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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定暫時狀態處分之變革 

第一節 民事訴訟之定暫時狀態處分 

民事訴訟法為保障當事人提起之給付訴訟時，為確保其訴訟結果能獲實

現，故於確定判決前設有保全程序，以保全將來之強制執行（假扣押及通常之假

處分）或得以避免有爭執之法律關係發生重大之損害或急迫之危險之情事（定暫

時狀態之處分）。於智慧財產爭訟案件中，由於專利權之爭議涉及產品市場的時

效性及專業技術的複雜性，在民事訴訟程序無法取得立即性之判決以定紛爭之情

況下，因為定暫時性狀態處分能迅速提供保障，故自有其重要性。在實務的專利

侵權訴訟中，專利權人通常藉由聲請定暫時狀態處分，於本案判決勝訴確定前即

能取得法院命令禁止相對人製造、販賣、為販賣之要約、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

口之產銷行為，使其「排除侵害請求權」即時發揮功效，故定暫時狀態處分具有

迅速、經濟、有效之特徵，成為專利糾紛兩造當事人啟動法律程序之首選，而定

暫時狀態處分之攻防，往往比本訴之勝負更具關鍵地位。 

 

第一目 定暫時狀態之處分 

 

發生專利侵權糾紛時，專利權人為了保障自己的權利及市場利益，首先之考

量之訴訟策略乃儘速使侵害人停止製造、販賣侵害專利之產品，以避免其損失繼

續擴大。依照專利法第 84 條規定，專利權人得為排除侵害人之侵害或為防止日

後受侵害之虞，請求法院禁止侵害人繼續製造、販賣或使用侵害專利權人之專利

的產品。但民事訴訟程序通常需時甚久，若專利權人等到取得具有執行力的判決

後始能排除製造、販賣等侵害行為，則屆時可能因為市場地位已被侵奪、商機已

流逝、產品週期已過等原因而蒙受重大且難以回復的損害。故專利權人可循民事

訴訟法之「保全程序」的管道，在符合法定要件的前提下，請求法院在專利侵權

爭議的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禁止侵害人為特定之行為。 

在保全程序方面，依我國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包括：1.假扣押；2.一般假處

分；以及 3.定暫時狀態之處分等三種類型。所謂假扣押，係指債權人就金錢請求

或得易為金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行所得聲請之保全處分（民事訴訟法第

522 條第 1 項）；一般假處分，又稱標的物之假處分，係指債權人就金錢請求以

外之請求，為保全強制執行，所得聲請之保全處分（同法第 532 條）；定暫時狀

態之處分，則係指於爭執之法律關係，為防止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或有其他

相類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就該法律關係定暫時狀態之保全處分（同法第

538 條第 1 項）。須加以說明者，乃定暫時狀態之處分與一般假處分在性質上並

不相同，一般假處分之目的係在保全本案未來之強制執行，在本案執行前無法實

現該系爭法律關係之利益，而定暫時狀態之處分，在法院裁定准予處分時起，專

利權人即暫時實現其權利，故二者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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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暫時狀態處分係保全程序之一種，其對於債權人之權利實現有至為重要之

功能與意義，但因其程序對相對人而言，亦可能發生不合比例之實體或程序權利

衝突，如何兼顧定暫時狀態處分之有效性及對相對人權益之平衡，乃定暫時狀態

假處分程序之設計困難之所在。對於此類案件之聽審權保障、釋明與擔保等制度

設計，就其定處分之方法及其救濟程序，均必須更符合案件之特性加以規劃。尤

其在定暫時狀態之處分中，對於利益之衡量及證明度之要求，均須有更明確之規

範。 

 

第二目 定暫時狀態處分之要件 

 

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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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項）。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律關係者為限（第 2

項）。第一項處分，得命先為一定之給付（第 3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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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項）。」

據此，聲請定暫時狀態之處分需符合下列要件：（1）、兩造有爭執之法律關係，

且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律關係者為限；以及（2）、為防止聲請人發

生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或有其他相類之必要性情形。 

 
第一款 有爭執之法律關係存在 

 

「法律關係」係指權利義務而言；「爭執之法律關係」則指權利或義務被侵

害或被否認而言。債權人聲請定暫時狀態假處分時，首先應陳明欲受保全之權

利，此請求保全之權利是否確係存在，雖非保全程序所審究者，但債權人於其假

處分之聲請狀中應表明其所爭執之法律關係為何，且其所爭執之法律關係適為民

事訴訟之標的，法院亦應就此先予審認160。 

一、有爭執之法律關係不以金錢請求以外之法律關係為限 

所謂有爭執之法律關係，最高法院 61 年台抗字第 506 號判例161認為有爭執

之法律關係僅指金錢請求以外之法律關係為限。惟學者162多主張此法律關係應無

種類限制，無論財產上或身分上法律關係均有依定暫時狀態處分保全之適格；財

                                                 
160 參見最高法院 52 年台抗字第 179 號裁定。 
161 最高法院 61 年台抗字第 506 號判例 謂：「關於假處分之規定，於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

狀態之必要者，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八條定有明文。所謂法律關係，指金錢請求以外

凡適於為民事訴訟之標的，有繼續性者，皆屬之，如所有權、通行權、占有狀態、扶養義務、專

利權等被侵害或有爭執時均是。如以專利權被侵害而聲請假處分時，非不得禁止債務人發賣與專

利權有關之貨物或其他類似行為。」 
162 姜世明，智財審理程序之假處分，月旦民法商雜誌第 21 期，元照出版有限公司，第 4 頁；王

甲乙、楊建華、鄭健才等三人合著，民事訴訟法新論，元照出版社，2008 年 4 月，第 692 頁；

陳榮宗、林慶苗合著，民事訴訟法（下），民國 93 年 5 月修訂三版，第 908 頁；邱聯恭，定暫時

狀態假處分事件之審理上特殊性，載於民事訴訟法之研討（四），民事訴訟法研究基金會編，1993
年，第 1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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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上之法律關係，亦不限於金錢請求以外之法律關係，金錢債權亦得為定暫時狀

態處分。上述判例經最高法院 91 年度第 7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廢止，其廢止理由

認為：「關於假處分之規定，凡於爭執之法律關係，有定暫時狀態之必要者，即

可準用之。所謂法律關係，無論財產上或身分上之法律關係均有定暫時狀態假處

分之適格，財產上之法律關係，亦不以金錢請求以外之法律關係為限。本則判例

要旨，不合時宜。」據此，目前實務或學說上皆一致認為此之法律關係應無種類

限制，無論財產上或身分上之法律關係均有定暫時狀態處分之適格，財產上之法

律關係，亦不以金錢請求以外之法律關係為限，其為物權之法律關係、金錢債權

抑或非金錢債權之法律關係、無體財產權之法律關係，均非所問。 

 

二、有爭執之法律關係不以具有繼續性者為限 

定暫時狀態處分係為除去、防止當事人現在所已或即將蒙受之損害或危險，

故其所規律之法律關係，本身雖多含有繼續性之要素，或以定期、反覆的義務履

行為要素，但應不以此為限，即使係一次性給付之法律關係，既然其至本案判決

確定前仍需要時日，則仍有防免現在危害之必要，自無予以排除在外之理由。目

前多數學者認為定暫時狀態假處分之適用，與該法律關係之法律性質無涉，只要

法律關係有定暫時狀態之必要，即可適用此一程序，毋須以繼續性之法律關係為

限。 

 

三、本案訴訟之原告或被告皆得為定暫時狀態處分之聲請人 

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修正條文之說明理由謂：「此項聲請，不限於起訴前或

起訴後，亦不論於本案訴訟為原告或被告，均得為之。」據此，有爭執之法律關

係必須存於本案訴訟當事人之間，除係應受本案判決既判力所拘束之第三人外，

對第三人原則上不得為定暫時狀態處分。 

 

四、該爭執之法律關係為本案請求 

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第 2 項明定，定暫時狀態處分之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

確定該爭執之法律關係者為限。其立法理由示明：「法院裁定准為定暫時狀態，

僅係就當事人間爭執之法律關係暫為之處分，其所保全之權利，須經訴訟程序確

定，故為裁定後，如該事件之本案尚未繫屬者，仍有第 529 條限期起訴之適用。」

依據本條之規定，當事人所爭執之法律關係並非必然為本案訴訟之訴訟標的，但

必須是本案訴訟始能確定該爭執之法律關係。惟如定暫時狀態之處分限於本案訴

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律關係，則聲請人是否得以專利權人為相對人，主張專利權

人行使專利權之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而聲請法院定暫時狀態，裁定令專利權人

容忍其為製造、銷售、使用或進口被控侵害專利之產品，則有疑問。蓋行使專利

權之行為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不能以定暫時狀態之處分暫時確定被控行為侵害

專利或未侵害專利，所能確定或除去者。換言之，法院即使判定專利有效或被控

產品侵害專利權人之專利，亦不當然得推論專利權人行使專利權之行為違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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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法。因此，若以專利權人行使專利權之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聲請法院定暫

時狀態，法院僅能暫時性地除去專利權人違反公平交易法之行為，無法停止專利

權人其他合法主張或行使專利權之行為163。 

 

第二款 有定暫時狀態之迫切必要 

 

最高法院早期見解認為只要符合假處分要件，法院即應為准許假處分裁定，

毋須探討是否有核准之必要性。然而，依現行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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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定暫時狀態假處分，必須

為防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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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以「暫

定爭執之法律關係」必須是防止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之必要手段，始得

聲請定暫時狀態假處分。如暫定爭執的法律關係並非必要手段，即使爭執之法律

關係遭受重大之損害或面臨急迫之危險，亦無法以聲請定暫時狀態處分方式救濟

之。 

所謂有定暫時狀態之必要，係指例如為避免重大之損失或防止急迫之強暴，

或有其他相類似之情形發生，債權人於此緊急情形下有必要暫時實現本案請求之

內容164。惟「重大」與否或「急迫」與否，均屬不確定法律概念，與概括規定之

「必要性」相同，均有賴利益衡量予以判定。亦即，有無必要性之事實上評價，

雖賦予法院極為廣泛之自由裁量，惟法院於審理時，仍應視個案情節，審酌衡量。

有認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通常係指如使聲請人繼續忍受至本案判決時止，

其所受之痛苦或不利益顯屬過苛。其重大與否，需視聲請人因定暫時狀態處分所

應獲得之利益或防免之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將蒙受之不利益或可能遭

致之損害而定，於後者大於前者之情形，始得謂為重大且有保全之必要165。」 

另外，專利權人若要聲請定暫時狀態處分請求禁止侵害人繼續製造、販賣侵

權產品，權利人必須提出相當的證據，向法院釋明聲請定暫時狀態處分之原因及

必要性，亦即若法院不禁止侵害人的製造、販賣行為，權利人將會受到如何的重

大損害或有何等急迫危險；若權利人不能釋明此等情事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

律關係定暫時狀態的必要166。再者，權利人之供擔保是否足以補釋明之欠缺，由

法院斟酌情形定之，如法院認為不足補釋明之欠缺，法院仍會駁回定暫時狀態處

分之聲請167，不因權利人表明願供擔保即當然認為足補釋明之不足。 

值得注意的是，在假處分程序中，對於請求及假處分原因，聲請人僅須負釋

                                                 
163 鄭中人，專利法逐條釋論，五南圖書初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9 月初版一刷，第 124 頁。 
164 參照最高法院 20 年抗字第 366 號判例及最高法院 22 年抗字第 1099 號判例，陳榮宗、林慶苗

合著，民事訴訟法(上)，三民書局，2005 年修訂四版，第 908~909 頁。 
165 許士宦，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基本構造，台灣本土法學雜誌，58 期，2004 年 5 月，第 54~55
頁；邱聯恭，民事訴訟法修正後之程序法學（二），月旦法學雜誌 101 期，2003 年 10 月。 
166 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抗字第 435 號民事裁定，最高法院民事裁判書彙編第 43 期，第 732~736
頁。   
167 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抗字第 598 號民事裁定；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抗字 44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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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責。此項規定，不僅係為達到程序迅速性之要求，且乃因其制度不涉及對實

體權利義務關係之終局釐清168，基於合目的性考量，而不要求聲請人須盡證明之

責任。因而對假處分本案化之觀察，則需反思釋明之證明度要求問題。有認為，

一般情形，釋明就事實存在之證明度僅要求至優越蓋然性（證據優勢原則），亦

即事實存在之蓋然性比其不存在之蓋然性高即可，惟在滿足性處分，其保全必要

性需達到較高之證明度169。亦有認為聲請人就假處分之取得越有急迫性時對於被

保全權利之釋明越應減緩，甚至無庸審查170。 

至於定暫時狀態處分之證明度，原則上與一般假處分之釋明者相同，而前開

對於假處分程序中之不同要件，基於權衡理論及其與主要程序給付間關係可能作

為不同蓋然性之要求，於定暫時狀態處分亦同171。此外，就假處分之提供擔保而

言，其具有補充釋明不足之功能及擔保相對人損害賠償功能，其在定暫時狀態假

處分亦有此一制度之適用。 

 

第三目 擔保金 

 

依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之 4 準用第 533 條、準用第 526 條第 2、3 項之規定，

聲請人就其請求及定暫時狀態處分之原因釋明不足者，而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或

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命聲請人供相當之擔保後准為定暫時狀態處分；聲請人

縱已釋明，法院亦得命聲請人供擔保後為定暫時狀態處分。 

一般而言，在智慧財產權侵害的定暫時狀態處分聲請案中，法院若欲核發定

暫時狀態處分，多會同時定相當金額之擔保，命聲請人供擔保後始為定暫時狀態

之處分172。至於擔保金額之計算方式，法院實務上認為此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即

被控侵權者）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應斟酌債務人所受損害，作為定擔保額

之標準173，在請求禁止債務人製造、販賣特定涉嫌侵權產品之情形中，擔保金數

額應考量債務人因不能製造或販賣該產品所受之損害額，通常係以債務人因產銷

該產品所得受之利潤為標準174；若請求事項是禁止債務人使用某產品中之特定零

組件或特定部分，則應衡量不能利用該零組件或該部分所可能造成之損害，而非

                                                 
168 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抗字第 291 號裁定：「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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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裁定，以其本

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第 1 項、第 2 項定有明文。又就爭

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雖非以保全強制執行為目的之保全程序，但亦非確定之訴訟程序，故

聲請定暫時狀態之權能，於該程序僅能形式審查其是否存在，不得實體審認該權能是否存在。」 
169 許士宦，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基本構造，台灣本土法學雜誌，58 期，2004 年 5 月，第 58 頁 
170 沈冠伶，我國假處分制度之過去與未來，月旦法學雜誌第 109 期，2004 年 6 月，第 57 頁。 
171 姜世明，智財審理程序之假處分，月旦民法商雜誌第 21 期，元照出版有限公司，第 8 頁。 
172 因智慧財產權之歸屬及權利存續狀態較有體財產權容易發生爭議（例如商標權可能會因異議

或評定而撤銷註冊、或被廢止註冊，專利權可能因舉發而被撤銷等），且權利人就被侵權所受之

損害或急迫危險較難為具體充分之釋明，故法院一般均會要求權利人供擔保後始核發定暫時狀態

假處分。   
173 最高法院 63 年度台抗字第 142 號民事判例。 
174 最高法院 84 年度台抗字第 393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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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標的物的價值為依據175，實務上曾見法院以置換特定零組件所需之成本及合理

置換期間內的營業利益損失，作為擔保金數額之計算標準176。 

 

第四目 正向假處分與反向假處分 

 

除了權利人可以聲請定暫時狀態之處分，禁止侵害人製造、販售行為外（有

稱為：「正向假處分」），被控侵權者亦得聲請定暫時狀態處分，請求法院命權

利人必須容忍其繼續製造或銷售特定產品，且禁止權利人為妨害、干擾行為，此

即一般所謂的「反向假處分」。惟所謂反向假處分之本案訴訟標的請求權基礎究

竟為何，部分法院在准許反向假處分之裁定中並未加以深究，惟最高法院 88 年

台抗字第 149 號裁定中則強調，聲請反向假處分之人應具體表明所欲在本案訴訟

請求之標的及其請求之原因事實，否則法院未進一步究明便裁准反向假處分之聲

請，即屬不當。  

另一個與反向假處分有關的爭議點，在於反向假處分與正向假處分發生競合

時之處理。就學說上之分類來說，正向假處分屬於「單純不作為假處分」，反向

假處分則屬於「容忍不作為假處分」177。關於不同假處分間內容互相牴觸之問題，

通說及實務向來呈現一致之基本立場，即在後之假處分裁定，不得與已存在之假

處分裁定內容相牴觸，若彼此牴觸則於有牴觸之範圍內不許再為假處分，應駁回

後假處分之聲請，故法院若已以一前裁定定暫時狀態，而當事人又提出另一個與

前裁定內容相互牴觸之假處分聲請，後聲請應予駁回178；如先後假處分之內容互

相牴觸，或第二次假處分之目的係在於除去、撤銷或變更第一次假處分之內容，

法院不應允許在後假處分之執行179。  

最高法院在晚近的 94 年台抗字第 380 號民事裁定中，認為：「按學說所稱

單純不作為處分係指單純要求債務人不為一定積極之行為；容忍不作為處分則為

命債務人容忍債權人一定之行為。二者均係基於權利行使之法律關係，尚難認後

者之效力應優先於前者。債權人就爭執之法律關係，聲請為定暫時狀態之處分，

不論係單純不作為，或容忍不作為，法院為裁定時，對於當事人雙方因准否處分

所受利益及可能發生之損害，應依利益權衡原則予以審酌而為准駁，一經裁定准

許，不待確定即有執行力，債務人僅得循抗告或聲請撤銷假處分之途徑以謀救

濟；於該裁定未失其效力前，不得另行聲請內容相牴觸之處分，以阻卻其執行力。」

換言之，亦即認為不論「單純不作為」或「容忍不作為」均係基於權利行使之法

律關係，故反向假處分之效力並不當然優先於正向假處分。此最高法院 94 年台

                                                 
175 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抗字第 29 號民事裁定。 
176 台灣板橋地方法院 92 年度裁全字第 5341 號民事裁定，惟該計算方式後經台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抗字第 96 號裁定予以變更。 
177 黃國昌，單純不作為與容忍不作為假處分之競合，月旦法學雜誌第 115 期，2004 年，第 236
頁。   
178 台灣高等法院 86 年度抗字第 3343 號民事裁定。 
179 黃國昌，單純不作為與容忍不作為假處分之競合，月旦法學雜誌第 115 期，2004 年，第 2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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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字第 380 號裁定雖非屬關於智慧財產權的案件，然其中就單純不作為、容忍不

作為以及裁定執行力之論述，在智慧財產權侵權事件的正、反向假處分聲請案

中，仍具有相當的參考價值。 

 

第五目 供反擔保免為或撤銷假處分 

 

依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之 4 準用第 536 條第 1 項之規定，若定暫時狀態處分

所保全之請求「得以金錢之給付達其目的」，或「債務人將因定暫時狀態處分而

受難以補償之重大損害，或有其他特別情事」者，法院得准許債務人（即被控侵

權者）供擔保後撤銷或免為定暫時狀態處分。在聲請人因商標權爭議而聲請定暫

時狀態（即禁止相對人繼續使用系爭商標）之案件中，法院實務曾認為如准相對

人提供擔保而撤銷定暫時狀態處分，顯不能達聲請人聲請保全之目的者，即不符

合上開法條中所稱之「特別情事」，故不宜准許相對人供擔保而撤銷定暫時狀態

處分180。然而，在專利侵害之定暫時狀態處分聲請案中，晚近法院實務見解則多

認定專利權之侵害訟爭，「並非不能以金錢之給付達其目的」，故較傾向准予被

控侵權者供擔保後免為或撤銷定暫時狀態處分181；甚有學者進一步主張，專利侵

害救濟就是損害賠償，且都是以金錢請求或得易為金錢之請求，故似乎不符合民

事訴訟法第 538 條定暫時狀態假處分之要件，亦即主張專利侵權事件似根本無適

用定暫時狀態假處分之餘地182。  

 

第二節 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之定暫時狀態處分 

第一目 立法目的 

 

鑑於我國早期關於定暫時狀態處分之審查過於寬鬆與形式化，幾乎與假扣押

並無二致，尤其是法院對於專利侵權案件涉及技術性及時效性之壓力下，作成裁

定前並不通知相對人，且不予審查聲請人之本案請由有無理由，故聲請人往往以

低廉成本迅速取得法院命令，在尚未進入訴訟實體審查前，即已塑造法院認定侵

權之印象，以打擊對手，以訴訟程序之手段快速達成商業實質之目的183。我國民

事訴訟法於 2003 年修正，雖然導入釋明制度並使兩造有陳述之機會，但各法院

對於「重大損害」、「急迫危險」或「必要性」之認定不一，容許聲請人含混帶

過而招致批評。 

                                                 
180 台灣高等法院 90 年度抗字第 1627 號民事裁定。 
181 台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抗字第 30 號民事裁定；台灣高等法院 94 年度抗字第 1028 號民事裁定。  
182 馮震宇，從美國司法實務看台灣專利案件之假處分救濟，月旦法學雜誌第 109 期，第 30 頁。

作者認為專利侵權案件嚴格而言似乎並不符合民訴法第 538 條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規定，而應適用

第 522 條有關假扣押的規定。 
183 郭雨嵐、范曉玲，專利保全程序實務，智慧財產培訓學院教材，國立台灣大學科技整合研究

所編印，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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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22 條（假扣押、假處分或定暫時狀態處分之聲請）

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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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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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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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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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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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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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項）。前項撤銷處分之裁

定應公告，於公告時生效（第 6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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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項）。」 

立法理由謂：「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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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應繫屬之法院為之，

在起訴後，向已繫屬之法院為之。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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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不准許定暫時狀態之處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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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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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予敘明。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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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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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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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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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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相對人陳述，而逕行裁定。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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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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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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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不論其處分係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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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此，審理法關於定暫時狀態處分之規定，顯已對其聲請採行本案化審理

之模式，大幅提高聲請人之釋明責任。由於聲請人至少需對其將來勝訴之可能性

及是否會遭受無法彌補之損害提出說明，又加上法院會對雙方當事人之利益衡平

及公眾利益加以考量，以往定暫時狀態處分輕易核准之情況已不復見，權利人亦

無法再濫用此保全程序以進行其商業上「以戰逼和」之策略。 

 

第二目 管轄法院 

 

民事訴訟法對於一般事件之假扣押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 524 條第 1 項規

定，係由本案管轄法院或假扣押標的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轄；一般事件之假處分

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 533 條規定準用第 524 條，故亦係由本案管轄法院或假扣

押標的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轄。 

至於智慧財產事件之假扣押、假處分或定暫時態處分之程序，在審理法與

組織法實施後，依審理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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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依審理法第 7 條及組織法第 3 條第 1 款之規定觀之，假扣押、假處分或定暫時

狀態處分之聲請，不論是起訴前或起訴後，原則上均應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因

專利侵害保全程序統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之結果，以往曾出現侵權人在專利權人

取得正向假處分之裁定後，另向另一法院聲請取得反向假處分之裁定（反之亦

然），致發生先後假處分裁定互有衝突之情形，當可因同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而

得避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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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審理程序之變革 

 

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22 條有關保全程序之規定，7 項中有 5 項是針對定

暫時狀態處分所做之規定，足證過去定暫時狀態處分程序確使法院保全程序實務

倍感困擾，而有就程序更為明確規定之必要。 

 
第一款 提高聲請人釋明責任 

 

智慧財產案件相較於一般事件多涉及高度技術性及商業時效性，准否當事

人聲請定暫時狀態之處分，均會對當事人造成深切影響，故應提高聲請人之釋明

責任，以達衡平之目的。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22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中明定：

「聲請定暫時狀態處分時，聲請人就其爭執之法律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

或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類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應釋明之。其釋明有不足

者，法院應駁回其聲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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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理由中特別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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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理法第 22 條第 4 項及審理細

則第 37 條第 1 項亦分別規定，法院為定暫時狀態之處分前，應令兩造陳述意見。

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智慧財產法律關係聲請定暫時狀態之處分者，須釋明該法律關

係存在及有定暫時狀態之必要，即就聲請定暫時狀態處分保全之必要性，提出高

度釋明，有異於民事訴訟法規定之釋明責任。 

 

第二款 釋明不足不得以供擔保代替之 

 

民事訴訟法對於一般事件之定暫時狀態處分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

之 4 準用第 533 條、第 526 條之規定，定暫時狀態處分之聲請，聲請人就其請求

及定暫時狀態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釋明如有不足，而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

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命聲請人供相當之擔保後准予之。自審理法與組織法實施

後，審理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聲請定暫時狀態之處分時…，應釋明之。其釋

明有不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是以智慧財產之定暫時狀態處分案件，其請求

及定暫時狀態處分之原因釋明如有不足，法院不得以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

認為適當，而命聲請人供相當之擔保後准予之。以往，權利人之供擔保是否足以

補釋明之欠缺，由法院斟酌情形定之，如法院認為不足補釋明之欠缺，法院仍會

駁回定暫時狀態處分之聲請，不因權利人表明願供擔保即當然認為足補釋明之不

足。二種情形雖然結果均是聲請被駁回，但引用之法條及適用之情形將有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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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提高相對人程序保障 

 

審理法第 8 條第 2 項有關審判長或受命法官就事件之法律關係，應向當事

人曉諭爭點，並得適時表明其法律上之見解及適度開示心證之相關規定，係為避

免突襲性裁判及平衡保護訴訟當事人之實體及程序利益而設，且明定法院就訴訟

事件公開心證之範圍，包括闡明並確認該爭訟法律關係之事實上、法律上及證據

上爭點，另就待證事實存否及適用特殊經驗法則所獲得之階段性心證及法律見

解，亦得為適當之揭露，以保障訴訟當事人之權益；而一般定暫時狀態處分之案

件，依民事訴訟法則無類此規定。另外，為進一步強化相對人陳述意見之程序保

障，審理法第 22 條第 4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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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始得例外不予相對

人陳述意見之機會。此一規定相較於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第 4 項但書規定，更為

嚴格，但依其文義，法院似仍有一定之裁量權。 

一般事件之定暫時狀態處分案件，依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之 4 準用第 533

條、第 529 條之規定，法院僅於債務人聲請時，始命債權人於一定期限內起訴，

債權人若未依限起訴，亦須債務人聲請，法院始得撤銷定暫時狀態處分。有鑑於

此，審理法第 22 條第 5 項規定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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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撤銷處分之裁定應

公告，於公告時生效」。此項立法，將「裁定期間」修改為「法定期間」，且從

該處分之裁定而「非」限期起訴裁定「送達聲請人之日」起算。職是之故，一旦

定暫時狀態處分裁准，無論已否執行，聲請人均須於收受送達後三十日內起訴，

否則其處分即有遭撤銷之虞。此三十日之期間，似乃配合強制執行法第 132 條第

2 項所定裁定後三十日後不得聲請執行之規定。換言之，新法施行後一旦定暫時

狀態處分獲准，債權人於該裁定送達後三十日內，除了聲請執行外，無待於債務

人聲請命限期起訴，亦應提起本案訴訟。據此，不待乎債務人之聲請而以法律規

定限期起訴，自可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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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且，為避免其撤銷裁定亦無法送達，拖延相對人處分

之解除，又於審理法第 22 條第 6 項規定，其該撤銷之裁定應公告，並於公告時

即生效力。同條第 7 項並規定，因第六項之情形定暫時狀態之處分經法院撤銷

時，聲請人應賠償相對人因處分所受之損害。 

 

第四款 法院審酌標準提高 

 

聲請人就智慧財產案件有爭執之法律關係，向法院聲請定暫時狀態之處

分，既須就該法律關係存在及有定暫時狀態之必要性，提出高度釋明，則法院在

審酌當事人之釋明標準，亦應更趨慎重。詳言之，法院在審理定暫時狀態處分之

聲請時，就定暫時狀態之必要性，應審酌184：1.聲請人將來勝訴可能性，包括權

                                                 
184 范曉玲，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啟動專利侵權案件的新挑戰~以定暫時狀態處分、證據蒐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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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有效性及權利被侵害之事實；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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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聲請之准駁對於雙方損害之程度；4.對公眾利益（例如醫

藥安全或環境問題）造成如何之影響等事項，以期周全。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實務上權利人常就禁止疑似侵害之人繼續製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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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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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審理法之定暫時狀態處分仍面臨之問題 

第一目 一律皆駁之可能 

 

由於定暫時狀態處分之聲請人必須就其迫切必要性（將來勝訴可能性、聲

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將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並應權衡雙方損害之

程度，及對公眾利益之影響）提出舉證與說明，雖此規定實可避免定暫時狀態處

分之輕易核發與濫用問題，但相對地，由於此規定必須衡量侵權勝訴之可能性，

此牽涉到「權利有效性」之判斷。當事人主張或抗辯其權利有無效或廢止之原因

並為相當之舉證，且法院認有遭撤銷或廢止之高度可能性時，應為不利於智慧財

產權人之裁定185，因此，聲請人欲取得定暫時狀態處分之裁定難度便會大幅提高。 

再者，智慧財產法院所頒訂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定暫時狀態處分之審理

模式」（以專利事件為例）186係規範了定暫時狀態處分之審理程序與處理時程，

舉例來說，由聲請人提出聲請至第一次書狀交換完畢之程序係於 30 日至 45 日內

完成，第一次書狀交換完畢至第一次陳述意見期日之程序係於 30 日內完成，且

                                                                                                                                            
秘密保持命令為核心~，全國律師，2007 年 4 月，第 39、40 頁。文中指出：「在美國，對應於我

國定暫時狀態處分的制度乃『暫時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暫時禁制令將使權利人於本

案判決確定前，即可暫時性地滿足其權利，導致相對人權益產生重大影響，美國法院向來以本案

勝訴之可能性（likelihood of success on merits）為核發暫時禁制令之要件。美國法院在判斷本案

勝訴可能性時，與本案訴訟程序相同，先解讀專利申請範圍（claim construction），然後比對專利

要件與侵權產品，判斷有無文義侵害（literal infringement）、均等侵害（doctrine of equivalence），

甚至對專利有效性或相對人之其他答辯，均應審理，個案中耗時超過一年者，並不罕見。其實，

在美國，暫時禁制令經常是本案訴訟中的一環，法院於進行本案訴訟審理實質爭議至相當程度，

但尚未達可為本案判決之程度時，始核發暫時禁制令。我國智審法確立了定暫時狀態處分的本案

化，尤其在立法理由中明白提出法院應審酌『將來勝訴可能性』，『包括權利有效性及權利被侵害

之事實』，顯然受到美國法制相當的影響。智審法立法理由中敘明法院應衡量『無可彌補之損害』、

兩造『困境』之衡量，及對『公共利益』之影響，更與前述美國衡平法對於核發永久禁制令之考

量要件，不謀而合。」 
185 參閱「智慧智慧財產新紀元：智財法院成立半年之觀察」，2009/01/22，范曉玲 律師著。 
186 參閱智慧財產法院網站

http://210.69.124.203/ipr_inter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62&Itemid=373 
（2009 年 5 月 1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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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陳述意見期日至裁定（本案終結） 之程序係於 14 日內完成，理論上此模

式係為了效率化審理定暫時狀態處分而定，以避免專利權之實施喪失其時效性。

但聲請人需於提出聲請後 74 日~89 日完成書狀交換及陳述意見並做成裁定，這

對於法院審理以及聲請人準備定暫時狀態處分之「構成必要性」之時程要求似乎

過高，尤其是之於具專業複雜度之智慧財產案件審理，且相較於美國專利訴訟中

臨時禁制令之取得實務上往往需耗時一年以上之情形似乎相去甚遠。 

由於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對於定暫時狀態處分之門檻提高，自 2008 年 7 月

1 日智慧財產法院成立至今，雖其審結案件數量尚未足以作為統計上之考量，但

截至本論文完稿日止，智慧財產法院並未裁定核准任何定暫時狀態處分之聲請，

僅有一件駁回定暫時狀態處分之裁定。97 年度民專抗字第 19 號，其裁判要旨謂：

「按法院審理定暫時狀態處分之聲請時，就保全之必要性，應審酌聲請人將來勝

訴可能性、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將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並應權

衡雙方損害之程度，及對公眾利益之影響，智慧財產案件審理細則第 37 條第 3

項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法院於審酌是否准許定暫時狀態處分之聲請時，應審

酌聲請人本案訴訟勝訴之可能性，為判斷本案勝訴之可能性，於是定暫時狀態處

分之審理程序乃趨近本案化，亦即法院應調查證據，聽取雙方意見之陳述，相對

人並得就專利之有效性為爭執（參同條第 4 項），倘法院認為聲請人本案勝訴可

能性不高時，縱然聲請人表示願提供擔保，或聲請人已證明其可能遭受無法彌補

之損害，仍應為駁回之裁定。」根據其內容，似可推敲出「勝訴可能性」要件之

重要性凌駕於「無法彌補之損害」要件之結論。是否因審理法對於定暫時狀態處

分聲請之門檻大幅提高，而使我國智慧財權案件之定暫時狀態處分的聲請由全部

核准變成一律皆駁之可能，值得繼續觀察。 

 

第二目 附隨性及迅速性之喪失 

 

早在審理法通過之前，部分法院早已對定暫時狀態處分為一定程度的本案

化審理187，聲請人提出之侵權鑑定報告之可信度、鑑定程序之嚴謹度、專利有效

性，乃至於專利權人有無權力濫用等問題，在定暫時狀態處分審理程序中均可能

成為兩造攻防之焦點。審理法立法理由中明定法院應考慮「權利被侵害」之事實，

以是否具有「將來勝訴之可能性」之標準為准駁之依據，因此使法院獲得「本案

將來勝訴可能性」與「本案勝訴」間所要求之心證差異度也漸形縮小，保全程序

如此接近本案化之審理，勢必大幅延長其審理期間，因而將使定暫時狀態處分完

全喪失其附隨性與迅速性的特徵。亦可能導致權利人甚難取得定暫時狀態處分，

而無法及時排除續發性的侵權行為，導致其損害擴大之情事。 

                                                 
187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93 年智裁全字第 15 號（勝訴可能性）；台灣最高法院 95 台抗字第 231 號

（處分原因釋明）；台灣最高法院 95 台抗字第 161 號（處分原因釋明）；台灣最高法院 94 台抗字

第 890 號（合法聽審權保障）；台灣高等法院 95 抗字第 1496 號（釋明之證明度）台灣台北地方

法院 92 年度智裁全字第 46 號裁定（處分原因釋明）；台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抗字第 855 號裁定（處

分原因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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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保全程序與本案程序銜接之統合 

 

 從程序保障的觀點觀之，保全程序對實體爭執越充分審理，越賦予當事人充

分之程序保障，在接續的本案訴訟程序中，對相同之實體爭點，越應賦予一定程

度的拘束力。若法院於保全程序僅於技術審查官協助下粗略審查「權利有效性」

及「權利被侵害」之「將來勝訴的『可能性』」，且以此與「聲請人無可彌補之

損害」、「相對人之困境」及「公共利益」等其他因素併同衡量應否准許定暫時

狀態處分之聲請，那麼，本案審理法院當然應該重新鄭重審理實體爭點。反之，

若法院於保全程序中已對所有實體爭點詳為審酌，甚至已達送請第三鑑定機關另

行鑑定之程度，那麼，除非有在前程序中未受充分程序保障之特殊理由，否則前

階段保全程序中對相同爭點所為之認定，似應於後階段之本案程序中有相當程度

之拘束力，這樣前階段的勞力、時間、費用始不致白費188。 

 審理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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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為專利

侵權案件，所謂「應繫屬之法院」，當指智慧財產法院而言。有鑑於定暫時狀態

處分之本案化需求，若能將定暫時狀態處分與本案訴訟，於智慧財產法院分案制

度中，設計歸由同一法官審理，應有助於保全程序與本案程序銜接統合之功能。 

 

第四節 小結 

鑑於我國早期關於定暫時狀態處分之審查過於寬鬆與形式化，尤其是法院對

於專利侵權案件涉及技術性及時效性之壓力下，作成裁定前並不通知相對人，不

予相對人合法聽審機會，且不審查聲請人之本案請由有無理由，故聲請人往往以

低廉成本迅速取得法院命令，在尚未進入訴訟實體審查前，即已阻止相對人進行

相關商業活動。因而審理法關於定暫時狀態處分之規定，顯已對定暫時狀態處分

之聲請採行本案化審理之模式，大幅提高聲請人之釋明責任。由於聲請人至少需

對其將來勝訴之可能性及是否會遭受無法彌補之損害提出說明，又因法院會對雙

方當事人之利益衡平及公眾利益加以考量，以往定暫時狀態處分輕易核准之情況

已不復見，權利人亦無法再濫用此保全程序以進行其商業上「以戰逼和」之策略。 

惟審理法對於定暫時狀態處分規定「提高聲請人釋明責任」、「釋明不足不得

以供擔保代替之」並且需審酌「勝訴的可能性」之限制，大幅提高聲請之門檻，

使得專利權人聲請定暫時狀態處分發生障礙，可能導致法院審理定暫時狀態處分

時一律皆駁之情況189，且由於審理程序發生高度本案化現象，使得法院在保全程

                                                 
188 范曉玲，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啟動專利侵權案件的新挑戰~以定暫時狀態處分、證據蒐集及

秘密保持命令為核心~，全國律師，2007 年 4 月，第 42 頁。 
189 智慧財產法院 97 年度民專抗字第 19 號，其裁判要旨謂：「按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

時，就保全之必要性，應審酌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將造

成無法彌補之損害，並應權衡雙方損害之程度，及對公眾利益之影響，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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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所形成之心證越趨近於本案之心證，而喪失民事訴訟法中保全程序之附隨性

及迅速性之特徵。似乎審理法與民事訴訟法關於定暫時狀態處分之規定呈現兩極

化的過與不及關係。 

審理法有關「釋明不足乃應直接駁回」之規定，因聲請人（通常為專利權人）

不能供擔保以補釋明之不足，對專利權人行使權利造成某程度困難，壓縮法院裁

量空間，某程度上可被評價為較保護相對人之立法。有認為190可於一定條件下考

慮放寬對於舉證方法種類之要求，而不強制地要求必須提出即時可供調查者；可

考慮對於急迫性危險要件之證明度與防免發生重大損害者作區別，亦即，對於主

張急迫性危險者，其釋明之證明度可低於其他非緊急型，對於假處分內容與本案

給付愈接近者（傾向於滿足性假處分者），其證明度要求可考慮較高者；對於必

要性之審查，乃比例原則之運用，應參考實務上已建立之權衡理論，在判斷是否

准予假處分層次，對此一蓋然性之要求可採較低之標準，但在決定採取何種處分

之手段階段，可考慮在其蓋然性愈高者，其手段嚴厲性可較強；再者，對於必要

性之審查而考量兩造利益衡量時，應考慮兩造利益之得失來決定對處分原因要件

釋明證明度之要求高度，即愈失衡而偏向聲請人者，應考慮降低證明度。 

對於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有關定暫時狀態之處分的規定，可謂係開啟台灣智

慧財產訴訟之新里程碑，雖然其立意良善且對於以往有關定暫時狀態處分之陋規

有明顯性改善，但因其對於當事人之衝擊甚大，如何於制度運用時，兼顧聲請人

之權益，而使相關程序除能極大化其有效性外，並能兼顧相對人權益，且避免法

院成為一造當事人惡意突襲侵權之工具，此乃爾後適用相關制度時，所應權衡及

注意之問題。 

 

 
37 條第 3 項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法院於審酌是否准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時，應審酌聲

請人本案訴訟勝訴之可能性，為判斷本案勝訴之可能性，於是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審理程序乃趨近

本案化，亦即法院應調查證據，聽取雙方意見之陳述，相對人並得就專利之有效性為爭執（參同

條第 4 項），倘法院認為聲請人本案勝訴可能性不高時，縱然聲請人表示願提供擔保，或聲請人

已證明其可能遭受無法彌補之損害，仍應為駁回之裁定。」 
190 姜世明，智財審理程序之假處分，月旦民法商雜誌第 21 期，元照出版有限公司，第 18~19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