理由之界定」尚有相當大的討論空間。自 2008 年 7 月 1 日智慧財產法院成立

至今，已有 77 件專利行政訴訟判決，其中涉及適用智慧財產審理法第 33 條規定

者，佔 13 件，但判決中有論及本章節所提之爭議點者僅侷限在「適用的訴訟類

型」以及「同一理由」兩者。不過，從智慧財產法院之判決中，可以看出法院對

於「同一理由」之界定，有某種程度之修正。 

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33 條中有關「當事人範圍」定義不清與「智慧財產

專責機關就前項新證據應提出答辯書狀」之部分，應將當事人限縮解釋，排除智

慧財產局及經濟部之適用。雖然可以依第 33 條第 2 項規定：「智慧財產專責機關

就前項新證據應提出答辯書狀，表明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有無理由。」排除智

慧財產局之適用，但仍然無法解決當經濟部為被告，而智慧財產局仍需就經濟部

所提之證據提答辯書狀之怪異情況。再者，我國專利舉發制度之規劃植基以智慧

財產局為當然「被告」之前提下所為，對於專利舉發案之行政訴訟而言，專利專

責機關於訴訟中永遠為「當然被告」，無論是命專利專責機關參加訴訟或就新證

據提出答辯狀，其於訴訟程序中之法律地位皆與參加人（無論是專利權人或是舉

發人）有利害相同之關係，故其立場明顯為難。故行政院於本審理法制訂所表達

之不同意見認為：「參酌國外立法例，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利權之

                                                                                                                                            
2007 年 4 月，第 50 頁。 
158 同前註。 
159 陳國成，我國商標專利行政訴訟之變革，科技法律評論，2006 年 4 月，第 264 頁。 

 96



行政爭訟中，法院直接就兩造當事人間進行智慧財產權有效性進行判斷，可有效

避免案件屢經行政爭訟撤銷發回，由行政機關重為行政處分所導致之循環爭訟遷

延，促使當事人間行政紛爭一次解決，同時有效提升相關民事訴訟審斷效率，避

免裁判歧異，增加民眾對專業法院裁判之信賴並維持法律秩序安定。」並建議參

考先進國家已推行有年之智慧財產權行政爭訟架構，由當事人兩造間直接進行訴

訟攻防，實足值得參考。 

至於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33 條中有關「同一理由」之部分，智慧財產法

院 97 年度行專訴字第 36 號判決謂：「依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33 條規定，關於

撤銷專利權之行政訴訟中，當事人於言詞辯論終結前，就『同一撤銷理由』提出

之新證據，智慧財產法院始應審酌。原告舉發理由中僅主張系爭專利申請專利範

圍第 1、2 項不具進步性，第 3 至 6 項主張不具「新穎性」，並未主張申請專利範

圍第 3 至 6 項不具進步性，是原告起訴主張證據二、至四可證明系爭專利申請專

利範圍第 3 至 6 項不具進步性部分，並非其舉發之同一撤銷理由，揆諸上揭規

定，其此部分主張本院自不得予以審究，核先敘明。」法院實務認為若於舉發時

如主張原專利「欠缺新穎性」，則於行政訴訟中得提出任何新證據繼續主張該專

利「欠缺新穎性」，但不得以「欠缺進步性」或其他得撤銷專利之事由主張為「同

一撤銷理由」而提出新證據。有關 97 年度行專訴字第 8 號、97 年度行專訴字第

12 號、97 年度行專訴字第 24 號、97 年度行專訴字第 27 號、97 年度行專訴字第

30 號、97 年度行專訴字第 33 號、97 年度行專訴字第 36 號、97 年度行專訴字第

52 號等判決、97 年度行專訴字第 64 號、97 年度行專訴字第 81 號、97 年度行專

訴字第 87 號等判決，亦持相同見解。 

惟值得注意的是，97 年度行專訴字第 45 號判決謂：「綜上，引證 1、3 之組

合或引證 1、2、3 之組合或引證 1、2、4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利申請專利範圍

第 1 項不具進步性；……，惟引證 3、4、5、6 及其與引證 1、2 之組合均係原告

於本件訴訟中始提出之新證據，參加人無法及時於被告舉發審查階段斟酌是否為

申請專利範圍之更正，且就本件舉發事件，倘系爭專利申請專利範圍第 1 項、第

12 項、第 22 項、第 29 項不具進步性，尚應逐項審查其餘附屬項是否分別符合

專利要件。為兼顧參加人對舉發證據原可於專利專責機關審查階段提出更正申請

專利範圍之程序利益，及各附屬項尚待審查，本件有待發回由被告依本院上述法

律見解再為審查裁量。被告未及審酌原告於訴訟階段主張的新證據之組合，而為

舉發不成立之審定，即有未冾，訴願決定未及糾正，亦非妥適。原告據此請求撤

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理由，應予准許，並應由被告就本件舉發申請依本判決

之法律見解另為適法之處分。至於原告請求命被告應為舉發成立之處分部分，因

本件尚待被告依本判決法律見解另為審查，故事證尚未臻明確，本院無從逕予判

斷，原告此部分請求為無理由，應予駁回。」法院認為於行政訴訟中始提出之新

證據，原專利權人無法及時於被告舉發審查階段斟酌是否為申請專利範圍之更正

行為，為兼顧原專利權人對舉發證據原可於專利專責機關審查階段提出更正申請

專利範圍之程序利益，故法院發回智慧財產局重審，給予原專利權人更正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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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此見解可支持本文第五節有關「新證據之範圍」之看法，基於武器平等原則

及衡平舉發人與專利權人兩造之訴訟上利益，對於專利權人於行政訴訟中不得提

出更正案之限制亦應同步放寬。蓋因既然智慧財產法院可以針對智慧財產局尚未

判斷過之新證據應予審酌，自然可對專利權人所提之更正予以審酌，至於其更正

是否超出原始申請專利範圍，亦可依第 2 項規定命智慧財產局提出書面答辯而續

為審理。當然，有關 97 年度行專訴字第 45 號判決是否僅為個案，或可成為智慧

財產法院審理行政訴訟案件時的普遍見解，仍有待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