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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科技快速發展，為鼓勵發明人多加研發，並公開其研發成果，以促進產

業發展，專利權之保護日漸重要，以賦予發明人研發之誘因。然並非所有研發成

果均得以取得專利權之保障，各國均設有專利要件，由專利專責機關就是否核准

專利予以審查，惟審查過程中難免有些疏失，而造成原本不應核准專利之研發成

果受到專利權之保護，此乃公眾審查制度之重要性，公眾得以向專利機關提出相

關證據，請求撤銷專利權，藉由公眾之力量過濾出本不應取得專利之研發成果，

以提供專利品質。 

本文旨在探討歐洲、美國及台灣專利核准後之公眾審查制度，有鑑於美國及

台灣於 2011 年均對專利法有所修正，於公眾審查制度方面有大幅變動，舉例而

言，美國新增核准後複審制度、廢除雙方再審查制度，改以雙方複審制度取代之、

我國舉發制度由全案審定改採逐項審定等，對公眾審查制度之變革影響重大。且

由於美國本次修法新增之核准後複審制度乃參考歐洲異議制度之精神而制定，二

者間雖有相似之處，然並非整個制度直接移植，因而二者間仍有差異性，有鑑於

此，本文乃於探討美國公眾審查制度前一併先對歐洲異議制度作一探討。職是，

本文章節編排順序乃先為歐洲異議制度，其次為美國公眾審查制度，最後為我國

舉發制度，以便藉由比較歐洲和美國制度，檢視我國舉發制度有無可資借鏡之處，

期使我國舉發制度得以更臻健全。 

 

 

關鍵字：公眾審查、專利無效、異議、再審查、核准後複審、雙方複審、舉發、

美國發明法 





 

III 
 

謝辭 

高中升大學時選擇就讀資訊工程系，當時從未想過未來有一天我會走上法律

這條路，直到大學四年級時開始選修法律相關課程，發現法律是一門博大精深的

學科，從此開啟了我與法律間之淵源，畢業後如願考上政大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

就讀法科所的三年之間，逐漸對智慧財產領域產生興趣，經過更進一步之研究後，

終於完成此篇論文。 

得以完成此篇論文要感謝的人太多，首先最要感謝的是我的家人，在我求學

的路上，不斷的鼓勵和支持我，使我得以毫無顧慮的致力於研究，在我疲憊和沮

喪時成為我的避風港。 

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沈宗倫老師，在我徬徨時適時給予我方向，於寫作上給予

我建議及提供我應注意哪些事項，並在我感到挫折時鼓勵我，成為我繼續努力研

究的動力。另外，特別感謝劉定基老師，雖然我不是您的的指導學生，但您卻常

在我難過與挫折時給我安慰和鼓勵。 

感謝口試委員熊誦梅法官和李治安老師，於口試時不吝嗇地給予我指導，提

供許多寶貴的建議，令我受益良多，並且適時地給予我肯定，增加我在學術研究

這條路上的信心。 

感謝何娜瑩律師和智慧財產局的林國塘老師，在我研究遇到問題時一一地給

予我解答，並適時提供我幫助。 

感謝子欣助教，協助我口試準備相關事宜。感謝法科所的朋友們，美華、苡

婷、嘉霙、宏儒、世祐、沈易、芳清、奕之、采玟、芳伃、珊億、景睿、汶叡等

人，在就讀法科所這三年來的陪伴，並在我低潮時給予我安慰和鼓勵。 

感謝其他在這段時間陪伴我的朋友們，耕毅、尚宜、宜珊、貝慈、佩欣、鈺

祺、佳怡、琬禎、邦庭、詩凱、書華、浩瑋等人。 

再次感謝一路以來幫助過我的師長及朋友們，因為有你們的幫助和陪伴，才

能成就這篇論文。 





 

V 
 

簡目錄 

摘要  ........................................................................................................... I 

謝辭  ........................................................................................................ III 

簡目錄  .......................................................................................................... V 

詳目錄  ....................................................................................................... VII 

表目錄  ........................................................................................................ XI 

圖目錄  ........................................................................................................ XI 

附錄  ........................................................................................................ X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2 

第三節 研究範圍............................................................................................ 8 

第四節 研究方法.......................................................................................... 12 

第五節 論文架構.......................................................................................... 12 

第二章 歐洲專利異議制度 ......................................................................... 15 

第一節 前言.................................................................................................. 15 

第二節 歐洲專利異議制度 ......................................................................... 17 

第三節 歐洲專利之限縮或撤銷程序 ......................................................... 36 

第四節 上訴程序.......................................................................................... 42 

第五節 小結.................................................................................................. 49 

第三章 美國專利核准後公眾審查制度 ..................................................... 51 

第一節 前言.................................................................................................. 51 

第二節 單方再審查程序 ............................................................................. 53 

第三節 雙方再審查程序 ............................................................................. 63 

第四節 核准後複審程序 ............................................................................. 69 

第五節 雙方複審程序 ................................................................................. 93 

第六節 小結................................................................................................ 101 

第四章 我國專利舉發制度 ....................................................................... 109 

第一節 前言................................................................................................ 109 



 

VI 
 

第二節 修法後現行舉發制度 ................................................................... 109 

第三節 我國修法後新增之舉發規定及本文評析 ................................... 121 

第四節 歐洲、美國及我國公眾審查制度之比較及本文評析 ............... 137 

第五節 小結................................................................................................ 15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155 

參考文獻  ....................................................................................................... 167 

 



 

VII 
 

詳目錄 

摘要  ........................................................................................................... I 

謝辭  ........................................................................................................ III 

簡目錄  .......................................................................................................... V 

詳目錄  ....................................................................................................... VII 

表目錄  ........................................................................................................ XI 

圖目錄  ........................................................................................................ XI 

附錄  ........................................................................................................ X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2 

第三節 研究範圍............................................................................................ 8 

第四節 研究方法.......................................................................................... 12 

第五節 論文架構.......................................................................................... 12 

第二章 歐洲專利異議制度 ......................................................................... 15 

第一節 前言.................................................................................................. 15 

第二節 歐洲專利異議制度 ......................................................................... 17 

第一項 提起異議之期間、主體及客體 ......................................... 17 

第二項 異議提出之形式及異議申請書之內容 ............................. 19 

第三項 提起異議之事由 ................................................................. 19 

第四項 異議之審查程序 ................................................................. 22 

第一款 異議部門之形式審查 ......................................................... 22 

第二款 異議部門之實質審查 ......................................................... 25 

第三款 異議部門依職權進行審理程序 ......................................... 26 

第五項 異議審查之決定 ................................................................. 27 

第一款 書面審查為原則 ................................................................. 27 

第二款 異議決定之種類 ................................................................. 28 

第六項 假定侵權者參與程序 ......................................................... 30 

第一款 申請方式 ............................................................................. 30 

第二款 提出參與之形式及參與申請書之內容 ............................. 30 

第三款 參與之審查程序 ................................................................. 31 

第七項 制度評析.............................................................................. 32 

第三節 歐洲專利之限縮或撤銷程序 ......................................................... 36 



 

VIII 
 

第一項 申請主體、客體及期間 ..................................................... 37 

第二項 申請方式.............................................................................. 37 

第三項 審查程序.............................................................................. 38 

第一款 審查部門之形式審查 ......................................................... 38 

第二款 審查部門之實質審查 ......................................................... 39 

第四項 撤銷或限縮專利程序與異議程序之優先性 ..................... 40 

第五項 制度評析.............................................................................. 41 

第四節 上訴程序.......................................................................................... 42 

第一項 向上訴委員會提起上訴 ..................................................... 44 

第一款 上訴程序 ............................................................................. 44 

第二款 上訴之效力 ......................................................................... 45 

第二項 向擴大上訴委員會申請複查 ............................................. 46 

第三項 制度評析.............................................................................. 48 

第五節 小結.................................................................................................. 49 

第三章 美國專利核准後公眾審查制度 ..................................................... 51 

第一節 前言.................................................................................................. 51 

第二節 單方再審查程序 ............................................................................. 53 

第一項 概述...................................................................................... 53 

第二項 申請方式.............................................................................. 55 

第三項 程序開啟要件―新的實質可專利性問題 ......................... 56 

第四項 審理程序.............................................................................. 58 

第一款 專利權人及再審查申請人之答辯 ..................................... 58 

第二款 中央再審查組之實質審理 ................................................. 59 

第三款 面詢 ..................................................................................... 60 

第五項 救濟途徑.............................................................................. 60 

第六項 制度評析.............................................................................. 61 

第三節 雙方再審查程序 ............................................................................. 63 

第一項 概述...................................................................................... 63 

第二項 申請方式.............................................................................. 65 

第三項 程序開啟要件―新的實質可專利性問題 ......................... 65 

第四項 審理程序.............................................................................. 66 

第五項 雙方再審查決定之效力―禁反言 ..................................... 67 

第六項 救濟途徑.............................................................................. 67 

第七項 制度評析.............................................................................. 68 

第四節 核准後複審程序 ............................................................................. 69 



 

IX 
 

第一項 概述...................................................................................... 69 

第二項 申請方式.............................................................................. 72 

第三項 得提起事由 ......................................................................... 74 

第四項 程序開啟要件―一半以上的機率得證明請求項不具可專

利性 ..................................................................................... 75 

第五項 審查程序.............................................................................. 76 

第六項 和解機制.............................................................................. 77 

第七項 審查決定之效力―禁反言 ................................................. 78 

第八項 救濟途徑.............................................................................. 78 

第九項 與其他訴訟或程序間之關係 ............................................. 79 

第一款 與民事訴訟間之關係 ......................................................... 79 

第二款 與其他核准後複審程序間之關係 ..................................... 79 

第三款 與其他程序間之關係 ......................................................... 79 

第十項 制度評析.............................................................................. 80 

第十一項 核准後複審程序與歐洲異議制度之比較 ......................... 88 

第五節 雙方複審程序 ................................................................................. 93 

第一項 概述...................................................................................... 93 

第二項 申請方式.............................................................................. 96 

第三項 得提起事由 ......................................................................... 96 

第四項 程序開啟要件―使專利無效之合理可能性 ..................... 97 

第五項 程序流程.............................................................................. 97 

第六項 利用現況.............................................................................. 98 

第七項 制度評析.............................................................................. 99 

第六節 小結................................................................................................ 101 

第四章 我國專利舉發制度 ....................................................................... 109 

第一節 前言................................................................................................ 109 

第二節 修法後現行舉發制度 ................................................................... 109 

第一項 提起舉發之主體 ............................................................... 111 

第一款 任何人 ............................................................................... 111 

第二款 利害關係人 ....................................................................... 112 

第二項 提起舉發之期間 ............................................................... 113 

第三項 提起舉發之形式及舉發申請書之內容 ........................... 113 

第一款 舉發聲明 ........................................................................... 114 

第二款 舉發理由 ........................................................................... 115 

第四項 舉發之審查 ....................................................................... 117 

第五項 舉發之審定 ....................................................................... 119 



 

X 
 

第六項 舉發之救濟途徑 ............................................................... 120 

第三節 我國修法後新增之舉發規定及本文評析 ................................... 121 

第一項 舉發發動及舉發事由之相關規定 ................................... 121 

第二項 部分舉發允許之相關規定 ............................................... 124 

第三項 舉發審查程序之相關規定 ............................................... 130 

第四節 歐洲、美國及我國公眾審查制度之比較及本文評析 ............... 137 

一、 歐洲異議制度與美國核准後複審制度均設有提起期間之

限制 ................................................................................... 137 

二、 歐洲異議制度、美國核准後複審制度與我國舉發制度均得

允許部分提起 ................................................................... 139 

三、 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設有程序開啟要件 ....................... 140 

四、 歐洲異議制度與我國舉發制度均設有職權調查新證據之

規定 ................................................................................... 142 

五、 歐洲異議制度設有假定侵權人參與制度 ....................... 143 

六、 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設有禁反言及我國舉發制度設有一

事不再理規定 ................................................................... 144 

七、 歐洲異議制度與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均設有職權繼續審

查制度 ............................................................................... 145 

八、 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設有審理期間之限制 ................... 147 

九、 歐洲異議制度與美國核准後複審制度之救濟程序較為簡

單 ....................................................................................... 149 

第五節 小結................................................................................................ 15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155 

一、 增設提起舉發時間之限制 ............................................... 157 

二、 增設開啟程序之要件 ....................................................... 159 

三、 刪除職權調查制度 ........................................................... 159 

四、 擴大一事不再理範圍，並限縮一事不再理效力所及之對象

 ........................................................................................... 160 

五、 增設準司法機關審理舉發案件 ....................................... 162 

六、 增設審理期間之限制 ....................................................... 163 

七、 增訂舉發人撤回舉發後，智財局得依職權繼續進行審理之

規定 ................................................................................... 164 

參考文獻  ....................................................................................................... 167 

 



 

XI 
 

表目錄 

表一 歐洲異議制度及美國核准後複審制度比較表 ............................. 92 

表二 美國專利核准後公眾審查制度比較表 ....................................... 104 

表三 歐洲、美國及我國公眾審查制度比較表 ................................... 151 

 

 

圖目錄 

圖一 歐洲異議制度之流程圖 ................................................................. 17 

圖二 歐洲專利限縮或撤銷程序之流程圖 ............................................. 36 

圖三 歐洲上訴程序之流程圖 ................................................................. 43 

圖四 美國單方再審查程序之流程圖 ..................................................... 54 

圖五 美國雙方再審查程序之流程圖 ..................................................... 64 

圖六 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之流程圖 ..................................................... 72 

圖七 美國雙方複審程序之流程圖 ......................................................... 95 

圖八 雙方複審程序利用率 ..................................................................... 99 

圖九 兩階段挑戰專利有效性途經關係圖 ........................................... 100 

圖十 我國舉發制度之流程圖 ............................................................... 110 

 

 

附錄 

附錄一： 專有名詞中英對照表 ................................................................... 173 

附錄二： 歐洲專利異議制度相關法條之原文對照表 ............................... 175 

附錄三： 美國專利公眾審查程序相關法條之原文對照表 ....................... 191 

 



 

XII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科技快速發展，專利權之保護日漸重要，為保障研發成果及促進產

業繁榮，專利制度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專利法第 1條明確揭示其制定目的

在於促進產業發展，藉由授予研發者有期限之專利權
1
，使其於一定期間內

得享有排他權，以資鼓勵公眾多加發明，使得產業得以快速發展，經濟得以

更加繁榮，以此達成專利法制定之目的。 

惟並非所有研發成果皆得受到專利權之保護，唯有對產業有貢獻性之研

發成果，始應受到保護，倘若對貢獻性有限之研發成果亦授予專利權之保護，

卻使得社會大眾無法實施該研發成果，對產業之發展反而將造成不利後果，

故各國對於研發者是否得以取得專利權，皆設有專利要件，並倚賴專利專責

機關―我國為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為智財局)就專利要件加以審查，倘專利

申請案符合專利要件，則申請人就該申請案即取得專利權。就專利要件之審

查而言，以發明為例，檢索申請案是否有相同或相似之先前技術乃專利審查

之一大重點，在先前技術文獻廣如浩瀚之現代下，專利審查人員之有限檢索

能力及有限審查時間下，對先前技術之檢索可能有所疏漏，誤認申請案符合

專利要件，進而授予專利權，使原本不該取得專利權之發明享有排他權，公

眾倘未經專利權人之授權即不能實施該發明，對社會公眾造成不利影響，故

各國對此皆設有專利公眾審查制度，其是得藉由公眾的力量，過濾出那些原

本不該被授予專利權之發明，以提升專利品質及審查效率。 

專利公眾審查制度各國規定雖有不同，然大致上可分為專利核准前之專

                                                 
1 專利權之取得乃係經專利專責機關審查後，所授予之權利，與物權上財產權相類似，是一種私

法上之權利，然由於專利權之授予須經發明人之申請，並經專利專責機關審查，有國家權利之介

入，具有公法性質，而取得之專利權，為一財產權，具有排他權及獨佔性，專利權人得自由使用

收益，亦具有私法性質，因而專利法實則兼具公法和私法之性質，相關討論請參閱熊誦梅，當公

法遇上私法—從專利訴訟制度談起，載：當公法遇上私法 : 台灣智慧財產訴訟制度之今昔，頁

7-10，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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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公眾審查及專利核准後之專利公眾審查，前者係於專利專責機關審查過程

中，公眾得以提出與申請案相同或相似之先前技術文獻以供專利專責機關參

考，減少因專利審查人員之疏漏所造成之缺失，藉此提升專利審查效率；後

者乃係於研發者取得專利權後，公眾得以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該專利具有專

利無效理由之證據，請求撤銷專利權，使原本不該授予專利權之研發成果喪

失排他權之保護，使公眾得加以使用，藉此提升專利品質。 

專利公眾審查制度之目的乃係提升專利審查效率及專利品質，其制度如

何設計及運作為一大重點。各國對於專利公眾審查制度之設計皆有所不同，

實務運作上亦有不同，有鑑於過去學術論文對於美國、歐洲及我國之公眾審

查制度並未有一完整之探討，故本文擬探討美國、歐洲及我國公眾審查制度

之設計，並藉由外國制度設計之探討，檢視我國制度有無有資借鏡之處，期

許我國專利公眾審查制度得以更加完善，以便得以充分發揮公眾審查之力量，

提升專利審查效率及專利品質。 

  

第二節 文獻回顧 

隨著科技快速發展，國家為鼓勵社會大眾積極研發，及促進產業發展，

專利權之保護已漸趨重要，有鑑於此，本文研究前，專利相關領域之研究已

有不少，因而，在探討本文擬欲研究之範圍―專利核准後公眾審查制度之前，

須先回顧過去相關領域之文獻，以對過去相關文獻探討之內容和範圍有所瞭

解，藉由對過去研究成果之瞭解，避免重複探討，並找出本文研究內容之價

值及貢獻，期使本文之研究得以對後續研究者有所幫助。 

一、碩、博士論文  

雖專利相關領域之研究不少，然以公眾審查制度為主題之論文，尤其是

藉由對國外公眾審查制度研究，以探討我國舉發制度有無可資借鏡之處之論

文，尚屬有限，且多以美國、日本為主，探討該國之專利無效制度，以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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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舉發制度提出建議，例如「專利舉發之行政程序與訴訟制度研究
2
」，雖

該論文有對我國舉發相關程序提出探討，並將美國、日本、德國專利無效制

度歷史沿革作一說明，然由於該論文完成於 2009 年，而美國於 2011 年修法

於公眾審查制度有重大變革，於此部分之探討已不足以使後續研究者對美國

專利無效制度更為瞭解，且我國於 2011 年於專利法亦有大幅修正，尤其是

於舉發制度上，而該論文所探討之範圍為舊法時期下之制度，因而，該論文

所探討範圍已不符合時代變遷，然由於對歷史脈絡之瞭解仍屬重要，以便知

曉現今制度之變革，因而仍具參考價值，惟該文主要係以日本法為討論重心，

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 

另有相關論文「公眾審查制度與專利品質之關聯性研究
3
」，雖與本文

同為公眾審查制度之研究，然其研究範圍過廣，涉及美國、日本、歐洲、大

陸及我國公眾審查機制，且包含專利核准前和核准後之公眾審查制度，雖該

論文涉獵範圍很廣，卻因此無法對每一國家之制度詳加說明，僅為簡略介紹，

雖具有參考價值，然僅得以使後續研究者對各該國制度稍加瞭解，且於美國

及我國制度之探討亦屬舊法時期，如今修法後制度之變革，已與以往制度有

所不同。 

另相關論文「美國專利無效雙軌制之研究
4
」、「美國專利核准後行政

撤銷機制之現在與未來--以再審查與核准後複審為中心
5
」，雖該二論文均

對美國專利無效制度詳加說明，然前者著重在專利有效性雙軌制之探討，有

鑑於我國修法後新增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十六條，使我國於專利有效性

之判斷上亦成為雙軌制，其一為智慧財產局之舉發制度，其二為民事法院之

專利無效抗辯，該論文之核心在於透過美國法運行多年之雙軌制模式，提供

                                                 
2
 劉國讚，專利舉發之行政程序與訴訟制度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2009 年 7 月 
3朱浩筠，公眾審查制度與專利品質之關聯性研究，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4張君如，美國專利無效雙軌制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財法所，2010 年 01 月。 
5賴柏翰，美國專利核准後行政撤銷機制之現在與未來--以再審查與核准後複審為中心，國立交通

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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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為參考，以解決制度運作上之問題，雖亦有探討我國舉發制度，然並

非該文討論之核心。而後者僅針對美國法之探討，雖該文於探討美國舊法時

期下之再審查制度時，一併提及美國專利修正草案下之制度，然由於該論文

完成時美國發明法尚未簽屬，故僅得以美國參眾議院通過之版本加以說明，

由於該文僅針對美國法行政撤銷機制為探討，無對我國舉發制度有所探討，

與本文相關者僅在於美國行政撤銷機制上。 

國內對於歐洲異議制度探討之文獻不多，縱使有提及，亦僅為論文之一

小部分
6
，未對異議制度作一完整說明，雖有提及，亦非探討核心。 

最近與本文最為相關之論文為 2013 年完成之「專利公眾審查制度之研

究
7
」，該論文以美國、日本及我國專利公眾審查制度為主題，包含核准前

與核准後之制度介紹，雖該文針對美國及我國之探討已為修法後之制度，然

由於探討範圍甚廣，對於美國制度評析部分及美國與我國制度之比較分析較

為簡略，且由於美國本次修法新增之核准後複審制度乃係參考歐洲異議制度

而設計，該文並未一併對歐洲制度加以介紹，因而，本文擬將歐洲、美國及

我國公眾審查制度作一完整說明，並加強比較分析部分，期使我國得以加以

借鏡。  

綜上所述，雖過去相關研究與本文略有重疊之處，然由於美國、我國專

利公眾審查制度均於 2011 年修法後有重大變革，因而上述論文與本文縱有

重疊之處，亦多為舊法時期下之制度探討。其次，過去文獻對歐洲異議制度

之相關研究甚少，僅略為提及，非探討之核心。有鑑於過去並無一論文針對

美國、歐洲及我國公眾審查制度為討論核心，並就各該制度加以比較分析，

因而本文擬以美國、歐洲及我國公眾審查制度為探討核心，對美國及我國修

法後現行制度詳加說明，附帶提及舊法時期下之制度，並對歐洲異議制度詳

加說明，同時對美國、歐洲及我國公眾審查制度作一比較分析，透過對美國、

                                                 
6 朱浩筠，公眾審查制度與專利品質之關聯性研究，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簡子婷，歐洲專利制度整合之研究，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2005 年 7 月。 
7 藍仁駿，專利公眾審查制度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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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制度之分析，以瞭解各該制度之優缺點，藉此提供我國舉發制度加以借

鏡，期使我國舉發制度得以更加健全。 

 

二、期刊文獻 

我國專利法修法於 2011 年公布，於 2013 年開始施行，於舉發制度有大

幅變革，雖修法前專利法於實務運作上有些許問題，大部分已於修法後加以

解決，然新法之設計仍可能產生問題，本文以下乃就國內期刊對我國舉發制

度之探討作一回顧。 

修法後允許舉發人對部分請求項提起舉發，且專利專責機關亦須逐項審

定，相關期刊「專利權之整體性與舉發審查的探討
8
」及「申請專利範圍、

請求項及更正之法律議題研析
9
」中乃對舉發制度以往採取專利權整體性概

念作一探討，縱使只有一請求項具有專利無效理由，亦將作出全案舉發成立

之審定，由於我國專利制度採取多項式，其內涵為每一請求項即為一專利權，

舉發提起及審定基礎本應為各別請求項，故該文認為我國實務以往採取專利

權整體性乃為行政便宜措施，且為對多項式本質有所誤解所致。 

另相關期刊「專利新法「部分准駁原則」與「專利權人更正利益」之交

錯――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06 號判決評析
10
」及「專利舉發之行

政審查與司法審判
11
」，對於智慧財產局審定處分前是否通知專利權人予以

更正，並於行政救濟階段法院認為智慧財產局對於哪些請求項不符專利要件

應予更正作出不正確審理，說明實務如何運作，由於舊法時期係採專利權整

體性概念，只要有一請求項不符專利要件，舉發即成立，因而智慧財產局於

                                                 
8 高山峰，專利權之整體性與舉發審查的探討，專利師，第 1 期，頁 75-81，2010 年 4 月。 
9 黃銘傑，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及更正之法律議題研析，專利師，第 10 期，頁 57-79，2012

年 7 月。 

10 吳雅貞，專利新法「部分准駁原則」與「專利權人更正利益」之交錯──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06 號判決評析，萬國法律，第 187 期，頁 11-21，2013 年 2 月 
11 陳邦禮，專利舉發之行政審查與司法審判，專利師，第 4 期，頁 36-45，2011 年 0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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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舉發成立審定前將會通知專利權人提出更正，倘專利權人認為智慧財產

局審理有誤，而不予更正，於行政救濟階段實務上之運作為縱使法院認為智

慧財產局對於何請求項不符專利要件之審理有誤，由於採取專利權整體性概

念，亦不影響結果。上述二篇期刊均認為由於智財局不正確審理，致使專利

權人對是否更正作出不正確評估，將會影響專利權人之利益，因而只要法院

倘認不符專利要件之請求項與智財局不同，應撤銷原處分，發回智財局重新

審查，使舉發案件回復未審定前狀態，使專利權人仍得予以更正以資救濟，

以維持專利權人之程序利益。此問題於修法後改採逐項審定制度應可解決。 

另修法後廢除職權撤銷制度，並新增職權調查制度，相關期刊「專利舉

發爭訟程序之原則
12
」及「專利舉發及民事訴訟中專利有效性之職權審查

13
」

即對此程序加以探討，前者乃以舉發制度究為處分權主義或是職權探知主義

為探討核心，分別就新舊法及實務予以討論。後者提及新法新增之職權調查

程序，認為該程序得以使專利有效性之爭議一次解決，應予贊同。上述兩期

刊引發本文對修法後新增之職權調查程序應否存在之疑義，因而本文將於第

四章我國舉發制度介紹部分深入探討。 

另相關期刊「專利舉發制度的變革
14
」「新專利法關於舉發規定之介紹

與評析
15
」及「新專利法有關舉發之修正及其實務影響

16
」，乃對修法後新專

利法相關規定作一介紹，並加以評析，前二者主要係對修法後新專利法之變

革加以說明，後者除提及修法之變革外，亦對新法可能產生之影響作一說明，

諸如新專利法第 75 條新增職權審查新證據制度，是否會造成專利專責機關

                                                 
12 洪珮瑜，專利舉發爭訟程序之原則，萬國法律，第 180 期，頁 72-77， 2011 年 12 月。 
13 洪佩瑜，專利舉發及民事訴訟中專利有效性之職權審查，萬國法律，第 188 期，頁 28-34，2013

年 4 月。 
14 簡秀如，專利舉發制度的變革，理律法律雜誌雙月刊，頁 3-5，2011 年 3 月。 
15 黃于珊；蘇三榮，新專利法關於舉發規定之介紹與評析，全國律師，第 16 卷 6 期，頁 29-39， 

2012 年 6 月。 
16 劉國讚，新專利法有關舉發之修正及其實務影響，萬國法律，第 184 期，頁 35-48，201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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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幫助舉發人之嫌疑，又如逐項審定之結果為部分舉發成立，部分舉發不成

立，專利權人及舉發人分別對同一專利權提起行政救濟，可能導致救濟結果

產生矛盾現象等問題。 

其他如「簡介我國專利舉發審查基準修正重點（ㄧ）」及「簡介我國專

利舉發審查基準修正重點（二）」
17
為針對修法後專利審查基準相關規定之

修正為主題，簡介我國專利舉發審查基準修正重點，使對於舉發相關審查原

則更得以充分瞭解。 

另外，「我國之專利無效審判原則的探討―與日本專利無效制度之比較

18
」及「兩岸專利舉發、無效宣告實務比較

19
」乃對我國舉發制度與日本或大

陸專利無效制度之比較，礙於篇幅有限，日本和大陸專利無效制度不在本文

討論範圍內，有興趣之研究者得自行參考之。 

其他與專利舉發相關文章，如「專利舉發程序中之申請專利範圍更正
20
」

「林國塘，專利更正實質變更案例研析－－以 98 行專訴第 78 號及 99 行專

訴第 28 號為中心
21
」「從我國專利案件行政訴訟實務看「專利權人提出更正

之時間點
22
」」「我國更正制度中「實質變更申請專利範圍」之要件初探

23
」

「論專利侵害訴訟中對專利無效抗辯之更正
24
」，均為以更正為探討核心，

更正為專利權人對抗舉發人之防禦方式之一，因而更正與舉發息息相關，然

                                                 
17 張耀文，簡介我國專利舉發審查基準修正重點（ㄧ），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165 期，頁 7-27，

2012 年 9 月；朱浩筠、黃濟陽，簡介我國專利舉發審查基準修正重點（二），智慧財產權月刊，

第 165 期，頁 28-43，2012 年 9 月。 
18 高山峰，我國之專利無效審判原則的探討─與日本專利無效制度之比較，專利師，第 6 期，

頁 66-82，2011 年 7 月。 
19 孫寶成，兩岸專利舉發、無效宣告實務比較，專利師，第 13 期，頁 44-62，2013 年 4 月。 
20 簡秀如，專利舉發程序中之申請專利範圍更正，理律法律雜誌雙月刊，頁 7-8，2010 年 9 月。 
21 林國塘，專利更正實質變更案例研析－－以 98 行專訴第 78 號及 99 行專訴第 28 號為中心，

智慧財產權，頁 77-105，2011 年 6 月。 
22 許凱婷，從我國專利案件行政訴訟實務看「專利權人提出更正之時間點」，專利師，第 8 期，

頁 1-11，2012 年 1 月。劉國讚，論專利侵害訴訟中對專利無效抗辯之更正，萬國法律，第 178

期，頁 13-25，2011 年 8 月。 
23 宋皇志，我國更正制度中「實質變更申請專利範圍」之要件初探，專利師，第 8 期，頁 12-29，

2012 年 1 月。 
24 劉國讚，論專利侵害訴訟中對專利無效抗辯之更正，萬國法律，第 178 期，頁 13-25，201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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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於篇幅有限，本文以舉發為討論重點，相關更正規定僅簡略提及，非本文

討論核心，有興趣之研究者得自行參考之。 

綜上所述，我國國內舉發相關期刊甚多，由於我國 2011 年公布修正之

專利法於舉發制度有重大變革，國內文獻多提出舊法時期可能產生之問題，

並以修法後之相關規定加以評析，藉此贊同修法後舉發制度，然亦有學者提

出修法後新專利舉發制度可能造成之影響及問題，本文乃參考上述國內學者

之評析，提出本文見解，以資參考。 

 

第三節 研究範圍 

誠如前述，專利公眾審查制度區分為專利核准前及核准後之制度，礙於

篇幅大小，本文僅針對專利核准後之公眾審查制度做一探討，對於專利核准

前之公眾審查制度即不多加說明。 

本文研究範圍為美國、歐洲及我國專利核准後之公眾審查制度： 

1. 歐洲專利公約下之異議制度，附帶提及專利權人請求限縮或撤銷程

序，並對相關上訴程序作一說明。 

2. 美國本次修法後專利法法下之單方再審查、核准後複審、雙方複審

制度，同時將順帶一提舊法下之雙方再審查制度。 

3. 我國本次修法後現行專利法下之舉發制度。 

 

以上各國之專利核准後公眾審查制度將於本文以下各個章節詳細介紹，

以下部分僅對各國制度作一簡略概述。 

一、 歐洲公眾審查制度―異議程序 

歐洲專利核准後之公眾審查制度，歐洲專利局設有異議制度

(Opposition)，任何人得於歐洲專利核准後並於歐洲專利公報公開後 9個月

內，向歐洲專利局提起異議，由異議部門進行審查，惟並非所有事由皆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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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異議，異議申請人僅得基於歐洲專利公約第 100 條所規定之異議理由，

始得提起異議。 

異議部門收到異議申請書後，將先審查申請書是否有不符規定之瑕疵存

在，而根據瑕疵之不同，作出視為未申請或駁回異議不予受理之決定。倘申

請書無形式上之瑕疵，異議申請即為可受理，異議部門將進行實質審查，亦

即對異議之申請實質上有無理由進行審查，倘審查後認為異議無理由，將作

出駁回異議之決定；反之，倘異議有理由，將作出撤銷專利之決定；倘專利

權人於審查過程中對其專利提出更正，且異議部門認為更正後之專利已符合

歐洲專利公約所規定之要件，則將作出維持更正後專利有效性之決定。異議

申請人對於異議決定不服時，得向上訴委員會(Board of Appeal)提起上訴，

上訴委員會所作之決定為最終決定，原則上不得再提起上訴。 

 

二、 美國公眾審查制度―單方再審查、核准後複審及雙方複審程序 

美國專利核准後之公眾審查制度，早期僅得於專利侵權訴訟中，藉由被

告主張專利無效抗辯，由法院對專利有效性進行審查，亦即美國人民僅能透

過法院對專利有效性進行挑戰。 

 有鑑於訴訟成本過高，於 1980 年美國修法後新增單方再審查制度(Ex 

parte reexamination)
 25
，任何人於任何時間皆得以書面形式向美國專利局

提供相關之專利或出版物作為先前技術，申請單方再審查，於申請後三個月

內，由審查機關中央再審查組(Central Reexamination Unit)決定是否申請

人提出再審查之請求項具有新的實質可專利性問題，倘若審查後認為申請再

審查之請求項無新的實質可專利性問題時，將作出駁回申請之決定；反之，

倘認為有新的實質可專利性問題時，即下令進行再審查。專利權人不服再審

                                                 
25 Lori A. Gordon & Glenn J. Perry, Post-Grant Invalidity Challenges at the USPTO：Congress Built It, 

But Will They Come?, in THE IMPACT OF THE LEAHY-SMITH AMERICA INVENTS ACT :LEADING 

LAWYERS ON INTERPRETING AND APPLYING THE PATENT REFORM ACT OF 2011 

101,102(ASPATORE,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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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結果時，得上訴至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對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之決定不服時，得依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

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由於單方再審查制度，再審查申請人得參與過程有限，且申請人不服再

審查結果時，無救濟途徑，於 1999 年修法增加了雙方再審查制度
26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提升再審查申請人參與程度，及增加申請人之救

濟途徑，並增設禁反言規定，亦即申請人經雙方再審查程序挑戰失敗時，不

得基於程序中曾提出或可能可以提出之同一理由或證據再次提起再審查程

序或提起民事訴訟主張專利無效。 

 由於單方再審查程序和雙方再審查程序於設計上均有所限制，各有有其

缺失，造成其利用率持續無法提升，無法達成美國國會原本欲提升美國專利

商標局於專利無效制度地位，及使民眾得以多加利用公眾審查制度對品質不

良之專利提出質疑，以提升專利品質之目的。 

 因此，於 2011 年修法時新增核准後複審程序(Post-grant review)，並

將雙方再審查程序作一修正，以雙方複審程序(Inter partes review，另有

學者稱之第三方複審
27
或多方複審

28
)取代之，期使公眾審查制度趨於完善。

核准後複審程序係指專利權人以外之任何人於繳納申請費後，得於核准專利

或再頒發專利後 9個月內向美國專利商標局提出申請，由審查機關專利審判

及上訴委員會決定是否開啟核准後再審查，唯有申請人提出之證據有一半以

上的機率得以證明至少一請求項不具可專利性，或申請人提出對於其他專利

或申請中之專利案而言具重要性且為新的或尚未解決之法律問題，始會開啟

                                                 
26 Id. 
27 馮震宇，美國專利救濟制度改革複審救濟程序效益顯現，專利情報。 

參見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9730 
28 徐仰賢，美國專利訴訟外之新選項—多方複審程序(IPR)介紹暨實務分析，專利情報。 

參見 http://cdnet.stpi.narl.org.tw/techroom/pclass/2013/pclass_13_A1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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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後複審程序，進行審理程序。核准後複審程序當事人之任一方不服專利

審判及上訴委員會所作之決定時，得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此外，核准

後複審程序設有和解機制，申請人提起核准後複審後，於專利審判及上訴委

員會尚未作出決定前仍得與專利權人進行和解，以脫離程序。 

 而雙方複審程序基本上與核准後複審程序大致相同，不同者有三，其一

為提起期間為核准專利權後 9個月後或核准後再審查程序終結日後，其二為

得提起事由僅限於新穎性和非顯而易見性，其三為程序開啟要件―申請人所

提出之證據須得以證明至少一項請求項有使專利無效之合理可能性，始會開

啟程序，進行審理程序。 

 

三、 我國公眾審查制度―舉發程序 

我國專利核准後之公眾審查制度，智慧財產局(簡稱智財局)設有舉發制

度，原則上任何人得於專利權存續期間向智財局提起舉發，我國同美國和歐

洲，對於得提起舉發之事由設有規定，須為我國專利法所規定之情事始得提

起。經由舉發人及專利權人互相攻防答辯後，由智財局加以審理並作成審定。

舉發人不服智財局之舉發審定時，需先向訴願機關提起訴願，對訴願決定不

服時，始得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2013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新專利法，於舉發制度有重大變革，本次修法，

除專利法本文暨施行細則外，尚包括舉發審查基準之修訂，幾乎全面翻新了

我國專利舉發制度，包括： 

1. 廢除依職權審查制度。 

2. 增訂得提起舉發之事由。 

3. 允許部分提起舉發，且舉發之審定係針對各請求項分別審定。 

4. 增訂舉發時應載明舉發聲明之規定，且該舉發聲明提起後不得變更或追

加，但得縮減。 

5. 增訂舉發人補提之理由或證據有遲滯審查之虞或事證已臻明確，逕予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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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6. 增訂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聲明內得依職權調查新證據。 

7. 刪除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通知專利權人更正。 

8. 增訂舉發案伴隨更正案之合併審查及合併審定。 

9. 增訂同一專利權有多件舉發案之合併審查及合併審定。 

10. 增訂舉發案得撤回時間點之限制。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文係以歐洲、美國及我國專利核准後公眾審查制度為研究主題，藉由

國外制度之探討，以供我國制度予以借鏡，因而，本文之研究方法主要為文

獻分析法和比較研究，藉由蒐集美國、歐洲及我國之相關文獻和法規後，分

析各國制度之異同和優缺點，作一制度之比較和評析，以提出本文建議以資

參考。 

 

第五節 論文架構 

本文第一章為緒論。第一節說明本文研究之動機和目的；第二節回顧我

國國內碩博士論文及期刊文獻；第三節提出本文研究範圍；第四節說明本文

之研究方法；第五節為本文之架構。 

第二章為歐洲專利異議制度之研究。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就歐洲異議

制度作一詳細說明；由於專利權人已不得再透過提起異議程序更正其專利，

因而第三節乃就專利權人得提起限縮或撤銷程序更正其專利之相關規定作

一介紹；第四節提出相關救濟程序加以說明；第五節為本章結論；於上述每

個部分本文均於每節最後部分提出本文見解加以評析。 

第三章為美國公眾審查制度―再審查程序、核准後複審程序及雙方複審

程序之研究。第一節為前言，就美國於 2011 年專利法修法前後之歷史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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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說明；其次就公眾審查制度各程序逐一說明，依序為第二節單方再審查

程序、第三節雙方再審查程序、第四節核准後複審程序及第五節雙方複審程

序，並對各程序提出本文見解加以評析；第六節為本章結論。 

第四章為我國舉發制度之研究。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就我國修法後現

行之舉發制度作一完整介紹；第三節針對修法後增修之舉發規定提出本文見

解加以評析；第四節藉由歐洲、美國公眾審查制度與我國舉發制度作一比較

分析，並就國外制度之優缺點提出本文建議，期使我國舉發制度得以更臻健

全；第五節為本章結論。 

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整合各章研究內容，並以歐洲、美國制度為借鏡，

提出本文建議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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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歐洲專利異議制度 

第一節 前言 

於 1973 年簽訂歐洲專利公約以前，專利申請人倘欲向歐洲各國申請專利，

須向各國逐一提出專利申請案，然由於歐洲國家數量眾多，倘專利申請人欲向數

個國家申請專利，由於各國對專利申請之規定不一，不但須向各國個別提起符合

各國申請規定之專利申請案，尚須繳納多次申請費用，且由於各國專利法及審查

程序不盡相同，即使同一發明核准與否於各國可能取得不同之結果，換言之，某

一國家對該發明授予專利，他國可能認為不符專利要件而駁回專利申請，對專利

申請人而言，極為不便。因而，於 1973 年歐洲各國簽屬歐洲專利公約，創造一

個對其締約國一體適用之法律制度，設置集中申請、審查和授與歐洲專利之制度，

企圖簡化和統一歐洲專利申請程序
29
，自此，專利申請人欲向各國申請專利，得

向歐洲專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申請專利，經歐洲專利局核准後成為歐洲

專利，效力及於各締約國。換言之，申請人倘欲向數個歐洲國家申請專利，不必

再逐一提出申請，得於向歐洲專利局申請時指定專利保護國，然取得歐洲專利後，

並非直接於各指定保護國生效，仍須進入各國辦理登記，才能在各國境內生效，

惟此登記僅為一行政手續，各國不再進行實質審查。 

相同地，歐洲專利公約設有異議制度
30
，使挑戰者對有問題之專利得直接向

歐洲專利局提起異議，由歐洲專利局進行審理，倘歐洲專利局審定結果認為該專

利不具可專利性，應撤銷專利，歐洲專利局之撤銷決定對全部指定保護國生效，

亦即該專利同時於所有指定保護國均被撤銷
31
。於歐洲專利公約簽定前，挑戰者

須向各國國內法院提起撤銷程序，然因歐洲各國法律不同或可能對引證文件有不

                                                 
29 劉孔中、Heinz Goddar、Christian W.Appelt、蔡季芬合著，歐洲專利實務指南，頁 2，2013 年 7

月。 
30 See ANDREW RUDGE, GUIDE TO EUROPEAN PATENTS 363-391(2013)；see also GERALD PATERSON, 

THE EUROPEAN PATENT SYSTEM: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85-129(2d ed. , 2001). 
31 GERALD PATERSON, THE EUROPEAN PATENT SYSTEM: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85 (2d ed. ,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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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解讀，同一引證文件可能於某一國家挑戰成功，但無法於另一國家挑戰成功，

造成欲挑戰之專利可能於某國被撤銷，而於某國仍然有效存在，於歐洲專利公約

簽訂後，挑戰者仍得逐一向各國國內法院提起撤銷程序以挑戰專利有效性，然唯

一會使歐洲專利於各指定保護國同時失效之手段為向歐洲專利局提起異議程序。

挑戰者為避免逐一向各國國內法院提起撤銷程序可能造成不同之結果，通常均會

利用歐洲異議制度以請求撤銷系爭專利。 

承前所述，申請人得選擇向歐洲專利局提起異議程序或向各國國內法院提起

撤銷程序，然申請人是否僅得於二者中擇一進行，抑或是得同時提起?多數國家

之規定乃為歐洲專利異議制度得與各國國內撤銷程序併行
32
，申請人得向歐洲專

利局提起異議之時，同時向各國國內法院提起撤銷程序，亦即申請人無庸待歐洲

專利局異議程序審定後，始得向各國法院提起撤銷程序，異議制度與國內法院撤

銷程序並無審理之優先性，國內法院得知同時有異議程序進行中，於異議程序未

終結前是否停止審理，各國有不同慣例
33
。然有少數國家(如德國)，只要異議程

序仍得提起或異議程序審定前，不得向德國法院提起無效訴訟。。 

挑戰者提起異議後，專利權人得於異議程序進行中提出更正，然專利權人亦

得不待其專利被提起異議後再予更正，而於自行發現該專利存在不具可專利性之

瑕疵時或認其專利已無存在之必要時，即得向歐洲專利局提起限縮或撤銷程序，

以主動對其有問題之專利加以更正。 

本文以下擬將對歐洲異議制度、專利權人請求撤銷或限制程序及相關救濟途

徑作一詳細說明，並提出本文見解加以評析，以供參考。 

 

 

                                                 
32 See Susan J. Marsnik, Will the America Invents Act Post-Grant review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atents? A Comparison with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Opposition, in THE CHANGING FACE OF 

AMERICAN PATENT LAW AND ITS IMPACT ON BUSINESS 183,196(Daniel R. Cahoy & Lynda J. Oswald, 
eds. ,2012) 
33 See Filip De Corte et al, AIA Post-Grant Review & European Oppositions: Will They Work in 
Tandem, or Rather Pass Like Ships in the Night?, 14 N.C. J. L. & TECH. 93,11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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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歐洲專利異議制度 

於本節介紹歐洲異議制度前，本文擬先以一流程圖簡略說明異議制度之運作

流程，期使讀者得以對該制度有初步瞭解後，於閱讀以下介紹時，得以更加明瞭，

請參閱下圖。 

 

 

圖一 歐洲異議制度之流程圖 

(筆者參閱歐洲異議制度相關規定後自行畫製) 

 

第一項 提起異議之期間、主體及客體 

按歐洲專利公約第 99 條之規定，任何人得於歐洲專利核准後並於歐洲專利

公報公開後 9個月內，向歐洲專利局提起異議(Opposition)
34
，由異議部門

(opposition division)進行審查。此處之任何人乃指自然人和法人，但不包括

                                                 
34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rt.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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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人
35
，其實於 1997 年以前專利權人得對其自己之歐洲專利提起異議，以藉

此更正其專利，然於 1997 年以後，擴大上訴委員會(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決定排除專利權人提起異議之資格，理由在於異議程序之本質為雙方當事人程序，

自此之後，專利權人不再得透過提起異議之方式更正或限縮核准後之專利
36
，然

修正後之歐洲專利公約允許專利權人提起限縮程序以更正其專利，將於本章之第

三節有詳細說明。 

此外，歐洲專利公約允許稻草人(straw man)以自己之名義為欲提起異議之

挑戰者提起異議
37
，稻草人乃指欲挑戰專利但不願表示身分之人之代表人，亦即

倘挑戰者不願透漏其身分，得藉由稻草人以隱藏其身分，避免挑戰失敗，反而受

到專利權人提起侵權訴訟之風險，然專利權人不得藉由稻草人對其自己之專利提

起異議，否則係屬違反歐洲專利公約之規定
38
。 

異議得由一人以上共同提起，為了保護專利權人之權利和程序效能，程序進

行過程中，須清楚指明共同異議申請人。倘共同異議人中之一人欲撤回異議，須

指定共同代表人，由其通知歐洲專利局
39
。 

提起異議之客體須為經歐洲專利局核准之歐洲專利，惟即使該歐洲專利於各

指定保護會員國已經失效或經專利權人聲明拋棄，仍得提起異議
40
，原因在於專

利拋棄或失效均無溯及既往之效果，亦即係自拋棄或失效之日起始不再受專利保

護，故專利存續期間所產生之權利，縱使專利失效或經專利權人拋棄後仍可能有

可回復之利益
41
。 

 

 

                                                 
35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I, 4. 
36 See Fillip De Corte et al, supra note 33, at 100. 
37 Id. 
38 Id. , at 101. 
39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I, 4. 
40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rule 75. 
41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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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異議提出之形式及異議申請書之內容 

異議申請人欲提起異議申請，應以書面向歐洲專利局提出異議申請書，

並附加理由
42
，惟目前歐洲專利局亦開放異議申請人以電子或傳真之方式提

出申請。 

異議申請書中異議申請人須依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 41 條第 2項第

3款註明其姓名、住址及國籍，同時須敘明欲提出異議之歐洲專利案號、發

明名稱及專利權人，且異議申請人須提出異議之範圍及理由，並附加支持所

述理由之事實及證據，倘異議申請人有指定代理人，則須敘明代理人之姓名

及營業所
43
。 

異議申請人提出異議申請書時應同時提交相關文件，倘未提交或未於歐

洲專利局指定之期限內提交，異議部門將不予審酌
44
。 

 

第三項 提起異議之事由 

基於歐洲專利局審查官之有限檢索能力及審查時間，於是否核准專利之審查

過程中，無法完全嚴密審查，以致原本不該取得專利之發明，因誤認符合專利要

件而授予專利權，故歐洲專利公約設有異議制度，使任何人得於歐洲專利核准後

並於歐洲專利公報公開後 9個月內，向歐洲專利局提起異議，惟並非所有事由皆

得以提起異議，僅得基於歐洲專利公約第 100 條所規定之異議理由，始得提起異

議，茲分述如下： 

一、依據歐洲專利公約第 52 條至第 57 條，歐洲專利之標的不具可專利性者
45
，

以下乃就歐洲專利公約第 52 條至第 57 條作一說明
46
： 

1. 發明之申請違反歐洲專利公約第 52 條不符發明定義者 

                                                 
42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rule 76(1). 
43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rule 76(2). 
44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rule 83. 
45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rt. 100(a). 
46 相關討論亦得參照曾陳明汝著、蔡明誠續著，兩岸暨歐美專利法，頁 238-249，2009 年 1 月，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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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研發成果符合新穎性、進步性及具產業利用性之專利要件即得授

予專利，然縱使符合上述專利要件，倘研發成果為下述幾款，因不符發明定

義，仍不得授予專利： 

(1) 單純之發現； 

(2) 科學理論或數學方法； 

(3) 具美感之創作； 

(4) 利用人類精神活動始能執行之方法、計畫及規則，例如玩遊戲、經營商

業活動或寫電腦程式之方法； 

(5) 僅為單純資訊之呈現。 

2. 發明之申請違反歐洲專利公約第 53 條為法定不得授予專利之標的者，

歐洲專利於下列情形應不被核准： 

(1) 違反公序良俗之商業應用。 

(2) 動、植物或生產動植物之生物學方法；但微生物學之生產方法，不在此

限。 

(3) 人類或動物之外科手術方法或診斷、治療方法；但在這些方法中使用之

產品，尤其是物質或合成物，不在此限。 

3. 發明之申請違反歐洲專利公約第 54 條不具新穎性者 

倘發明非現有技術，則發明具有新穎性。現有技術乃指任何發明申請案

之申請日前經由書面或口頭描述、使用或其他方式公開於社會大眾者；申請

在先而在發明申請案之申請日後始公開之歐洲專利申請案亦視為現有技術。

惟須特別注意者，用於歐洲專利公約第 53 條第 3款人類或動物之外科手術

方法或診斷、治療方法之物質或合成物雖已構成現有技術之一部分，然倘該

物質或合成物具有特殊用途，且該用途不包含於現有技術中，則該物質或合

成物之可專利性不因而被排除。 

4. 發明之申請違反歐洲專利公約第 55 條喪失新穎性之公開者 

雖發明為已公開之現有技術即喪失新穎性，然申請人於國際展覽公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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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之官方主辦或認可之國際展覽公開其發明，倘該事實之發生於發明申請

案之申請日 6個月內，發明之公開不喪失新穎性。惟唯有申請人於提出歐洲

專利申請案時敘明該事實之發生及提出支持之證據，始得適用前述發明之公

開不喪失新穎性之規定。 

5. 發明之申請違反歐洲專利公約第 56 條不具進步性者 

倘所屬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認為發明對於現有技術非顯而易見，則該

發明具進步性。惟對於歐洲專利公約第 54 條第 3項規定視為現有技術之先

申請案，則不納入進步性之判斷，亦即申請在先而在發明申請案之申請日後

始公開之歐洲專利申請案非作為進步性判斷之基準。 

6. 發明之申請違反歐洲專利公約第 57 條不具產業利用性者 

倘發明得被製造或使用於任何種類之產業，包含農業等產業，則該發明

具產業利用性，反之，則不具有產業利用性。 

二、發明未清楚及完全揭露，使該技術領域具通常知識技術者無法據以實施者
47
 

三、歐洲專利標的超出原申請時之內容者，例如分割案或追加案
48
 

 

上述每個異議理由均為一個獨立反對專利有效性之法律依據，異議申請人得

僅基於其中一個理由而向歐洲專利局提起異議。惟須特別注意，以下主張，非得

提起異議之理由
49
： 

1. 發明人名稱錯誤 

2. 專利權人無資格申請歐洲專利 

3. 專利標的缺乏單一性 

4. 申請專利範圍不被發明說明所支持。惟倘若同時主張申請專利範圍太過廣泛，

發明說明不足以揭露標的，而符合上述異議理由二之規定，則得以提出異

議。 

                                                 
47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rt. 100(b). 
48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rt. 100(c). 
49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II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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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利之發明說明或圖式的格式和內容不符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 42 條和

第 46 條之規定 

6. 單純聲明優先權錯誤。然，倘異議理由涉及先前技術，因優先權日具有決定

性的重要性，則須於異議程序中實質審查。 

 

第四項 異議之審查程序 

第一款 異議部門之形式審查 

異議申請人向歐洲專利局提出異議申請後，由異議部門進行審查
50
，異

議部門乃由三個技術審查官組成，其中至少二個審查官未曾參與專利申請案

之核准審定，於通常之情形下，將有一位原本核准專利之審查官參與異議之

審查
51
，原因在於為確保至少有一位審查官對系爭專利有所瞭解

52
。倘異議部

門之審查官於歐洲專利核准後公開於專利公報前即收到異議申請書，則應通

知異議申請人其異議申請未被視為已提出，倘異議申請費已經繳納，應退還

與申請人
53
。 

異議部門之審查官收到異議申請書後，將審查異議申請書是否存在有不

符規定之瑕疵，倘有瑕疵存在，將根據瑕疵之不同，作出不同之決定。倘存

在有以下所述第一種瑕疵而異議申請人未及時補正，審查官將作出異議申請

視為未提出之決定；倘存在以下所述第二種瑕疵而異議申請人未及時補正，

審查官將作出不予受理之決定。以下茲就上述二種情形作一詳細說明： 

一、倘異議申請書有下列瑕疵，且異議申請人未及時補正，異議將被視為未

提出(the opposition being deemed not to have been filed)
54
： 

1. 異議申請費未於異議申請期間繳納。然，倘異議申請費用中只有其

                                                 
50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rt. 101. 
51 See Kevin Greenleaf et al, Comparing the Opposition Proceedings of Europ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NO. 6 LANDSLIDE 36,38( 2013). 
52 See Filip De Corte et al, supra note 33, at 110. 
53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IV, 1.1 
54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IV,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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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小部分未繳納，審查官將審查是否此部分可加以忽略，倘可以

忽略，申請費用將被視為已繳納，則瑕疵不存在。 

2. 異議申請書未簽名，且未於審查官指定之二個月期間內補正。自然

人或法人無住所或主要營業所者，須依歐洲專利公約第 133 條第 2

項之規定須指定專業代理人，而代理人未於異議申請書簽名。 

3. 以傳真方式申請異議，經審查官要求，未於期間內補充審查官所需

資訊。 

4. 當異議係由異議申請人之代理人或受雇人所提出，未於期間內補充

審查官所需資訊。 

5. 異議申請雖於異議期間內提出，但未以歐洲專利局官方語言(英文、

法文、德文)提出。又，倘異議申請人適用歐洲專利公約第 14 條第

4項之規定例外得以非歐洲專利局之官方語言提出異議申請，其翻

譯本未於異議期間內提出，或未於延長之一個月內提出。 

二、倘異議申請書有下列瑕疵，且異議申請人未及時補正，異議將不予受理

(the opposition being rejected as inadmissible)
55
： 

1. 異議申請書未於異議期間(專利核准公開後 9個月內)以書面提出

與歐洲專利局。舉例而言，倘異議申請書於 9個月後始提出，或

雖於 9個月期間內提出，但只有以電話口頭提出。又如，異議雖

於異議期間內向締約國之中央工業產業局或當權者提出，但其未

提交或未及時提交給歐洲專利局，原因在於上述機關沒有法律義

務將異議申請提交與歐洲專利局。 

2. 異議申請未提供足夠明確資訊以指明欲提起異議之歐洲專利，亦

即歐洲專利局無法辨別異議申請書內提出之相關專利為哪一歐洲

專利案。舉例而言，倘異議申請書僅提及爭議專利之專利權人及

                                                 
55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rule 77；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IV,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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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名稱，則不足以指明歐洲專利，除非該專利權人只擁有一個

專利，或雖擁有數個專利，但只有一個標的符合異議申請書中之

發明名稱。換言之，異議申請書只要敘明歐洲專利案號即足以指

明，惟前提係未提出其他具有矛盾性之資訊，且該矛盾無法經由

其他提供之資訊加以解決，例如專利案號和專利權人不一致。  

3. 異議申請書無聲明提出異議之範圍，亦即異議申請書未指明異議

之提出係針對全部專利或部分專利請求項。換言之，異議申請書

須敘明異議之提起係針對全部申請專利範圍或只針對一個請求項

或一個請求項之部分(例如實施例)。 

4. 異議申請書無敘明異議理由，亦即異議申請書未提及歐洲專利公

約第 100 條所提及之異議理由。倘異議理由為違反歐洲專利公約

第 52 條至第 57 條之不具可專利性者，應至少指明是哪一情形之

不具可專利性。 

5. 異議申請書未指明事實、證據及理由以支持異議之提出，倘申請

人提出數個異議理由，然事實、證據和理由只須支持其中一個理

由，異議仍可受理，而支持其他異議理由之事實、證據和理由得

於其後再予以提交，不會影響異議之受理。 

6. 異議申請書未清楚指明異議申請人之身分 

7. 異議申請書不符合上述以外之其他形式要件。 

審查官發現上述瑕疵後，將通知異議申請人，使之於指定期間內補正。

惟並非所有瑕疵，審查官均有義務予以通知，於前述第一種瑕疵中 2和第二

種瑕疵中 7之情形，基於法律規定，審查官有義務通知異議申請人；其餘情

形，審查官無通知之義務，即使未通知，異議申請人亦不得提起救濟
56
。 

倘未存在有上述瑕疵，異議申請即為可受理，異議部門會將異議申請書

送達專利權人，使其於審查官指定期間內(通常是四個月)表示意見或對說明

                                                 
56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IV, 1.3.3. 



 

25 
 

書、申請專利範圍和圖式提出更正。對於專利權人之答辯及更正，異議部門

應通知異議申請人，如有必要，應使其於指定期間內作出回應
57
。 

 

第二款 異議部門之實質審查 

第一目 審查之開啟 

倘異議申請通過前述形式審查，異議即為可受理，異議部門將對異

議之申請實質上有無理由進行審查，亦即判斷申請人所提異議理由是否

符合歐洲專利公約第 100 條所規定之異議理由
58
。 

第二目 審查範圍 

原則上倘異議申請人係針對專利中某些部分提起異議，則異議部門

僅得審查被提起異議之部分，亦即異議部門審查範圍原則上僅限於提起

異議部分。然，倘異議之提起係針對某一獨立項，則附屬項亦包含於異

議範圍內，異議部門亦須一併審查
59
。 

  第三目 異議理由之審查 

原則上異議部門應對異議申請人所提出之異議理由進行審酌，惟異

議申請人未提出之異議理由，倘審查官就其審查經驗，認為於異議範圍

內有其他得使專利無效之理由，仍得依職權進行審查
60
。蓋一旦發動異

議審查，由於異議已為可受理，有理由去相信有其他足以推翻歐洲專利

有效性之理由存在。審查官依審查經驗職權審查之其他得使專利無效之

理由得歸因於檢索報告或審查過程中所產生之事實、審查者之個人知識

或第三人根據歐洲專利公約第 115 條所提出之意見
61
。 

於審查過程中，相關事實之主張若看起來可信，且未被他方當事人

                                                 
57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rule 79；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IV, 5.2. 
58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V, 1. 
59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V, 2.1. 
60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rule 81(1). 
61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V,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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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挑戰，異議部門即會納入審酌，不須進一步之證據。然，倘事實有爭

議或非可信的，主張該事實之當事人須證明之，倘異議申請人無法提出

證據，且異議部門亦無法依職權確立事實，將採取有利於專利權人之論

點
62
。 

於審查異議理由時，倘異議理由為歐洲專利公約第 100 條第 1款專

利標的不具可專利性，歐洲專利申請案之審查程序中關於歐洲專利公約

第52條至第57條可專利性要件之實質審查程序，異議程序得比照適用，

惟適用於異議程序之審理時較審查程序更寬鬆
63
。倘異議理由為歐洲專

利公約第 100 條第 2款不足以揭露發明，用於歐洲專利申請案之審查程

序中關於發明之揭露是否足夠之原則，亦同樣適用於異議程序，倘發明

之必要特徵未揭露於申請專利範圍，但有揭露於說明書或圖式，不屬本

項之瑕疵，然，過廣的申請專利範圍可能無法通過歐洲專利公約第 56

條進步性之審查
64
。倘異議理由為歐洲專利公約第 100 條第 3款歐洲專

利標的超出申請時之內容，而申請案非以歐洲專利局官方語言提出申請，

應以原文為基礎以決定是否歐洲專利標的超出申請時之範圍，且異議申

請人須向異議部門舉證證明翻譯本與申請時原文不一致
65
。 

 

第三款 異議部門依職權進行審理程序 

倘異議申請人提出異議申請後，歐洲專利始於所有專利生效締約國中失

效或始經專利權人拋棄，或異議申請人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沒有繼承人

或合法代理人，或經由異議申請人撤回異議程序，異議程序是否須因此終結，

歐洲專利公約有明文規定，原則異議部門仍得依職權繼續進行審理程序，然

上述各該情性有些許不同之規定，茲分述如下： 

                                                 
62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V, 2.2. 
63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V, 3. 
64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V, 4. 
65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V,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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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專利拋棄或失效之情形 

倘異議申請人提出異議申請後，歐洲專利始於所有專利生效締約國中失

效或始經專利權人拋棄，於歐洲專利局通知失效或拋棄後二個月內，經由異

議申請人之申請，異議程序仍得繼續進行
66
。蓋專利拋棄或失效均無溯及既

往之效果，亦即專利係自拋棄或失效之日起不再受保護，職是，異議申請人

對於失效或拋棄之專利仍可能具有可回復之利益
67
。 

然，倘專利權人向所有指定保護國當局聲明有關專利授予之全部權利自

始拋棄，或於期間限制內無人請求繼續審理，異議程序將終結
68
。 

二、於異議申請人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之情形下 

倘異議申請人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縱使沒有繼承人或合法代理人，異

議部門仍得依職權繼續進行異議程序
69
，蓋指定新的法定代理人須經其他法

律程序，將會過度地延宕異議程序。惟須特別注意者，倘專利權人曾提出更

正專利以回應異議申請時，異議部門應繼續審理
70
。 

三、於異議撤回之情形 

即使全部異議申請均經異議申請人撤回，倘異議部門認該系爭專利有無

效或須受限縮之可能性，縱使已無異議申請人，仍得依職權繼續進行異議程

序
71
。 

 

第五項 異議審查之決定 

第一款 書面審查為原則 

原則上異議部門將依據書面審理作出決定，書面審理之基礎為當事人提

                                                 
66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rule 84(1).. 
67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VII, 5.1. 
68 Id. 
69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rule 84(2). 
70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VII, 5.2. 
71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rule 84(2)；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VII,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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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之書面文件，必要時輔以其他書面證據，例如宣誓聲明
72
。然而，倘異議

部門認為必要或當事人任一方請求進行口頭程序，將開啟口頭程序
73
，並將

通知當事人於口頭程序中將討論哪些爭點。於口頭程序中，當事人得表示意

見，對其提交之文件進行辯論以便清楚解釋當中疑義，異議部門之委員亦得

對當事人發問。 

審查過程中，如有必要，就當事人間及與歐洲專利局間往來之文件，異

議部門應送達所有當事人，使其得於指定期間內進行答辯及表示意見
74
。 

 

第二款 異議決定之種類 

異議部門須對異議作出審理決定，包含撤銷專利，或駁回異議，或維持

更正後專利
75
，以下乃針對上述三種決定作一詳細說明： 

一、撤銷專利 

(一)基於實質理由 

倘異議部門認為至少有一異議理由得使歐洲專利無效，則將根據歐

洲專利公約第 101 條第 2項撤銷專利
76
。同樣地，倘異議部門認為異議

程序中專利權人更正後之專利仍不符合歐洲專利公約之要件，則將根據

歐洲專利公約第 101 條第 3項第 2款撤銷專利
77
。 

(二)基於未繳納公告費用或未提交翻譯本 

倘專利權人未及時繳納公告新的歐洲專利說明書所須之指定費用

或未及時對有更正之請求項提交程序中使用語言外之其他兩種官方語

言之翻譯本，則歐洲專利應撤銷
78
。 

                                                 
72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VI, 1. 
73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art. 116. 
74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81(2). 
75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art. 101(2),(3). 
76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art. 101(2.) 
77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art. 101(3)(b)；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VIII, 1.2.1. 
78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82(3).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VIII,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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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於專利權人不再希望被授予之專利繼續維持 

倘專利權人對其專利於核准時之文本不再認同，亦不提交更正本予

以更正，則專利應被撤銷
79
。 

二、駁回異議 

倘異議部門認為異議無理由，系爭專利應屬有效，則將駁回異議
80
。 

三、維持更正後專利 

倘異議部門認為歐洲專利未更正即無法維持，將通知專利權人，要求專

利權人提交更正之發明說明、申請專利範圍和圖式。專利權人所提出之更正，

原則上是應係針對異議申請人提出之異議理由作出更正，然即使該異議理由

非異議申請人提出而係異議部門依職權提出者亦可，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

第 80 條定有明文
81
，換言之，專利權人僅得為排除異議理由始得提出更正，

惟該異議理由係由異議申請人或異議部門依職權所提出，在所不問。 

倘專利權人於異議程序中對其專利有所更正，而異議部門認為更正後之

專利已符合歐洲專利公約所規定之要件，則應作出維持更正後專利有效性之

決定
82
，且應於決定公開於歐洲專利公報後盡快公開新的專利說明書，俾使

公眾得以知悉專利範圍，以免因不知專利範圍有所變動而侵害專利權。 

然，異議部門作出維持更正後專利之決定前，須取得專利權人之同意，

及使異議申請人有足夠之機會對新的文本表示意見
83
，使反對者得於二個月

內表示意見，倘當事人間有人提出反對意見，異議部門得就其意見繼續審查

84
；反之，於二個月期限屆滿後無人提出反對意見，專利權人應於三個月內

繳納指定費用及對於有更正之請求項提交程序中使用語言外之其他兩種官

方語言之翻譯本
85
，倘於期限屆滿前未完成上述行為，於繳納額外費用後仍

                                                 
79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VIII, 1.2.5. 
80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art. 101(2). 
81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80. 
82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art. 101(3)(a). 
83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VI, 7.2.1. 
84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82(1). 
85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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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於屆滿後二個月內補正，未補正者，異議部門應作出撤銷專利之決定
86
。 

 

第六項 假定侵權者參與程序 

第一款 申請方式 

原則上異議申請人須於異議期間內提起異議，始得參與異議程序，然歐

洲專利公約第 105 條規定，倘已有同一專利之異議申請案繫屬於歐洲專利局，

且任何第三人得證明其涉及同一專利之侵權程序，亦即基於同一專利被控侵

權，或於專利權人請求停止侵權後，已開啟請求裁定其未侵害專利之程序，

則該第三人於異議期間屆滿後仍得參與異議程序，此即為假定侵權者參與程

序(Intervention of the assumed infringer)。此規定之目的乃在於使被

控侵權者於異議期間屆滿後仍得挑戰專利權人之專利，提供被控侵權者另一

挑戰專利有效性之途徑，否則當歐洲異議審理程序進行期間，某些被控侵權

者可能無法透過國內法院對系爭專利主張專利無效，造成其僅得處於被專利

權人攻擊之地位，無法進行反擊
87
。舉例而言，德國法規定只要異議期間尚

未屆滿或有其他第三人提起異議且尚未作出審定前，不得向德國法院提起專

利無效訴訟
88
。因而，歐洲專利公約設定參與異議程序之規定，提供那些異

議期間屆滿且有其他異議申請案於審理中而無途徑得向專利權人反擊之被

控侵權者有機會對專利權人之專利加以挑戰，不再僅處於一個被攻擊之地

位。 

 

第二款 提出參與之形式及參與申請書之內容 

提出參與者應於上述侵權程序或請求裁定未侵害專利之程序開啟後三

個月內向歐洲專利局以書面提出申請，並附加理由
89
，倘其申請經歐洲專利

                                                 
86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82(3). 

87 劉孔中、Heinz Goddar、Christian W.Appelt、蔡季芬合著，前揭註 29，頁 86。 
88 See Susan J. Marsnik , supra note 32 , at 96. 
89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rule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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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許可，則參與之申請視為異議來處理。 

參與申請書須包含
90
： 

i. 參與理由之陳述和相關證據。 

ii. 參與人之姓名、住址和國籍，及其居住地或主要營業所所在

地。  

iii. 指明參與所依附之異議內容，包含歐洲專利被提起異議之範圍

和異議理由，並敘明其支持異議理由之事實、證據和理由。 

iv. 倘假定侵權者有指定代表人，須敘明代表人之姓名和營業所住

址。 

 

第三款 參與之審查程序 

異議部門審查是否參與可受理，應如同前述異議部門審查異議可否受理

之方式進行審理
91
，亦即申請參與者於參與程序規定之基礎下仍須滿足所有

異議申請所應具備之要件。 

倘參與可被受理，將被視為異議處理
92
，故當參與者參與任何階段之異

議程序時，參與者擁有與其他異議當事人同樣之權利。為使參與人得對已進

行之異議程序有所瞭解，參與人得要求審查官提交先前所收到之專利權人和

異議申請人之答辯或相關文件，經參與人之要求，審查人員應將上述文件及

相關異議部門的通知送達參與者
93
。倘參與者提出具有重要性的新事實和證

據，異議部門應加以審酌，然須確保異議程序之進行不會過於延宕
94
。 

關於異議受理後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79條第1項至第3項之規定，

即異議部門於收到異議申請後應通知專利權人於指定期間內進行答辯和更

正，以及通知異議申請人對專利權人之答辯作出回應之規定，於假定侵權者

                                                 
90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VII, 6. 
91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IV, 5.6. 
92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rt.105(2) 
93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IV, 5.6. 
94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VI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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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程序之情形得免除適用，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 79 條第 4項定有明

文
95
。亦即異議部門得依職權判斷是否須通知專利權人對參與者提出之參與

理由提出答辯或通知參與者對專利權人之答辯作出回應，舉例而言，倘於異

議程序將盡之階段始提出參與申請(例如：口頭程序已就緒)，異議部門得省

略前述之通知，避免參與者於程序將盡階段引進新的異議理由，而使專利權

人和參與者須再進行一連串之答辯，進而導致程序之延宕
96
。 

 

第七項 制度評析 

一、異議期間之限制乃為一妥適之設計 

歐洲專利公約第 99 條第 1項規定，任何人得於歐洲專利核准後 9個月內向

歐洲專利局提起異議，然歐洲專利局並非收到一件異議申請案即立刻開始進行異

議之審理，須至 9個月期間屆滿後，歐洲專利局將會把所有對同一專利提起異議

之申請案合併成一案進行審理
97
，換言之，9個月異議期間內可能會有很多人陸

續對同一專利提起異議，然歐洲專利局於收到異議申請時，並非立即逐一進行審

理，而係待異議期間屆滿後，始將全部針對同一專利所提起之異議加以統整，合

併成一案進行審理程序，亦即針對同一專利僅會有一個異議申請案存在，目的在

於避免同一專利因不同挑戰者提起數個異議申請，造成重複審理，以達集中審理

之目的，藉此提高異議程序審理之效率。 

本文認為設有提起期間之限制，一方面得避免專利權人一再受到不同挑戰者

之騷擾，造成專利權人須耗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對付不同挑戰者，以致無法專注於

專利之實施上，而專利權乃排他權，他人未經專利權人之授權不得實施其發明，

                                                 
95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79(4). 
96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VII, 6. 
97 鮑娟、廖柏名，歐洲專利局上訴程序之研習第七章 7.7，赴歐洲專利局研習「歐洲專利局訓練

課程」出國報告，2005 年。參見 http://report.nat.g0v.tw/ report /view/24674；何金澤、劉正旭，

歐洲專利局審查及異議研習第四章 4.3，參加歐洲專利局(歐洲專利局)舉辦之「歐洲專利局審查

及異議研討會」出國報告，2007 年。參見

http://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_detail.jspx?sysId=C0960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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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專利權人因其專利可能隨時被挑戰而無法安心實施其專利，社會大眾亦無法加

以利用，對產業發展而言實屬不利；另一方面得促使挑戰者及早對有問題之專利

提出質疑，由於公眾審查制度之目的在於透過第三人之力量過濾實際上不具可專

利性而被核准之專利，以提升專利品質，設有異議期間得鼓勵挑戰者盡快對有問

題之專利加以挑戰，更得以達成公眾審查制度提升專利品質之目的。另外，歐洲

專利局於收到異議申請後不會立即進行審理，將待 9個月期間屆滿後統整針對同

一專利之異議申請合併成一個異議申請案以進行異議之審理，歐洲專利局集中審

理之目的，除得避免審查官重複審理，減輕審查官之負擔，亦得使紛爭一次解決，

減少專利權人之困擾。因而，本文認為歐洲專利公約對得提起異議期間設有限制，

並於異議期間屆滿後始統一處理針對同一專利之數個異議申請，為一妥適之設

計。 

 

二、未設有程序開啟要件不至於造成行政資源之浪費及負擔 

歐洲異議制度對於申請人提起之異議未設有程序開啟要件，只要申請人提出

之申請書符合前述申請之形式要件，異議部門即須受理該異議申請，一旦異議申

請被受理，異議部門即須對申請案進行實質審查，對申請人所欲挑戰之專利範圍

判斷是否具有可專利性，以作出撤銷專利、駁回異議或維持更正後之專利之審定

結果。 

未設有開啟程序之要件，異議部門無法對顯無理由或重複申請之異議申請案

逕行駁回，只要符合申請之形式要件，即須受理，進行實質審理，是否會造成那

些原本不須進行實質審理之異議申請案進入審查程序，而增加異議部門之負擔，

且造成資源浪費之疑慮?本文認為由於歐洲異議制度之審理方式，並不會發生上

述疑慮，原因在於異議部門待異議期間屆滿後會將針對同一專利之數個異議申請

加以統合，合併成一個異議申請案集中審理，縱使有顯無理由或重複申請之異議

申請，由於異議審理係採集中審理之處理方式，異議部門進行審理時自得一併處

理。以上所述為針對同一專利有數個異議申請之情形，集中審理乃得解決上述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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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相對地，倘針對同一專利僅有一人提起異議，而其異議申請書所述理由顯然

無法證明專利可能無效，是否仍將造成上述疑慮?本文認為畢竟只有一異議申請，

縱使進行實質審理始確認該異議申請確實無法證明專利無效，亦不致造成異議部

門太大之負擔和資源之浪費。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歐洲異議制度雖未如美國專利無效行政程序設有程序開

啟要件，然由於異議部門將待異議期間屆滿後始會針對同一專利之數個申請案進

行集中審理之處理方式，縱使未設有程序開啟要件，亦不至於造成異議部門之負

擔和資源之浪費。 

 

三、異議制度有設置禁反言之必要性 

歐洲專利公約對於異議程序未設有禁反言之規定，縱使挑戰者提起異議程序

後，經異議部門審理結果認定駁回申請，仍得基於同一理由向各專利保護國之國

內法院提起撤銷程序，此時國內法院是否將會尊重歐洲專利局之決定，而作出與

歐洲專利局相同之裁判？此問題之答案並非完全為肯定的，通常歐洲各國國內法

院會尊重歐洲專利局異議之決定而作出相同之裁定，然縱使申請人於異議程序中

挑戰失敗，未必代表各國法院均認同歐洲專利局之決定，申請人仍有可能說服國

內法院該專利應被撤銷
98
。換言之，異議申請人於異議程序中提出之理由和證據

對各國國內法院而言可能有事實上影響力，然並未有法律上拘束力
99
，總而言之，

國內法院不受歐洲異議結果之拘束，仍得自行判斷而加以裁定。 

由於異議制度未設有禁反言之規定，挑戰者毋庸擔心倘提起異議程序挑戰失

敗，即無其他挑戰專利有效性之途徑，縱使挑戰失敗，國內法院仍有重新檢視之

可能性，此乃學者
100
認為提升挑戰者利用歐洲異議制度之誘因之一。然禁反言之

目的乃在於避免專利權人一再被騷擾，同時亦避免得重複審查之資源浪費，倘未

                                                 
98 See Susan J. Marsnik, supra note 32, at 197. 
99 See Filip De Corte et al, supra note 33, at 113. 
100 See Kevin Greenleaf et al, supra note 51, at 37；see also Susan J. Marsnik, supra note 32,at 

3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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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禁反言之規定，挑戰者透過異議程序挑戰失敗後，仍可能再次向各保護國國

內法院提起撤銷程序，專利權人即須對同一挑戰者於另一程序中再次進行攻防，

增加專利權人之負擔，且依目前實務上來看，各國法院通常亦會尊重歐洲專利局

之審查決定，未設禁反言之規定對挑戰者而言似乎無太大之影響力。因而，本文

認為設置禁反言之結果利大於弊，歐洲異議制度實乃有設置禁反言之必要性。 

 

四、異議制度有設置審理期間限制之必要性  

歐洲異議專利公約對異議審理期間未設有審理期間之限制，平均審理期間為

34 個月
101
，幾乎長達三年之期間，如此冗長之審理期間，不論係對申請人或專利

權人而言，均為一長時間之折磨。又，歐洲專利公約設有被控侵權者參與異議程

序之規定，亦即縱使 9 個月異議期間屆滿後，只要於異議程序之進行過程中，任

何人倘能證明其基於同一專利之被控侵權且侵權訴訟繫屬中，得申請參與異議程

序，而成為異議之當事人，由於有其他當事人加入程序，其可能會提出新的事實

和證據，異議部門審理時須納入考量，因而，此規定將造成歐洲異議審查程序通

常需要花費好幾年的時間進行審理。 

由於異議申請人通常為相關領域之研發者，研發成果可能相類似，然由於歐

洲專利制度亦採先申請主義，倘因他人優先申請專利並經歐洲專利局核准而取得

專利，造成其相似研發成果無法上市，因而期望透過異議程序撤銷競爭對手之專

利，使其相關產品得以上市，因故，異議申請人勢必想要盡快得知審查結果，以

便日後規劃其競爭策略，然由於歐洲專利公約未設有異議審理期間，平均審理期

間長達三年時間，並非異議申請人所樂見；另一方面專利權人處於異議程序之狀

態下，可能無法專注於其專利之實施及其他研發，對產業發展實屬不利，且由於

系爭專利確實有效與否存在不確定性，造成他人可能不願意向專利權人請求授權，

由於審理時間長，長時間之專利不確定性，對專利權人而言存在極高之不利益。 

                                                 
101 See Filip De Corte et al, supra note 33, at 109；Dehns Patent and Trade Mark Attorneys, available 

at http://www.dehns.com/cms/document/oppositions_at_the_ep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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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認為歐洲異議制度有設置審理期間限制之必要性，以加速審理效

率，並得以減輕異議部門龐大的積案問題；其次，倘若審定結果證實專利無效，

由於審理期間設有限制，得盡速撤銷有問題之專利，以達公眾審查制度提升專利

品質之目的，而撤銷專利後，該發明即成為公共財，公眾得以盡早加以利用，對

公眾而言實屬有利；再者，異議申請人和專利權人均得以盡快知悉審理結果，以

便得以盡早對日後研發策略作一規劃。   

 

第三節 歐洲專利之限縮或撤銷程序 

於本節介紹歐洲專利之限縮或撤銷程序前，本文擬先以一流程圖簡略說明該

程序之運作流程，期使讀者有初步瞭解後，於閱讀以下介紹時，得以更加明瞭，

請參閱下圖。 

 

圖二 歐洲專利限縮或撤銷程序之流程圖 

(筆者參閱歐洲專利限縮或撤銷程序相關規定後自行畫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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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申請主體、客體及期間 

 誠如前述，專利權人不得為歐洲專利異議制度之申請人，然，倘專利權人認

其專利有瑕疵，得否不待他人提起異議，自行請求撤銷專利或請求更正以限縮專

利範圍。此問題之答案是肯定的，基於歐洲專利公約第 105a 條之規定，專利權

人得向歐洲專利局請求撤銷或經更正限縮專利範圍，而請求撤銷或限縮之客體乃

為已核准之歐洲專利或先前經歐洲專利局於異議或限縮程序中更正之歐洲專利

102
，此即為限縮或撤銷程序(Limitation and revocation procedure)。此規定

之目的在於提供專利權人一個簡便程序得一次於所有指定保護國限縮授予之申

請專利範圍或撤銷全部專利。  

 不同於異議程序，限縮或撤銷程序之申請沒有時間限制，得於授予專利後，

或異議程序後，甚至專利屆滿後之任何時間提出
103
。申請人亦得於審查部門尚未

作出決定前之任何時間撤回其限縮或撤銷之申請，然，限縮或撤銷費用將不會退

還
104
。 

 

第二項 申請方式 

申請人應以歐洲專利局所定之官方語言以書面提出申請，倘以某一歐洲專利

公約締約國之語言提出申請，應於提出申請後一個月內提交譯本
105
。 

申請書應包括申請人之姓名、住址及國籍，並指明申請人係專利權人，以及

申請撤銷或限制之專利案號，並列出該專利已生效之締約國。倘申請人為專利權

人之代理人，須指明專利權人之姓名及住址，並證明其經專利權人授權以代表專

利權人提出申請。倘提出之申請為限縮專利範圍，須提出更正申請專利範圍之完

整版本，發明說明或圖式如有更正，亦同
106
。 

                                                 
102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90. 
103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X, 1. 
104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X, 9. 
105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92(1). 
106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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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審查程序 

第一款 審查部門之形式審查 

歐洲專利局於收到撤銷或限制專利之請求後，係由審查部門(Examining 

Division)之審查官審查申請是否具有瑕疵，倘有瑕疵存在，將根據瑕疵之

不同，作出不同之決定。 

一、倘提出之申請存在有下列瑕疵，則申請將被視為未提出
107
： 

1. 申請非向歐洲專利局提出(歐洲專利公約第 105a 條第 1項)； 

2. 異議程序於提出申請時仍在進行中尚未作出決定(歐洲專利公約第

105a 條第 2項和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 93 條第 1項)； 

3. 相關費用未繳納(歐洲專利公約第 105a 條第 1項)； 

4. 根據歐洲專利公約第 14 條第 4項提出申請使用之語言非歐洲專利局之

官方語言，惟翻譯本未及時提出(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 6條第 2

項)； 

5. 申請人根據歐洲專利公約第133條第2項須指定代理人，未及時指定(歐

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 152 條第 3項和第 6項) 

二、倘申請未存在有上述瑕疵，審查官將對申請之內容作進一步審查，包括

是否
108
： 

1. 係以書面方式提出(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 92 條第 1項)； 

2. 申請人身分之詳細說明(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 92 條第 1項第 1

款)； 

3. 指明欲限縮或撤銷之專利案號(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92條第2項第

2款)；  

4. 指明專利曾生效之締約國，即使於其中一個或多個締約國中專利已失效

                                                 
107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X, 2.1. 
108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X,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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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 92 條第 2項第 2款)； 

5. 倘申請人為專利權人之代表人，須指明專利權人之姓名及住址，並證明

其有權代表專利權人(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 92 條第 2項第 3款)； 

6. 於申請限縮專利時，應包含更正後申請專利範圍、發明說明及圖式之完

整版本(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 92 條第 2項第 4款)； 

7. 倘申請人有指定代理人，應提出代理人之詳細說明(歐洲專利公約施行

細則第 92 條第 2項第 5款) 

倘上述要件有一不符合，申請人須於指定期間內補正。倘屆期未補正，

申請將被不予受理，並通知申請人
109
。申請人對於不予受理之決定得提起上

訴
110
。 

 

第二款 審查部門之實質審查  

於申請書符合上述規定後，申請為可受理。倘申請人係請求撤銷專利，

審查部門即應作出撤銷專利之決定，同時通知申請人
111
，且撤銷有溯及既往

之效力
112
，亦即該專利自始不存在。 

倘申請人係請求限縮專利範圍，審查部門將繼續審查更正後之申請專利

範圍是否對於原本之申請專利範圍有所限制，及審查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

是否符合歐洲專利公約第 84 條申請專利範圍格式之規定和歐洲專利公約第

123 條第 2項和第 3項更正不得超出核准時專利範圍之規定
113
。 

「限縮」應被解釋為減少申請專利範圍保護程度，倘僅為詳細說明或改

變保護標的非屬限縮。審查部門允許只有附屬項被限縮，而獨立項沒有被限

縮之情形，然而，倘專利權人對於發明說明或請求項作出非限制性之更正，

導致申請專利範圍並未被限縮，是不被允許的，新增附屬項來限縮申請專利

                                                 
109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94. 
110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X, 2.2. 
111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95(1). 
112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X, 3. 
113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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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亦不被允許。須特別注意者，更正請求項即使造成專利範圍之限縮，

然更正後之請求項可能有一部分落入原先請求項之保護範圍外，仍可能牴觸

歐洲專利公約第 123 條第 3項關於更正之規定，亦即更正縱未擴大申請專利

範圍，仍可能造成申請專利範圍之實質變更；更正發明說明和圖式亦同
114
。 

倘申請不符合上述規定，審查部門應指定期間(通常是二個月)，使申請

人於期間內補正
115
，屆期未補正或補正後之申請仍不符合上述規定，審查部

門將駁回申請
116
。倘申請符合上述規定，審查部門應通知申請人，使其於三

個月內繳納指定費用及對有更正之請求項提交程序中使用語言外之其他兩

種官方語言之翻譯本，於申請人完成上述行為後，審查部門將作出限縮專利

範圍之決定
117
，如同撤銷決定，限縮專利之決定亦有溯及既往之效力

118
；倘

於期限屆滿前未完成上述行為，於繳納額外費用後仍得於屆滿後二個月內補

正
119
，未補正者，審查部門將作出駁回申請之決定

120
。 

 

第四項 撤銷或限縮專利程序與異議程序之優先性 

 倘專利權人提出撤銷或限縮專利之申請前，他人已對同一專利提出異議申請，

且異議部門尚未作出決定，審查部門對於專利權人撤銷或限縮專利之申請會作出

不受理處分
121
。簡言之，異議程序進行中，專利權人不得就同一專利提出撤銷或

限縮專利之申請，亦即異議程序之審查相對於撤銷或限制程序有其優先性。 

 反之，於限縮或撤銷程序申請中提出異議申請，將視申請中之程序係限縮程

序或撤銷程序而有不同。倘申請中之程序係限縮程序，則審查部門應終止限縮程

                                                 
114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X, 3. 
115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95(2)；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X, 4.4. 
116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95(4). 
117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95(3). 
118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X, 5. 
119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95(3). 
120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95(4). 
121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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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之進行，並退還限縮程序之相關申請費用
122
。換言之，縱使提出異議申請前限

縮程序正在進行中，異議程序仍應優先受理，反而係先提出申請之限縮程序應終

止程序。 

然，於異議程序提出前，專利權人已對同一專利提出撤銷申請之情形下，因

條文僅規定限縮專利之申請應終止，可推得撤銷程序不會因異議程序之提出而終

止，亦即於此情形下，異議程序之優先性不及於撤銷程序，故撤銷程序將於異議

申請後繼續進行，唯有撤銷申請被視為未提出或被不予受理或被撤回之情形下，

異議程序始得以進行
123
。 

 

第五項 制度評析 

專利權人於專利核准後，自行發現其專利之瑕疵，有造成日後他人提起異議

程序以挑戰其專利有效性之可能性時，此時，專利權人是否得主動提出更正以限

縮其專利範圍，甚至倘專利權人認為該專利已無存在之必要性，是否得主動提起

撤銷專利? 於 1973 年歐洲異議制度設立開始，由於未對得提起異議之主體設有

限制，倘專利權人認為其已被核准之專利有被他人挑戰之可能性時，其得藉由自

行提起異議程序以對其專利進行更正，然其後於 1997 年，擴大上訴委員會認為

由於異議之本質為雙方當事人程序，因而作出排除專利權人得為提起異議主體之

決定，以至於專利權人無法再行透過提起異議而更正其專利。然其後歐洲專利公

約有所修正，創設歐洲專利之限縮或撤銷程序，允許專利權人得以自行發動限縮

程序以更正其專利，或於專利權人認其專利無繼續存在之必要性時，得自行發動

撤銷程序以撤銷其專利，經審查部門審定後作出限縮專利或撤銷專利之決定時，

對所有專利指定保護國均生效，專利權人毋庸逐一向各指定保護國提出限縮或撤

銷程序，提供專利權人一個簡便之方式。 

本文認為歐洲專利公約設置限縮或撤銷程序為一妥適之設計，原因在於此程

                                                 
122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93(2). 
123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X,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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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提供專利權人一個主動提出更正之途徑，專利權人於自行發現其已被核准之專

利仍有瑕疵，以致日後存在有被他人提起異議加以質疑其專利有效性之可能性時，

得主動提起限縮程序以更正其專利，以強化其專利，避免受到他人之挑戰，得減

少其被一再騷擾之可能性。另一方面，允許專利權人自行對其有問題之專利提出

更正，使原本由於歐洲專利局於審查核准過程中沒有注意到或沒有找到相關先前

技術之文獻，以致於核准本不具有可專利性之專利，因專利權人之更正使得本具

有瑕疵之專利得到治癒，進而提升專利品質，有利於社會大眾。再者，縱使專利

權期限尚未屆滿，倘專利權人認為其專利已無繼續存在之必要性，得提起撤銷程

序以撤銷專利，使該發明成為公共財，公眾得以加以利用，其他研發者亦得奠基

於該發明作出進一步之研發，得促進產業之發展。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歐洲專利之限縮或撤銷程序允許專利權人得提起一次程

序即可於所有專利保護國發生相同之效力，提供專利權人一個簡便之更正或撤銷

專利之方式，乃為一妥適之設計。 

 

第四節 上訴程序 

對於歐洲專利局之收件部門、審查部門、異議部門及法律部門作出之決定，

程序中因決定受到不利影響之當事人，均得向歐洲專利局提起上訴(appeal)
124
。

對於異議之申請，異議部門可能作出駁回申請、維持更正後專利有效性或撤銷專

利之決定，因而不論是異議申請人或專利權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均可能不服異

議部門所作出之決定，於限縮或撤銷程序亦同，職是，歐洲專利公約對於受到決

定不利影響之人，設有上訴制度，使其得以獲得救濟管道。  

於本節介紹歐洲專利公約上訴程序前，本文擬先以一流程圖簡略說明該程序

之運作流程，期使讀者有初步瞭解後，於閱讀以下介紹時，得以更加明瞭，請參

閱下圖。 

 

                                                 
124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art. 106(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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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歐洲上訴程序之流程圖 

(筆者參閱歐洲專利公約上訴程序相關規定後自行畫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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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向上訴委員會提起上訴 

第一款 上訴程序 

不服異議決定或限縮、撤銷決定欲提起上訴者，應於收到決定通知書後

二個月內向歐洲專利局提起上訴，上訴書不須附理由，僅須簡要聲明即可，

但須於決定通知後四個月內提出上訴理由
125
，此規定之目的在於使申請人有

較多時間得以思考以提出詳細理由。惟須特別注意者，縱使異議決定後歐洲

專利已經於所有專利生效締約國經由專利權人拋棄或失效，對於異議部門之

決定不服者，仍得上訴
126
。 

上訴申請書應包括上訴人之姓名及住址，指明欲提起上訴之決定，並於

上訴理由書中敘明應撤銷決定之理由或原決定應修正之程度，同時提出支持

上訴之事實及證據
127
。 

原則上上訴係由上訴委員會(Board of Appeal)進行審查
128
，倘上訴委

員會認為上訴之申請違反歐洲專利公約第106條至第108條提起上訴之規定，

或施行細則第 99 條第 1項第 2、3款或第 2項未於上訴申請書指明欲提起上

訴之決定及未敘明理由之規定，除非上訴人於歐洲專利公約第 108 條所定之

期間(上訴申請書於收到決定通知書後二個月內，上訴理由書於收到通知書

後四個月內)補正，否則上訴委員會將不予受理
129
。倘上訴違反歐洲專利公

約施行細則第 99 條第 1項第 1款未敘明上訴人之姓名或住址，上訴人得於

上訴委員會指定之期間內加以補正，屆期未補正，上訴委員會將不予受理

130
。 

上訴之提起符合前述之規定後，上訴為可受理，為使作出原決定之部門

                                                 
125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art. 108. 
126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98. 
127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99. 
128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art. 110. 
129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101(1). 
130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101(2). 



 

45 
 

有再次自我檢討之機會，歐洲專利公約設有中間修正(Interlocutory 

revision)之規定，倘作出原決定之部門認為上訴有理由，得修正其原始之

決定；反之，倘原部門於收到上訴理由書後三個月內，未修正其決定，上訴

之申請應立刻提交給上訴委員會
131
，由上訴委員會就上訴有無理由進行審理，

除另有規定外，上訴審查程序比照原部門相關審查程序之規定辦理
132
。然，

原程序有二造當事人時，即不能作出中間修正
133
，例如異議程序，由於異議

程序中異議申請人和專利權人為二造對立之當事人，當事人提起上訴後，原

異議部門不得自行作出中間修正
134
。因此，對於僅有一造當事人之收件部門、

法律部門或審查部門所作之決定提起上訴時，原部門始得作出中間修正。 

上訴審查審查過程中，如有必要，上訴委員會得使當事人於指定期間內

表示意見
135
，除被上訴之決定為法律部門所作出者外，倘上訴人未於前述指

定期間內表示意見，上訴視為撤回
136
。 

倘上訴可受理，且原部門未作出中間修正，上訴委員會將就上訴是否有

理由進行審理，倘認為上訴有理由，上訴委員會得行使原部門之權力，自行

作出決定，或發回原部門使其重新審查
137
。上訴委員會作出發回原部門重新

審查之決定後，原部門於相同事實範圍內應受上訴委員會所作出之決定理由

所拘束，亦即原部門應遵循上訴委員會之決定理由重為審查
138
。 

 

第二款 上訴之效力 

當事人提起上訴後，將發生暫時中止之效力
139
，亦即原部門所作出之決

定處於一個尚未確定之地位，不得執行。舉例而言，異議部門作出專利無效

                                                 
131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art. 109. 
132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100(1). 
133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art. 109(1). 
134 劉孔中、Heinz Goddar、Christian W.Appelt、蔡季芬合著，前揭註 29，頁 92。 
135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100(2). 
136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100(3). 
137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art. 111(1). 
138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art. 111(2). 
139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art.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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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撤銷專利之決定時，專利權人不服該決定而提起上訴，則於上訴程序進行

中，專利尚不會發生撤銷之效力，專利權仍有效存在。詳言之，上訴程序進

行中，原部門所作出之決定將暫時不會發生效力，須待上訴委員會作出審理

結果後，始為終局決定，就上述所提之例子而言，倘上訴委員會審理結果亦

認同原異議部門所作撤銷專利之決定，而駁回專利權人之上訴，則撤銷決定

即確定發生效力。 

歐洲專利異議程序分為二個層級，異議部門得對異議申請案作出是否撤

銷專利之決定，為第一審級，不服異議部門所作之決定得上訴至上訴委員會，

為第二審級，上訴委員會所作之決定為終局決定
140
，原則上不得再上訴，亦

即不服上訴委員會所作之決定已無任何救濟管道。 

 

第二項  向擴大上訴委員會申請複查 

 按歐洲專利公約第 112 條之規定，擴大上訴委員會(Enlarged Board of 

Appeal)之功能在於解決重要法律問題或為統一法律適用，於上訴委員會審查過

程中依其職權或經上訴一方之請求，得將問題提交與擴大上訴委員會
141
。 

雖歐洲專利公約第 112 a 條中規定，對於上訴委員會作出之決定不服者，得

向擴大上訴委員會申請複查(Petition for review)
142
。惟須注意者，擴大上訴委

員會實質上並非上訴委員會之上級機關
143
，誠如前述，歐洲專利異議程序僅有二

個層級，上訴委員會為終審機關，擴大上訴委員會並非如我國之最高法院。 

原則上複查之審查程序比照上訴相關程序辦理
144
，惟並非所有不服上訴委員

會所作之決定均得提起複查，僅得基於歐洲專利公約第 112 a 條第 2項所規定之

複查理由，始得提起複查
145
： 

                                                 
140 劉孔中、Heinz Goddar、Christian W.Appelt、蔡季芬合著，前揭註 29，頁 95。 
141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art. 112. 
142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art. 112a(1). 
143 劉孔中、Heinz Goddar、Christian W.Appelt、蔡季芬合著，前揭註 29，頁 95。 
144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109(1). 
145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art. 112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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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與決定之上訴委員會委員違反歐洲專利公約第 24 條應迴避之規定者 

2. 參與決定之上訴委員會包含未被指派為委員之人者 

3. 有違反歐洲專利公約第 113 條之情形存在者，未給予當事人表示意見之機會

即作出決定 

4. 違反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 104 條之其他上訴基本程序之情形存在者 

5. 管轄法院或當局已經確定犯罪行為的發生，且該犯罪行為可能影響決定之作

成者 

申請複查者，倘係基於上述(1)~(4)之複查理由提起複查，應於上訴委員會

決定通知書送達後二個月內提出申請，倘係基於上述(5)之複查理由提起複查，

應於確定犯罪行為後二個月內提出申請，但上訴委員會決定通知書送達後超過五

年即不得提出申請
146
。 

複查申請書應包含申請人之姓名及住址，指明欲提起複查之上訴決定，並附

加欲撤銷上訴決定之理由及提出支持之事實和證據
147
。 

倘上訴委員會認為複查之申請違反歐洲專利公第 112a 條第 1、2、4項提起

複查之規定，或施行細則第 106 條、第 107 條第 1項第 2款或第 2項未於複查申

請書指明欲提起複查之決定及未敘明理由之規定，除非申請人於歐洲專利公約第

112a條第4項所定之期間(上訴委員會決定通知書送達或確定犯罪行為後後二個

月內)補正，否則擴大上訴委員會將不予受理
148
。倘複查違反歐洲專利公約施行

細則第 107 條第 1項第 1款未敘明申請人之姓名或住址，申請人得於擴大上訴委

員會指定之期間內加以補正，屆期未補正，擴大上訴委員會將不予受理
149
。 

複查之申請符合上述規定後，擴大上訴委員會將會就複查有無理由進行審查，

倘複查有理由，擴大上訴委員會將撤銷上訴委員會之決定，並命上訴委員會重新

開啟上訴程序，且得命原本參與上訴決定之上訴委員會委員進行迴避
150
。 

                                                 
146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art. 112a(4). 
147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107. 
148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108(1). 
149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108(2). 
150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rule 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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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制度評析 

對於歐洲專利局之收件部門、審查部門、異議部門及法律部門作出之決定，

程序中因決定受到不利影響之當事人，均得向歐洲專利局提起上訴。由於異議程

序之審理機關為異議部門，而限縮或撤銷程序之審理機關為審查部門，因此，不

論係對於異議程序抑或是對於限縮或撤銷程序，凡受到審理結果不利影響之當事

人，均得提起上訴。 

而上訴之審理機關為上訴委員會，由上訴委員會就上訴是否有理由進行審理，

倘其認上訴有理由，上訴委員會得選擇行使原部門之權利，自行作出審理決定，

或發回原部門使其重新進行審理；反之，倘上訴無理由，上訴委員會將作出駁回

上訴之決定。 

上訴委員會之決定原則即為終局決定，不服該決定者，原則上無法再提起上

訴，惟歐洲專利局設有擴大上訴委員會，倘符合歐洲專利公約第 112a 條所設之

理由時，不服上訴委員會之決定者得向擴大上訴委員會申請複查，然由於擴大上

訴委員會之職權在於統一法律適用問題及解決重要法律問題，其設計目的並非為

上訴委員會之上級機關，究歐洲專利公約第 112a 條所述理由，得以看出唯有上

訴委員會於法律適用上有問題時，始得向擴大上訴委員回申請複查，換言之，擴

大上訴委員會僅處理法律層面之問題，惟其並非如我國最高法院為上訴之最終審

級。 

雖當事人不服歐洲專利局之內部部門所作出之決定時，歐洲專利公約僅設有

一個審級之救濟途徑，然上訴委員會不受歐洲專利局局長命令之拘束，無適用一

般行政體系上命下從之原則，為一獨立機關，如同法院之地位
151
，其審理結果應

屬可信賴的。由於上訴程序進行中，原部門所作之決定將發生中止之效力，使當

事人之權利處於一個不確定狀態，本文認為當事人雖僅有一個審級之救濟途徑，

然基於上訴委員會之獨立性，如此之程序設計得使不確性之狀態得以迅速確定，

                                                 
151 劉孔中、Heinz Goddar、Christian W.Appelt、蔡季芬合著，前揭註 29，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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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係對當事人或社會大眾均屬有利，亦較符合經濟效率。 

 

第五節 小結 

誠如前述，本章已將異議制度、專利權人請求限縮或撤銷程序及上訴程序作

一完整之介紹，本文以下僅將各程序之幾個重點作一整理，以供回顧。 

歐洲專利公約創設一統一之歐洲專利申請、審查、核准及異議程序，使專利

申請人得以直接向歐洲專利局申請專利並指定其欲受專利保護之專利保護國，取

得歐洲專利後，僅須於各專利保護國完成登記之行政手續，該歐洲專利即得於各

專利保護國生效，毋庸逐一向歐洲各國提起專利申請，即得於各專利保護國取得

專利。 

相對地，任何人認某一已經核准之歐洲專利可能存在有專利無效之可能性時，

得提出先前技術文獻作為引證文件而向歐洲專利局提起異議，由異議部門進行審

理，惟由於異議程序之本質為雙方當事人程序，異議程序係由對立之申請人和專

利權人進行一連串之答辯，故歐洲專利公約排除專利權人得為異議主體之資格，

以符合公眾審查制度欲藉由第三人之力量過濾品質不良專利之目的。 

首先，異議制度設有得提起異議期間，挑戰者須於專利核准後 9個月內提起

異議，屆期未提起則僅能逐一向各國國內法院提起撤銷程序，且異議部門並非一

收到異議申請即進行異議之審理，將待 9個月期間屆滿後，統合所有針對同一專

利之異議申請，合併成一個異議申請案，集中進行審理，以達成紛爭一次解決之

目的。其次，由於異議制度未設有禁反言之規定，縱使申請人於異議程序挑戰失

敗，仍得向各國國內法院提起撤銷程序，雖未設禁反言規定得使國內法院有重新

檢視之可能性，然本文認為設置禁反言之規定利大於弊，而有設置之必要性。不

僅如此，於多數國家中異議制度和各國國內撤銷程序得併行，挑戰者得於提起異

議之時，同時向各國法院提起撤銷程序，亦即異議程序和國內法院撤銷程序並無

所謂之優先性。再者，由於異議制度未設有審理期間，又設有被控侵權者參與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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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之程序，縱使 9個月異議期間屆滿，被控侵權者仍得申請參與異議程序，如此

一來，將造成異議審理期間冗長之問題，因而，本文認為異議制度應稍作修改，

對審查期間設一限制。 

專利權人更正其專利之途徑，除經由他人提起異議後而於異議程序中提出更

正外，修正後之歐洲專利公約設有限縮或撤銷程序，使專利權人認有限縮或撤銷

專利之必要時，得主動提起，經審查部門審理作出限縮專利或撤銷專利之決定後，

該決定得於全部專利保護國生效，提供專利權人一簡便之方式。 

倘對於上述異議部門或審查部門作出之決定不服者，得向歐洲專利局提起上

訴，由上訴委員會進行審理，上訴委員會所作之決定為最終決定，不服該決定者

無後續之救濟程序，僅得於上訴委員會於上訴審理過程於有違反法律規定之情形，

始得再向擴大上訴委員會申請複查。因而，對於歐洲專利局部門作出之決定不服

者，僅有一個審級之救濟途徑，程序較為簡潔，得盡早將不確定之法律狀態加以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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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專利核准後公眾審查制度 

―再審查程序、核准後複審程序及雙方複審程序 

第一節 前言 

2011年9月16日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Leahy-Smith 美國發明法(Leahy-Smith 

America Invents Act)，堪稱是美國專利制度自 1952 年以來最大的變革
152
，其中包

括由先發明主義轉變為先申請主義
153
、新增核准後複審制度等變革，目的在於合

理化專利申請過程，並引進新的程序以確保專利品質
154
，欲使美國專利系統與歐

洲和亞洲更為相近，以符合國際潮流
155
。 

鑑於本文主要探討重點在於專利核准後公眾審查制度
156
，故本文以下擬介紹

美國專利核准後公眾審查制度之設計及其變革，至於美國發明法對於專利制度之

其他變革則不在本文之研究範圍內。 

專利核准後公眾審查制度並非此次美國發明法修法後始出現之制度，而係美

國發明法修法前即已經存在制度。自 1836 年以來，美國專利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主要職責在於審查專利申請案，授予符合要件之申請

案專利
157
，第三人欲挑戰專利有效性僅得透過法院加以主張。 

                                                 
152 See Paul M. Janicke, Overview of the New Paten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 21 TEX. INTELL. 
PROP. L.J. 63, 64(2013). 
153 所謂先發明主義係指完成發明後，即使發明在後之人先申請專利，仍係由先發明之人取得專

利權，而所謂先申請主義係指對首先申請專利之發明人賦予專利權，是否為先發明人在所不問。

前者之優點在於得保護真正發明人，然缺點在於先發明人因受先發明主義之保護可能不願早日公

開其發明內容而怠於盡早提出專利申請，且於判斷孰為先發明人上較為困難；後者之優點在於鼓

勵發明人盡早提出專利申請以早日公開其發明成果，並使專利專責機關於判斷孰先申請較為容易，

以減少日後爭議。美國本次修法前，幾乎所有國家均採行先申請主義，美國為世界上少數採行先

發明主義之國家，為減少判斷孰為先發明人之爭端，且為符合國際潮流，美國本次修法乃改採先

申請主義。 
154 See Everett Upshaw,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Patent Litigation , 50-FEB TRIAL 44, 45(2014); 
see also Paul R. Gupta & Alex Feerst , The US patent system after the Leahy-Smith America invents act,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 60,60 (2012). 
155 Jason S. Miller, Developing a Patent Strategy: a Brave New World, in DEVELOPING A PATENT 

STRATEGY: LEADING LAWYERS ON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AIA CHANGES AND HELPING 

CLIENTS PROTECT THEIR IP 7,8(ASPATORE,2014). 
156 See JANICE M. MUELLER, PATENT LAW 420-438(2013)；also see DAVID L. FOX, U.S. PARENT 

OPINIONS AND EVALUATIONS 281-298(2013). 
157 See Lori A. Gordon & Glenn J. Perry, supra note 25, at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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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1980 年和 1990 年代，法院擴大可專利標的之範圍，舉凡生物科技、電

腦軟體及商業方法，造成申請專利案件量增加，及申請案日漸複雜，審查人員仍

須於有限期間內審理完每一申請案，因故，礙於審查人員有限之審查時間和檢索

能力，造成許多無效專利被核准，以致阻礙產業創新
158
。因而，國會擴大美國專

利商標局職責，使其得以重新審查核准後之專利，首先，國會於 1980 年建立單

方再審查程序(ex parte reexamination)，第三人和專利權人均得以專利前案或

出版物為引證文件提起單方再審查，其目的在於使第三人於訴訟外，得有另一成

本較低之挑戰專利有效性之途徑
159
。然，於單方再審查建立後之前 20 年，該程

序鮮少被使用，最主要之原因在於申請人幾乎無法參與程序之進行。因而，於

1999 年，國會又建立挑戰專利有效性之另一途徑―雙方再審查程序(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使申請人得以全程參與程序之進行，然由於此程序設

有禁反言之規定，凡曾於再審查程序中用來質疑專利有效性之申請人提出或可能

可以提出但未提出之理由，其後均不得再提起民事訴訟主張專利無效，造成雙方

再審查之利用率亦不高
160
。 

有鑑於上述單方再審查程序和雙方再審查程序均無法達成美國國會制訂該

二程序之目的，因而，於 2011 年 9 月 16 日，歐巴馬總統簽署美國發明法，新增

核准後複審程序(post-grant review)，第三人得於專利核准後 9個月內提起核

准後複審，企圖改進單方再審查和雙方再審查程序之缺失，並將原本雙方再審查

程序作修正，改為雙方複審程序(inter partes review)，第三人得於專利核准

後 9個月後或核准後複審終結後提起雙方複審，使未及時提起核准後複審程序之

人有另一挑戰專利有效性之補救機會。然該二制度之設計是否得以達成美國發明

法欲提高挑戰者利用美國專利商標局專利無效程序，以降低法院案件量之目的，

                                                 
158 See Michael A. Carrier, Post-Grant Opposition a Proposal and a Comparison to the America 
Invents Act, 45 U.C. DAVIS L. REV. 103,106-107(2011). 
159 Lisa H. Wang, Patent Strategies in a Post-AIA Environment , in DEVELOPING A PATENT STRATEGY: 
LEADING LAWYERS ON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AIA CHANGES AND HELPING CLIENTS 

PROTECT THEIR IP 23,23(ASPATORE,2014). 
160 See Lori A. Gordon & Glenn J. Perry, supra note 25, at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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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於以下章節作一詳細探討。 

本章將依上述程序建立之先後順序作一介紹，由於得提起雙方複審程序期間

較核准後複審程序晚，因而將優先介紹核准後複審程序，職是，本章介紹之順序

乃自單方再審查、雙方再審查、核准後複審至雙方複審程序作一介紹，並對各該

程序加以評析，以資參考。 

 

第二節 單方再審查程序 

第一項 概述 

早期美國民眾欲挑戰專利有效性之途徑僅限於法院此一途徑，然由於訴

訟費用極高，且訴訟所需花費之時間長，再加上法院會預先推定專利為有效，

挑戰者必須提出清楚且得以使人信服之證據，造成挑戰者須花費較多之成本，

卻不易挑戰成功。因此，美國國會於 1980 年建立單方再審查程序，企圖提

高美國專利商標局於專利無效制度之地位，於法院外新增另一專利有效性之

挑戰途徑，使任何人包括專利權人均得對核准後之專利向美國專利商標局提

起單方再審查，然得作為挑戰專利有效性之引證文件限於專利前案和出版物，

因而得提起事由僅限於新穎性和非顯而易見性。 

雖得提起單方再審查事由有所限制，且申請人得參與程序之程度有限，

然由於得提起之主體不限於專利權人以外之第三人，故倘專利權人認為其專

利有效性有所疑義時，得於他人對其專利加以挑戰前，自行提起單方再審查，

更正其專利，以強化專利有效性。其次，單方再審查程序未設有禁反言之規

定，第三人縱使於單方再審查挑戰失敗，仍得再向法院主張專利無效，挑戰

者無需承擔禁反言之風險。有鑒於此，單方再審查仍有其存在之必要性，故

本次修法美國發明法並未廢除該程序。 

於本文對單方再審查程序作一詳細介紹前，擬先藉由一流程圖簡略說明

單方再審查程序之運作流程，期使讀者得以對該程序有初步瞭解後，於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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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介紹時，得以更加明瞭，請參閱下圖。其次，再對單方再審查程序之缺

失提出本文見解以加以評析。 

  

 

圖四美國單方再審查程序之流程圖 

(筆者參單方再審查程序相關規定後自行畫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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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申請方式 

任何人於專利權存續期間皆得以書面形式向美國專利商標局提供相關

之專利或出版物作為先前技術，或以專利權人在聯邦法院或美國專利商標局

之前的程序中對於專利特定請求項涵蓋範圍之陳述為證據，提起單方再審查

程序(Ex parte reexamination)以質疑特定專利請求項之可專利性
161
，由中

央再審查組(Central Reexamination Unit)進行審理。上述之任何人包含專

利權人和美國專利商標局局長，然受到核准後複審程序或雙方複審程序之禁

反言拘束者，不在此限
162
。惟須特別注意者為，作為引證文件之先前技術，

僅包含專利前案和出版物，公開使用或公開銷售等事由，無法作為單方再審

查之引證文件，且得提起單方再審查之事由僅限於新穎性(novelty)和非顯

而易見性(non-obviousness)
163
。 

申請時須以書面方式提出申請，並繳納申請費用。申請書之內容應包含

164
： 

(1) 證明被挑戰之請求項具有新的實質可專利性問題； 

(2) 指明提起再審查之請求項，及詳細地解釋先前技術對於欲挑戰請求

項之相關性。倘引證文件係前述專利權人之陳述，須解釋該陳述如

何用來決定專利請求項之意思和先前技術應用於該請求項之連結

關係，及相關請求項如何被解釋； 

(3) 每個非以英文為語言之專利或出版物副本須提交英文翻譯本； 

(4) 提交被挑戰專利之副本，包含前言、圖式、說明書和申請專利範圍； 

(5) 證明申請人無專利法第 315條第 5項第 1款或專利法第 325條第 5

項第 1款受到禁反言拘束之情形。 

倘未繳納申請費及不符上述申請書要件之規定者，申請人將被通知，且

                                                 
161 35 U.S.C. §302. 
162 37 C.F.R. § 1.510(a). 
163 MPEP §2217.  
164 37 C.F.R. § 1.5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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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於指定期間內補正。屆期未補正，將無法取得單方再審查之申請日，申請

案將被不予受理
165
；反之，倘申請符合所有要件時，申請人即取得申請日，

中央再審查組將受理該申請
166
。 

原則上，美國專利商標局收到申請書後，會將申請書副本送達專利權人

167
，使其得以進行答辯，然因單方再審查之申請人不限於專利權人外之第三

人，亦即專利權人亦得對自己之專利提出單方再審查申請，於此情形下，美

國專利商標局將不會再將申請書副本送達專利權人。  

 

第三項 程序開啟要件―新的實質可專利性問題 

為避免挑戰者濫用此程序，一再提起單方再審查程序騷擾專利權人，立

法者對於是否得開啟程序設有要件，單方再審查申請日後三個月內，由負責

審理之機關中央再審查組決定是否「申請人提出再審查之請求項具有新的實

質可專利性問題(substantial new question of patentability)」，不受申

請人所提出之專利或出版物所拘束
168
。換言之，中央再審查組得判斷是否申

請人提出之專利和出版物或其依職權調查所發現之專利和出版物對於申請

再審查之請求項具有新的實質可專利性問題。 

新的實質可專利性問題，乃係指一個理性審查官對於申請人所提出之專

利前案或出版物所載之先前技術，將可能會認為該先前技術對於決定系爭請

求項是否具有可專利性而言是重要的
169
。 

於判斷是否為新的實質可專利性問題上，早期法院認為只要申請專利時

美國專利商標局審查過之引證文件即非新的實質可專利性問題
170
，然單純因

某引證文件曾於審查過程中被考慮過，即排除他人引用此引證文件以質疑專

                                                 
165 37 C.F.R. § 1.510(c). 
166 37 C.F.R. § 1.510(d). 
167 35 U.S.C. §302. 
168 35 U.S.C. §303(a). 
169 MPEP §2242. 
170 See DAVID L. FOX, U.S. PARENT OPINIONS AND EVALUATIONS 291-29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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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有效性，似不合理，原因在於該引證文件與其他引證文件結合時，仍可能

影響專利有效性之判斷，因而於 2002 修法時於專利法第 303 條第 1項後段

新增「即使於專利申請審查過之引證文件，仍可能成為單方再審查之新的實

質可專利性問題」。詳言之，中央再審查組於審酌是否具有新的實質可專利

性問題時，不會因為某專利或出版物曾於專利申請案審查時被美國專利商標

局引證或考慮過而排除考量，仍得納入再審查先前技術之考量內。 

另一問題在於，由於單方再審查程序並未限制於未曾提起民事訴訟主張

專利無效者始得提起，故挑戰者提起民事訴訟主張專利無效未果後，仍得再

提起單方再審查程序，此衍生出一個問題―於民事訴訟挑戰專利有效性時，

法院曾考慮過之引證文件，中央再審查組是否仍須審查是否具新的實質可專

利性問題?此問題之答案為肯定的，蓋法院和中央再審查組針對同一專利之

有效性與否有不同之判斷標準，單方再審查申請人專利有效性之舉證責任較

訴訟低，此乃由於法院會預先推定專利有效，而中央再審查組不會作出如此

之推定，因此，同一證據縱使於法院已考慮過，認定當事人所提出之引證文

件不足以推翻專利有效性，然由於申請人於單方再審查舉證責任較低，同一

引證文件可能使中央再審查組認定為專利無效
171
。綜上所述，法院和中央再

審查組針對同一專利之有效性與否作出不同結論並不衝突，蓋兩者於判定專

利有效與否存有不同之標準，作出不同結論尚屬合理，倘法院認定被挑戰之

專利並非無效，中央再審查組仍須繼續審理，此乃基於法院和中央再審查組

於專利有效性之舉證責任上有不同之標準，有鑒於此，此二程序併行，並不

會產生重複審查之疑慮。簡言之，縱使於訴訟中法院已考慮過之引證文件，

於單方再審查程序中中央再審查組不會排除考量，仍得納入再審查先前技術

之考量內。 

倘中央再審查組認為引證文件不具新的可實質專利性問題，而作出駁回

申請之決定時，申請人得於收到駁回單方再審查之決定後 1個月內向美國專

                                                 
171 Id. at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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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商標局局長提出複查之申請，倘申請後再次被確定無新的實質可專利性問

題存在，將作出駁回申請之決定，並退還部分再審查申請費用，且該決定即

為最後決定，申請人不得再上訴
172
。反之，倘認為有新的實質可專利性問題

時，即下令進行再審查，專利權人不得再上訴。上述決定將送達專利權人和

申請人。 

 

第四項 審理程序 

第一款 專利權人及再審查申請人之答辯 

開啟單方再審查程序後，專利權人得於一合理期間(從送達決定書

起算後二個月以上)內進行答辯，包括更正專利或提出新的請求項
173
，

俾使全部請求項符合專利要件，惟不得擴大專利之範圍
174
，且專利權人

提出之任何答辯應清楚指明申請再審查之標的與先前技術非明顯相同

之理由
175
。 

專利權人提出答辯之副本應送達再審查申請人，使申請人於送達後

二個月內得對專利權人之答辯提出意見，並將申請人回應之副本送達專

利權人
176
。倘專利權人未於中央再審查組開啟單方再審查後進行答辯，

申請人即不得提出回應或意見
177
。換言之，專利權人僅得於單方再審查

開啟後始得提出答辯，不得於開啟單方再審查程序前提出任何意見；而

再審查申請人僅得於專利權人作出回應後始得表示意見，否則無法參與

再審查程序，且對專利權人之回應表示意見後即不得再參與後續再審查

程序。 

倘專利權人或再審查申請人未於上述期間內提出回應或意見，審查

                                                 
172 37 C.F.R. 1.515(c). 
173 35 U.S.C. §304.  
174 37 C.F.R. 1.530(j). 
175 37 C.F.R. 1.530(c). 
176 35 U.S.C. §304；37 C.F.R. §1.535. 
177 37 C.F.R.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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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將不予審酌
178
。然，倘專利權人於上述期間屆滿後始提出答辯，然其

得證明其延遲為不可避免的或非故意延遲，則延遲之答辯仍得被審酌

179
。 

 

第二款 中央再審查組之實質審理 

前述答辯期間屆滿後，再審查程序將比照專利申請時之審查程序進

行
180
，由中央再審查組進行審理，中央再審查組為三位審查官組成，不

包含曾經核准專利申請案之審查官
181
，亦即曾參與核准專利申請案之審

查官不得再參與再審查之審理，此乃為避免審理不公之情形發生。 

而其審理範圍將限於申請再審查之請求項是否具有專利無效之理

由及專利權人之更正或提出新的請求項是否擴大申請專利範圍，其他議

題將不在單方再審查之審理範圍內
182
。同時專利權人須於指定期間對審

理過程中中央再審查組所為行為作出回應，倘專利權人屆期未對美國專

利商標局於上述審理過程中所作之行為作出回應，單方再審查程序將終

結
183
。 

倘中央再審查組認為系爭專利請求項不符新穎性或進步性，再審查

之申請有理由，將撤銷被挑戰之請求項；反之，將駁回再審查申請。 

為增進單方再審查之審理效率，專利權人、專利權人之代理人及其

他實質上代表專利權人之人於審查過程中對中央再審查組負有揭露義

務，應揭露關於可專利性之相關資訊，包含反對中央再審查組所認為不

具可專利性之理由及主張具有可專利性之理由
184
。 

 

                                                 
178 37 C.F.R. §1.540. 
179 37 C.F.R. §1.550(e). 
180 35 U.S.C. §305. 
181 See Filip De Corte et al , supra note 33, at 110. 
182 37 C.F.R. §1.552. 
183 37 C.F.R. §1.550(d). 
184 37 C.F.R.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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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面詢 

單方再審查程序中審查官基於審理之需要，得對專利權人或其代理

人進行面詢，再審查之申請人不得參與面詢，此乃由於申請人僅具有上

述一次表示意見之機會，後續之審理程序僅為一造程序。 

面詢之地點須於美國專利商標局內進行，且須於辦公時間進行，倘

無局長之授權，不得於其他時間或地點進行面詢
185
。 

再者，專利權人須於面詢後提出於面詢中陳述之完整書面意見，以

為具結，倘專利權人未提出面詢之完整書面陳述，單方再審查程序將終

結
186
。 

 

第五項 救濟途徑 

 專利權人不服再審查結果時，得依專利法第 134 條第 2項之規定上訴至

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對專利審判及

上訴委員會之決定不服時，得依專利法第 141 條之規定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

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187
。美國專利法於單方

再審查程序之救濟中僅對專利權人有所規定，換言之，當中央再審查組作出

駁回申請之決定時，縱使單方再審查之申請人不服再審查結果時，亦無救濟

途徑。 

 單方再審查上訴期間屆滿或上訴程序終結後，美國專利商標局局長應對

再審查後專利是否繼續存在頒發證書
188
，以撤銷再審查結果中不具可專利性

之請求項，或確認再審查結果中具可專利性之請求項，或將專利權人更正或

提出之新請求項中具可專利性之請求項併入原始專利內，藉以闡明單方再審

查程序之結果和專利內容。單方再審查證書將送達專利權人，其副本亦將送

                                                 
185 37 C.F.R. §1.560. 
186 37 C.F.R. §1.550(d). 
187 35 U.S.C. 37 C.F.R §306. 
188 35 U.S.C.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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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申請人，且將公告於專利公報上，使公眾得以知悉
189
。 

 

第六項 制度評析 

以往挑戰專利有效性僅限於向法院提起訴訟之途徑，然由於訴訟費用高，

多數個人或中小企業無龐大資金得透過法院挑戰專利有效性，以致於阻礙其

創新和製造新產品，單方再審查程序提供挑戰者於訴訟外挑戰專利有效性之

另一途徑
190
，由於單方再審查之申請費用較訴訟低，使得個人和中小企業得

選擇提起單方再審查以挑戰專利權人之專利有效性。 

有鑑於單方再審查之申請費較訴訟費用低，且任何人於專利存續期間均

得向美國專利商標局提起單方再審查以挑戰專利之有效性，企圖提高挑戰者

利用該程序之誘因。 

然單方再審查程序自建立後之利用率遲遲未見升高，前五年累積案件量

只有 870 件
191
，可能之原因在於單方再審查程序之設計有所限制，其一，申

請人參與再審查程序之程度有限，此乃單方再審查程序利用率低之主要原因

192
，由上述單方再審查程序之介紹中，得看出申請人於提起申請後，僅得於

專利權人於開啟單方再審查程序後作出答辯後，始得表示意見，且僅此一次

表示意見之機會，無法再參與後續程序之進行，亦即後續程序之參與者僅限

於專利權人和中央再審查組，於程序進行過程中，由於申請人無法介入後續

程序，無法對專利權人或中央再審查組之作為表示意見，假使於審理過程中

中央再審查組未審酌到相關專利有效性議題，申請人無法向中央再審查組提

出，減少申請人挑戰成功之可能性。更甚者，倘專利權人未於中央再審查組

開啟單方再審查後作出答辯，申請人即無表示意見之機會，亦即申請人於提

起單方再審查之申請後，即無法參與該程序之進行。其二，單方再審查得提

                                                 
189 37 C.F.R §1.570. 
190 See DAVID L. FOX, supra note 170, at 288. 
191 See USPTO Ex Parte Reexamination Filing Data-September30,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uspto.gov/patents/stats/ex_parte_historical_stats_roll_up_EOY2013.pdf 
192 See Lori A. Gordon & Glenn J. Perry, supra note 25, at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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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事由僅限於新穎性和非顯而易見性，未包含所有專利要件，且申請人得提

出作為引證文件之先前技術限於專利前案和出版物，並未包含已公開使用之

先前技術，得提起事由和證據過於狹隘。其三，中央再審查組作出駁回單方

再審查申請之決定後，申請人無救濟途徑，不得再加以上訴，然倘中央再審

查組作出撤銷專利之決定時，美國專利法卻規定專利權人得向專利審判及上

訴委員會上訴，甚至得再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此規定對申請人極為不

公。 

本文認為既然單方再審查之設計目的在於降低申請人之參與程序，減少

申請人與專利權人或中央再審查組間之互動，以加速審查過程之進行，基於

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法治國原則下，至少應給予申請人提起救濟之機會，否則

申請人不但參與程序之程度有限，又無法取得救濟，對申請人不利，亦會降

低挑戰者利用此程序之誘因。 

雖單方再審查程序有上述缺失，以致造成該程序之利用率不高，然該程

序仍有其存在之必要性，主要之原因可能在於單方再審查程序無禁反言之規

定，縱使申請人挑戰未果，仍得再次提起其他美國專利商標局程序(單方再

審查、核准後複審或雙方複審)，或向法院提起專利無效訴訟以再次挑戰專

利有效性，挑戰者不須承受禁反言之風險。其次，單方再審查程序得增加申

請人對專利權人之談判籌碼，由於單方再審查程序一經開啟，即使審理過程

中雙方達成和解，亦無法停止程序，須待作出單方再審查審定結果後，始得

終結程序，因而挑戰者得於提起單方再審查程序前告知專利權人，使不欲承

擔單方再審查可能撤銷專利之風險之專利權人，與挑戰者達成和解，以此增

加專利權人的協商壓力，進而為自己增加談判籌碼
193
。再者，單方再審查申

請人得匿名提起，使挑戰者不會因挑戰失敗而受到專利權人提起侵權訴訟之

風險
194
。最後一點，專利權人得藉由單方再審查更正其專利，由於核准後複

                                                 
193 See Scott M. Daniels & Kate Addison, Why Wait for Oppositions?,47 IDEA 343,353 (2007). 
19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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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或雙方複審程序均限於專利權人以外之第三人始得提起，僅有單方再審查

得提起主體不限於專利權人以外之第三人，倘專利權人事後認為其已被美國

專利商標局核准之專利仍有被他人挑戰之可能性，得透過單方再審查對可能

無效之請求項加以更正，以強化其專利有效性。 

綜上所述，雖單方再審查程序上有所限制，造成其利用率不高，然鑑於

前述種種原因，單方再審查仍有其存在之必要性。惟本文認為既單方再審查

程序究為公眾審查制度之一環，而公眾審查制度之核心在於藉由第三人之力

量，對有問題之專利加以挑戰，故本文認為專利權人不應成為得提起單方再

審查之主體，使其得藉此程序更正其專利，始符合公眾審查制度之本質。亦

有批評者曾說「單方再審查程序常成為專利權人將其無效專利轉換成有效專

利之途徑」
195
，此亦說明單方再審查程序不應成為專利權人強化專利有效性

之手段，且歐洲異議制度和我國舉發制度均有排除專利權人為提起主體之規

定。 

 

第三節 雙方再審查程序 

第一項 概述 

鑑於 1980 年建立之單方再審查程序，申請人幾乎無法參與該程序，降

低挑戰者利用該程序之誘因，以致於單方再審查程序之利用率不高，為改善

單方再審查之缺失，美國國會於 1999 年建立雙方再審查程序，基本上該程

序之設計與單方再審查程序大致相同，惟提高申請人得參與之程度，並使申

請人對於再審查審定結果取得救濟之機會。然美國 2011 年簽署之美國發明

法於專利法作了重大變革，修正雙方再審查程序之規定，以雙方複審程序取

代之，雖現行法於 2012 年 9 月 16 日後生效，然修法前之挑戰專利有效性之

                                                 
195 See Robert T. Pous , Charles L. Gholz, Will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be Embraced By Third 
Parties As An Alternative to Litigation?, 7 INTELL. PROP. TODAY 37,37(2000). (“ex parte reexamination 
often serves as an avenue by which the patent owner converts an infringed but invalid patent into an 
infringed and valid patent”)；See also Id.,at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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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仍須加以瞭解，以便對美國專利法核准後公眾審查制度之變革更加明瞭。

修法前第三人除得以提起單方再審查程序挑戰專利有效性外，於 1999 年以

後亦得選擇提起雙方再審查程序，單方再審查於本次修法後仍繼續援用，已

於前述，而雙方再審查已於本次修法後加以廢除，於 2012 年 9 月 16 日起失

效。 

於本文對雙方再審查程序作一詳細介紹前，擬先藉由一流程圖簡略說明

雙方再審查程序之運作流程，期使讀者得以對該程序有初步瞭解後，於閱讀

以下介紹時，得以更加明瞭，請參閱下圖。其次，再對雙方再審查程序之缺

失提出本文見解以加以評析。 

 

圖五 美國雙方再審查程序之流程圖 

(筆者參閱雙方再審查程序相關規定後自行畫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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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申請方式 

 任何專利權人以外之第三人於任何時間得提出先前技術作為引證文件

向美國專利商標局申請雙方再審查(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由中央

再審查組(Central Reexamination Unit)負責審理。申請須以書面形式提出，

包含指明利害關係人，及對欲挑戰之每一請求項提出相關之先前技術及其應

用方式，並同時繳納申請費用
196
。原則上除申請主體與單方再審查不同外，

其餘申請方式大致與單方再審查相同，先前技術亦僅限於專利前案和出版物，

且得提起範圍亦限於新穎性和非顯而易見性
197
。 

 

第三項 程序開啟要件―新的實質可專利性問題 

 美國於 2011 年修法後美國發明法提升雙方再審查程序之程序開啟要件，

由新的實質可專利性問題改為無效合理可能性
198
，然雙方再審查程序須至

2012 年 9 月 16 日始失效，而被雙方複審程序取代之，因此雙方再審查程序

歷經新的實質可專利性和無效合理可能性二個不同之程序開啟要件，為探討

美國專利法之變革，本文以下擬將以修法前所規定之新的實質可專利性作為

探討雙方再審查程序程序開啟要件之標準。 

 於申請人取得申請日後三個月內，由負責審理機關中央再審查組決定是

否「申請人提出之引證文件對至少一請求項具有新的實質可專利性問題」，

於判斷是否具新的實質可專利性問題時，亦得將申請人未提出之其他專利或

出版物列入考量範圍
199
。換言之，中央再審查組於審查時不受申請人所提出

之先前技術所拘束，亦得依職權自行發現其他得使請求項具有新的實質可專

利性問題之先前技術，且對於美國專利商標局於審查專利時曾作為引證文件

                                                 
196 35 U.S.C. §311(pre-AIA). 
197 MPEP §2609. 
198 USPTO AIA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See http://www.uspto.gov/aia_implementation/faqs_inter_partes_reexam.jsp 
199 35 U.S.C. §312(a) (pre-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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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專利或出版物，仍得納入無效合理可能性之考量內，此部分與單方再審查

程序相同，已於前述。 

 倘中央再審查組認為引證文件對於至少一請求項具有新的實質可專利

性問題時，將作出開啟雙方再審查之決定，該決定應包括說明待解決之問題

200
；反之，倘認為不具新的實質可專利性問題時，將駁回申請，並退還部分

費用。中央再審查組是否開啟雙方再審查程序之決定，將送達專利權人和申

請人，且該決定為最終決定，不得上訴
201
。 

 一旦中央再審查組作出開啟雙方再審查程序之決定後，任何其他申請人

或利害關係人即不得再提出雙方再審查程序，須待雙方再審查程序終結後，

始得提起，但經美國專利商標局局長同意，不在此限
202
。且一旦雙方再審查

程序被開啟，專利權人對已繫屬於法院涉及同一專利有效性之訴訟，得聲請

法院停止訴訟，除非停止訴訟違反審判之公平正義，法院得駁回聲請
203
。 

 

第四項 審理程序 

 開啟程序後，由中央再審查組進行審理，審理程序係比照專利申請案審

查時之程序進行。於再審查程序進行中，專利權人得提出更正及提出新請求

項，俾使被挑戰之請求項得符合專利要件，然不得擴大原本的申請專利範圍

204
。 

 於再審查程序中，不論是專利權人或申請人所提出之文件，均應送達他

方，且美國專利商標局亦應將其與專利權人間之往來文件之副本送達申請人，

使專利權人對美國專利商標局所為行為作出回應時，申請人得以知悉，以利

其進行答辯
205
。 

                                                 
200 35 U.S.C. §313(pre-AIA). 
201 35 U.S.C. §312(c) (pre-AIA). 
202 35 U.S.C. §317(a) (pre-AIA). 
203 35 U.S.C. §318 (pre-AIA). 
204 35 U.S.C. §314(a) (pre-AIA). 
205 35 U.S.C. §314(b) (pre-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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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中央再審查組認為系爭專利請求項不符新穎性或進步性，再審查之申

請有理由時，將撤銷被挑戰之請求項；反之，將駁回再審查申請。 

 

第五項 雙方再審查決定之效力―禁反言 

於再審查決定中已被認定專利有效時，不論該當事人或其利害關係人其

後均不得對曾於再審查程序中「提出或可能可以提出之無效理由(raised or 

could have raised)」，再次提出雙方再審查程序或提起民事訴訟主張專利

無效。相同地，於民事訴訟中無法證明專利權人之專利無效，其後亦不得對

曾於民事訴訟中「提出或可能可以提出之無效理由」，再次提出雙方再審查

程序。但再審查程序中難以被申請人及美國專利商標局發現之新的先前技術

不在此限
206
。此乃為禁反言(estoppel)之規定，目的在於避免申請人保留一

部分已知之資訊，於其他程序中再次提出挑戰，減少法院和專利局重複審理

之情形發生
207
。 

 

第六項 救濟途徑 

中央再審查組作出雙方再審查決定後，不論是專利權人或申請人，於不

服再審查結果時，均得上訴至專利上訴及爭議委員會(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倘再不服專利上訴及爭議委員會之決定，得

再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208
。與單方再審查僅限於專利權人使得提起救濟

有所不同，使申請人亦有救濟途徑。 

於雙方再審查上訴期間屆滿或上訴終結後，美國專利商標局局長應頒發

證書以決定是否專利得以繼續存在，包含撤銷再審查結果不具可專利性之請

求項、確認再審查結果具可專利性之請求項及將更正或提出之新請求項中具

                                                 
206 35 U.S.C. §§315(c), 317(b) (pre-AIA). 
207 See Susan J. Marsnik, supra note 32, at 203. 
208 35 U.S.C. §315(a),(b) (pre-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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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專利性之請求項併入專利內
209
。 

  

第七項 制度評析 

 雖雙方再審查改善單方再審查之缺失，使申請人得全程參與該程序之進

行，以提升申請人之參與程度，且申請人不服中央再審查組審定結果時，亦

得上訴至專利上訴及爭議委員會，甚至再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賦予申

請人救濟之機會，此乃雙方再審查程序與單方再審查程序最大之不同之處。 

 雖雙方再審查試圖改善單方再審查程序之缺失，俾使提高再審查之利用

率，然自該程序建立以來前五年累積案件量僅有 53 件
210
，究其可能原因在

於雙方再審查程序之設計上，設有禁反言之規定，使申請人於再審查程序挑

戰失敗後，不僅只有其於再審查程序中提出之理由或證據，日後不得基於同

一理由再提起民事訴訟主張專利無效，甚至於再審查程序中可能可以提出但

未提出之理由或證據，亦包含於禁反言之範圍內，縱使該規定於但書中排除

申請人和美國專利商標局難以發現之先前技術，使申請人仍得再提起民事訴

訟或再審查程序，然何謂「可能可以提出之無效理由」及「申請人和美國專

利商標局難以發現之新的先前技術」未有明確定義
211
，由於申請人須承受禁

反言之風險，降低挑戰者利用該程序之誘因，此乃造成雙方再審查程序利用

率亦不高之主要原因
212
。其次，申請人無法匿名提起雙方再審查程序，倘於

再審查程序中挑戰失敗，反而可能造成專利權人對其提起侵權訴訟，而其因

受禁反言之拘束，無法再於訴訟中主張專利無效，挑戰者為避免此風險，而

不願冒險提起雙方再審查程序。再者，得提起雙方再審查程序之事由亦僅限

於新穎性和非顯而易見性，與單方再審查同，由於得提起事由過於狹隘，亦

                                                 
209 35 U.S.C. §316 (pre-AIA). 
210 See USPTO Inter Parte Reexamination Filing Data- Septeber 30, 2013，available at 

http://www.uspto.gov/patents/stats/inter_parte_historical_stats_roll_up_EOY2013.pdf 
211 See Robert L. Stoll, Maintaining Post-Grant Review Estoppel in the America Invents Act: a Call for 
Legislative Restraint, 2012 Patently-O Pat. L.J. 1,6( 2012). 
212 See Michael A. Carrier, supra note 158, at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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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挑戰者利用該程序之誘因。 

 綜上所述，雖雙方再審查程序改善單方再審查程序之缺失，然得提起事

由仍限於新穎性和非顯而易見性，再加上禁反言之範圍廣泛，所有於雙方再

審查程序中可能可以提出之理由均包含在內，造成挑戰者使用率仍然不高。 

 本文認為雖禁反言之目的在於避免專利權人一再被同一挑戰者騷擾，及

防止申請人為日後得以提起訴訟主張專利無效而保留一部分已知之資訊，避

免行政和司法部門重複審理相同挑戰，造成資源的浪費，該規定之用意雖屬

良善，然何謂「可能可以提出之無效理由」未有明確定義，而何謂「申請人

和美國專利商標局難以發現之新的先前技術」亦未有一明確標準，各申請人

可能有不同的認知，此乃造成挑戰者不願利用該程序之主要原因。 

 因故，於本次修法，美國發明法於取代雙方再審查程序之雙方複審程序

中，將禁反言之範圍限於雙方複審程序中「已提出或合理可能可以提出之無

效理由」，其中「合理」二字將禁反言範圍明確限縮於相同領域具通常知識

者須盡相當努力始得發現之無效理由，然禁反言之爭議仍繼續存在，由於雙

方複審和核准後複審之禁反言規定相同，有相同之爭議，故此爭議將於以下

本章第四節核准後複審程序部分加以詳述。 

 

第四節 核准後複審程序 

第一項 概述 

由於美國專利申請案件量逐漸增加，以致專利品質相繼降低，品質不良

之專利增加侵權訴訟及紛爭解決之數量，提高交易成本，最終受害者仍為消

費者，且原本挑戰專利有效性之主要途徑之專利訴訟須花費很多時間和金錢，

雖自 1980 年開始挑戰者即得選擇於訴訟外之另一途經挑戰專利有效性―單

方再審查和雙方再審查程序，然該二程序之設計各有其缺失和限制，造成其

利用率不高，已於前述，因而學者開始呼籲建立核准後複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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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於美國發明法制定時乃引進歐洲異議制度之理論，進而設計出

核准後複審程序，美國參考歐洲異議制度之原因在於歐洲專利公約自 1973

年即引進歐洲異議制度，其制度已運行多年，經過長時間之經驗累積，實證

研究結果證實歐洲異議制度於挑戰專利有效性上有重大效果
213
，雖美國於核

准後複審程序之設計上係參考歐洲異議制度而制定，然其並非完全移植歐洲

異議制度，雖兩制度間有其共同點，惟其間仍有些許差異性，使核准後複審

程序成為獨特的美國行政程序
214
。 

核准後複審程序生效之日為 2011 年 9 月 16 日簽署後一年生效，亦即自

2012 年 9 月 16 日生效，然其適用對象係基於先申請原則下之專利申請案核

准後之專利，而先申請原則於 2013 年 3 月 16 日始生效，換言之，得適用核

准後複審程序之對象限於2013年 3月16日以後提起之專利申請案核准後。 

由於美國發明法制定前單方再審查和雙方再審查程序上之限制，使多數

挑戰者仍藉由民事訴訟挑戰專利有效性，然礙於提起訴訟亦有所限制―原告

須符合下述三要件，始得提起專利無效訴訟：1.須受有事實上損害 2.損害

和被告所為行為間有因果關係 3.損害須有可能被填補
215
，而美國發明法制

定後新增之核准後複審程序使得原本不具提起訴訟資格之人得以藉由此程

序挑戰專利有效性。由於專利權人以外之任何人均得提起核准後複審程序，

美國專利商標局於審理時不須對當事人資格加以判斷，可節省訴訟中法院需

先對原告資格加以判斷之時間和成本，且核准後複審程序通常須於程序開啟

後 12 個月內審定結束，使程序簡潔且快速。其次，由於潛在侵權者通常為

相關領域之專家，對相關專利是否具有專利有效性較為瞭解，然因潛在侵權

者不具備成為專利無效訴訟之原告資格，核准後複審程序提供該等人挑戰專

                                                 
213 EPO Annual report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epo.org/about-us/annual-reports-statistics/annual-report/2013/statistics-trends/searche
s.html 
214 See Filip De Corte et al, supra note 33, at 93. 
215 See Karen A. Lorang,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Post-Grant Review of Patents , 17 UCLA 

J. L. & TECH. 1,1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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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有效性之途徑，增加專家參與之程度
216
。 

由於挑戰者得提起事由除新穎性和非顯而易見性外，尚包含大部分之專

利要件，例如不符可專利標的和說明書未充分揭露等事由，較單方再審查和

雙方再審查程序更為廣泛。 

雖核准後複審程序有上述優點，然相對於再審查程序無提起期間之限制，

挑戰者得於專利期間存續屆滿前提起，核准後複審程序設有提起期間，挑戰

者須於專利核准後 9個月內提起，倘未得於期限內及時提起，僅得尋求雙方

複審程序或單方再審查程序二途徑以挑戰專利有效性。此外，亦設有禁反言

之規定，仍存在上述雙方再審查程序可能造成之問題―挑戰者不願冒此風險

利用該程序，將可能降低利用率，然禁反言之範圍較雙方再審查程序之規定

更為明確，且核准後複審程序之優點亦多，是否會因禁反言之規定降低該程

序利用率之問題，將於本節制度評析部分加以探討。 

於本節以下對核准後複審程序作一詳細介紹前，擬先藉由一流程圖簡略

說明核准後複審程序之運作流程，期使讀者得以對該程序有初步瞭解後，於

閱讀以下介紹時，得以更加明瞭，請參閱下圖。其次，乃提出本文見解對該

程序加以評析，同時對核准後複審程序與歐洲異議程序之異同作一比較。 

  

                                                 
216 Id, 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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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之流程圖 

(筆者參閱核准後複審程序相關規定後自行畫製) 

 

第二項 申請方式 

 按專利法第 321 條第 1項之規定，專利權人以外之任何人於繳納申請費

後，得於核准專利或再頒發專利(reissue)後 9 個月內向美國專利商標局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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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核准後複審(Post-grant review)
217
，是否開啟程序和開啟後之後續審理

程序將由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決定及

審理。然，一旦再頒發專利公告後，不得對再頒發專利與原始專利相同或縮

小範圍之請求項提出核准後複審程序
218
，原因在於再頒發專利審理過程中，

美國專利商標局已經重新審理過該專利內容，為避免重複審查，浪費行政資

源，故不允許再提起核准後複審。 

 本條特別指明提出核准後複審之主體不包含專利權人，僅限於專利權人

以外之其他第三人，與前述單方再審查程序大不相同。原則上專利權人以外

之任何人均得提起核准後複審，但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於提起核准後複審前，

已提起民事訴訟主張專利無效，或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受到禁反言之拘束

(曾以同一理由提起審查)，不在此限
219
，此乃為避免重複審理。 

申請時須以書面方式提出申請，並繳納申請費用。申請書應包含
220
： 

(1) 揭露利害關係人； 

(2) 敘明未曾以同一理由提起核准後複審(未受禁反言之拘束)； 

(3) 指明欲挑戰之專利請求項； 

(4) 針對每一個被挑戰請求項指明提起核准後複審之事由，且須敘明欲挑戰

請求項符合該理由之原因，並提出相關證據，其中作為證據之引證文件

不限於專利和出版物，尚包含公開使用、販賣行為或其他公開揭露等方

式
221
。此外尚須指明證據與被挑戰請求項之相關性，包含指明證據之哪

一部分得以證明哪一請求項可能無效。倘提起事由涉及先前技術，須指

明被挑戰請求項之每一元件皆於先前技術中被找到，而其他事由，僅須

指明被挑戰請求項之哪一部分不符法定事由，且須敘明不符法定事由之

原因。倘申請人未明確指明係證據之哪一部分或未指明相關性，專利審

                                                 
217 35 U.S.C. §321. 
218 37 C.F.R §42.202. 
219 37 C.F.R §42.201. 
220 35 U.S.C. §322；37 C.F.R §42.204. 
221 See DAVID L. FOX, supra note 170, at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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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及上訴委員會得排除審酌該證據； 

(5) 倘申請人有提出專家意見，則須附上支持該意見之專家具結； 

(6) 倘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有要求申請人提供其他資訊，則申請人須加以

提出。 

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將於收到申請書和證據後，送達專利權人，使其

知悉，以利其加以答辯，且須以限時專送或其他如同限時專送般快速和可信

賴的方式送達，倘經當事人同意，亦得以電子方式送達
222
。 

倘申請符合上述要件時，始取得核准後複審之申請日；反之，倘於專利

審判及上訴委員會通知申請人其申請有瑕疵後一個月內或於得提出核准後

複審之申請期間內未補正(視何者較先)，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將不予受理，

申請人即無法取得申請日
223
。 

 

第三項 得提起事由 

 申請人僅得對欲提出核准後複審之專利請求項不符專利法第282條第2

項第 2款和第 3款所列事由，包含可專利標的
224
、新穎性

225
及非顯而易見性

226

等專利要件，及說明書應充分揭露、可實施性
227
和再頒發專利要件

228
時，始

得請求撤銷專利之一項或多項請求項
229
。詳言之，得申請核准後複審之事由

較廣，不像單方再審查和雙方再審查程序僅限於新穎性和非顯而易見性，而

係幾乎包含所有專利要件，僅未揭露最佳實施例不包括在內。 

 

 

                                                 
222 37 C.F.R §42.205. 
223 37 C.F.R §42.206. 
224 35 U.S.C §101. 
225 35 U.S.C §102. 
226 35 U.S.C §103. 
227 35 U.S.C §112. 
228 35 U.S.C §251. 
229 35 U.S.C §3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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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程序開啟要件―一半以上的機率得證明請求項不具可專利性 

 專利權人收到核准後複審申請書後，得於收到申請日之通知後三個月內

提出初步回應(Preliminary response)
230
，敘明申請案未達核准後複審程序

開啟要件之原因，或提出證據挑戰申請人資格，例如證明申請人於提出核准

後複審申請前已提起民事訴訟主張專利無效，或申請人受到禁反言之拘束，

以說明為何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應駁回核准後複審之申請。 

 須特別注意者，專利權人並非必須提出初步回應，倘核准後複審之申請

明顯不符合程序開啟要件，即使專利權人未提出初步回應，申請案亦將被駁

回，亦即倘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認為申請案不符合核准後複審之程序開啟

要件，縱使專利權人未提出初步回應，仍得逕行駁回申請
231
。衍生出一個問

題，倘專利權人不欲提出初步回應有無通知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之必要?

答案為否定的，該通知並非專利權人之義務
232
，專利權人得自行決定是否通

知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換言之，專利權人不欲提出初步回應得通知專利

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亦得不通知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 

 專利權人亦得聲明拋棄專利之一個或數個請求項
233
，一旦欲提起之請求

項全部被拋棄，則核准後複審程序將不會被開啟。 

 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應於收到專利權人之初步回應後或專利權人未

回應之期限最終日後三個月內決定是否開啟核准後再審查
234
。原則上唯有申

請人提出之證據有一半以上的機率得以證明至少一請求項不具可專利性(it 

is more likely than not that at least 1 of the claims challenged in 

the petition is unpatentable)，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始會作出開啟核

准後複審程序之決定
235
。然，倘申請人提出對於其他專利或申請中之專利而

                                                 
230 35 U.S.C §323；37 C.F.R §42.207. 
231 USPTO AIA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Post Grant Review, available at 
http://www.uspto.gov/aia_implementation/faqs_post_grant_review.jsp 
232 Id. 
233 37 C.F.R §42.207(e). 
234 35 U.S.C §324(c). 
235 35 U.S.C §32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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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具重要性且為新的或尚未解決之法律問題(the petition raises a novel 

or unsettled legal question that is important to other patents or 

patent applications.)時，亦得滿足核准後複審程序之程序開啟要件
236
。

詳言之，申請人提出之證據有一半以上的機率得以證明至少一請求項不具可

專利性，或即使未達一半以上的機率得以證明至少一請求項不具可專利性，

只要申請人提出對於其他專利或申請中之專利而言具重要性且為新的或尚

未解決之法律問題時，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均得開啟核准後複審程序；反

之，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將駁回申請。是否開啟核准後複審，專利審判及

上訴委員會亦將考量是否有相同或實質相同之先前技術或爭點曾提出於美

國專利商標局，倘結論為肯定的，則將駁回申請案。 

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作出是否開啟核准後複審程序之決定後，應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及專利權人，惟此決定為最終決定，縱使不服該決定，亦不得

上訴
237
。 

 

第五項 審查程序 

開啟程序後，由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進行審理
238
，專利審判及上訴委

員會係由三個專利行政法官所組成，兼具法律和科技專業
239
。專利權人得於

程序開啟後三個月內對不具可專利性之理由提出答辯
240
，包含得提出更正專

利之申請，以刪除被挑戰之請求項，或針對每個被挑戰之請求項，提出一合

理數量的替代請求項，惟專利權人僅具有一次的提出機會，倘申請人與專利

權人於和解協議中有約定，或專利權人有足夠理由，專利權人得提起額外動

議以更正專利，惟更正不得擴大原本的申請專利範圍或提出新事項
241
。 

                                                 
236 35 U.S.C §324(b). 
237 35 U.S.C §324(e). 
238 35 U.S.C §326(c) 
239 See Susan J. Marsnik, supra note 32 ,at 200. 
240 37 C.F.R §42.220. 
241 35 U.S.C §32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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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核准後複審程序後，申請人得於開啟核准後複審後一個月內得提出

補充資訊之申請，惟補充之資訊須與欲挑戰之請求項相關。倘申請人於開啟

核准後複審後一個月後始找到得提起之補充資訊，仍得提出補充資訊之申請，

惟須證明為何補充資訊無法提早取得之合理理由，以符合程序利益
242
。 

經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審理後，將對申請人所挑戰之請求項及專利權

人更正之請求項是否具有可專利性作成書面決定，倘認申請有理由，將撤銷

被挑戰之請求項；反之，將駁回申請。原則上核准後複審程序應於開啟後 1

年內終結，但有合理理由得延長 6個月
243
，亦即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審理

期間至多為 18 個月。 

 

第六項 和解機制 

 原則上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尚未對核准後複審作出決定前，經申請人

中之任何一人和專利權人共同提出和解申請(Settlement)，核准後複審程序

對於該申請人應終止。換言之，提出核准後複審之申請後，申請人仍得藉由

和解程序，脫離核准後複審程序。對於脫離程序之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不

受專利法第 325 條第 5項禁反言之拘束，亦即申請人脫離程序後，日後仍得

再提起任何美國專利商標局程序或民事訴訟以挑戰專利有效性。倘所有申請

人均脫離核准後複審程序，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得終止核准後複審程序或

作出審查決定
244
。 

 申請人為脫離程序而與專利權人達成的和解協議，需以書面作成，且正

本應於程序終止前送交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該協議將被視為商業機密資

訊，獨立於相關專利文件外予以封存，除非聯邦政府機構以書面請求或經任

何得提出足夠理由之人之申請，始得加以公開
245
。 

                                                 
242 37 C.F.R §42.223. 
243 35 U.S.C §326(a)(11). 
244 35 U.S.C §327(a). 
245 35 U.S.C §32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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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項 審查決定之效力―禁反言 

 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作出審理決定後，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先前於核

准後複審程序中「曾提出或合理可能可以提出之專利無效理由」(raised or 

reasonably could have raised during that post-grant review)，不得

再提起任何美國專利商標局所規定之程序，亦不得提起民事訴訟主張專利無

效或向國際貿易委員會主張專利無效
246
，此乃為避免行政和司法機關之重複

審理。其中"合理可能"乃係具通常知識者須盡相當努力始得以發現
247
，較早

期雙方再審查程序之"可能可以提出之無效理由(could have raised) "較為

限縮，且以通常知識者為認定基礎，有一統一之判斷標準。 

 

第八項 救濟途徑 

 按專利法第 329 條之規定，雙方複審當事人之任一方不服專利審判及上

訴委員會作出之決定時，得依專利法第 141 條至第 144 條上訴至聯邦巡迴上

訴法院
248
。換言之，美國專利法對於核准後複審之救濟，不像單方審查對申

請人有所限制，而係規定專利權人和申請人均得提出救濟，對申請人之保護

較為周全。 

待上訴期間屆滿或上訴程序終結後，美國專利商標局局長應頒發證書，

以撤銷不具可專利性之請求項，或確認具可專利性之請求項，或將具可專利

性之新增或更正的請求項合併納入原始專利內
249
。 

 

 

 

                                                 
246 35 U.S.C §325(e). 

247 See Susan J. Marsnik, supra note 32, at 202. 
248 35 U.S.C §329. 
249 35 U.S.C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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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項 與其他訴訟或程序間之關係 

第一款 與民事訴訟間之關係 

 為了達到美國發明法為使核准後複審程序取代訴訟成為有效解決

專利有效性爭議途徑之目的，美國發明法要求挑戰者僅得於美國專利商

標局程序或民事訴訟兩途徑中二擇一，倘申請人提出核准後複審程序之

申請前已於民事訴訟中主張專利無效，不得提起核准後複審之申請
250
。

反之，倘申請人於申請核准後複審後始提出民事訴訟主張專利無效，該

民事訴訟應自動停止，除非專利權人向法院聲請繼續進行訴訟，或專利

權人提起訴訟或反訴主張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侵權，或申請人或利害關

係人向法院聲請撤回民事訴訟
251
，但被控侵權人以反訴挑戰專利有效性，

不在此限
252
。 

第二款 與其他核准後複審程序間之關係 

 倘對於同一專利同時有二件以上核准後複審程序被申請，且有二件

以上申請案經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審查後決定開啟核准後複審程序，

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得合併成一個核准後複審申請案件
253
。 

第三款 與其他程序間之關係 

 於核准後複審程序審理過程中倘有其他涉及相同專利之程序進行

中，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得決定核准後複審及其他程序應如何進行，

包括停止、轉換、合併或終結其他程序。若不同程序涉及相同或實質上

相同之先前技術或爭點已優先提出於美國專利商標局，得考量是否駁回

一部分申請
254
。 

 

 

                                                 
250 35 U.S.C §325(a)(1). 
251 35 U.S.C §325(a)(2). 
252 35 U.S.C §325(a)(3). 
253 35 U.S.C §325(c). 
254 35 U.S.C §32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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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項 制度評析 

一、禁反言是否將影響核准後複審程序之利用率 

美國發明法制定後新增之核准後複審程序改進不少單方再審查和

雙方再審查程序之缺失，其一，擴大得提起事由之範圍，不再僅侷限於

新穎性和非顯而易見性，擴及大部分之專利要件，且引證文件亦不限於

專利前案和出版物，尚包含公開使用或販賣等，有鑑於美國專利商標局

審查人員審理專利申請案時，得檢索到之先前技術大部分為專利文獻

(專利前案和出版物)，對於公開使用或販賣等非專利文獻者，審查人員

不易檢索，非專利文獻之檢索不易乃為審查人員核准本不具可專利性專

利之主要原因，而相關領域之專家對於非專利文獻較為熟知，核准後複

審程序擴大得提起事由和引證文件範圍，使熟知系爭專利之專家得以提

出非專利文獻作為引證文件對有問題之專利加以挑戰，更得以提升專利

品質。其二，美國專利法對於再審查期間未設有限制，單方再審查平均

審查期間為 2年
255
，雙方再審查平均審查期間為 3年

256
，審理期間較為

冗長，而美國發明法制定後對於核准後複審程序之審查期間設有 12 個

月之限制，有合理原因亦僅得延長至 18 個月，亦即專利審判及上訴委

員會須於開啟程序後 1年內審結申請案，最多亦只須花費 1年半的審理

時間，較再審查程序審理期間快速，提升挑戰者利用該程序之誘因。其

三，再審查程序之審理機關為中央再審查組，不服該決定者須先上訴至

專利上訴及爭議委員會，不服專利上訴及爭議委員會之決定者，始得上

訴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救濟途徑較為冗長，挑戰者須花費較多時間始

得取得最終確定結果，而核准後複審程序之審理機關為專利審判及上訴

委員會，由於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為專利行政法官組成，其性質類似

準司法機關，專利權人或申請人不服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之決定得直

                                                 
255 See USPTO Ex Parte Reexamination Filing Data -September 30, 2013, supra note 191. 
256 See USPTO Inter Parte Reexamination Filing Data -September 30, 2013, supra note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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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救濟途徑簡潔，對專利有效與否得迅速確

定。 

綜上所述，核准後複審程序似乎優點多多，然此程序之設計設有禁

反言之規定，是否可能抵銷挑戰者利用核准後複審程序之誘因。由於核

准後複審程序適用對象為2013年 3月16日以後申請之專利案核准後，

而專利申請案平均審查時間平均為 3年，故至少須至 2016 年始得以知

悉該程序之使用情況，本文以下乃就禁反言是否可能影響核准後複審程

序利用率作一說明。 

多數學者認為可能造成核准後複審程序利用率不高之主要原因係

基於禁反言之規定
257
，專利專家和美國專利商標局均認同禁反言為降低

第三人使用雙方再審查之原因，然由於提起雙方再審查無期間限制，欲

提起雙方再審查之申請人尚可得到充足之時間以決定以何種理由和證

據挑戰專利最有價值，最可能挑戰成功；相反地，核准後複審得提起期

間僅限於專利核准後 9個月內，申請人無足夠之時間得以找出全部可能

可以提起之理由，尤其是藥品方面，尚須經由臨床試驗。於無提起期間

限制之雙方再審查程序，禁反言即成為降低利用率之原因，已於前述，

更何況係對於設有提起期間之核准後複審程序，禁反言之規定對申請人

實屬不利，使挑戰者可能不願冒此風險。 

再者，有學者
258
提出歐洲異議制度縱使未設有禁反言之規定仍運行

多年，反而使國內法院仍有重新檢視之可能性，提高挑戰者使用異議制

度之誘因，且亦無證據證明未設置禁反言即會造成申請人濫用行政程序

和訴訟，反而更可以確認專利之有效性，雖可能造成專利權人之困擾，

但對社會公眾有利，利大於弊，而主張應廢除禁反言之規定。 

                                                 
257 See Susan J. Marsnik, supra note 32, at 209.；See also Kayla Fossen, the Post-Grant Problem: 

America Invents Falling Short, 14 MINN. J.L. SCI. & TECH. 573,590(2013). 
258 See Susan J. Marsnik, supra note 32, at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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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學者
259
支持核准後複審程序設置禁反言之規定，究其原因有三，

其一，核准後複審程序於禁反言之規定相對於早期雙方複審程序「可能

可以提出之無效理由」新增「合理」二字，僅限於具通常知識者須盡相

當努力始得以發現之無效理由，於範圍上較為明確，對於那些具通常知

識者盡相當努力仍難以發現之無效理由，不在禁反言效力之範圍內，挑

戰者日後仍得提出挑戰。其二，得避免挑戰者於核准後複審程序中僅提

出一部分專利無效理由，而保留另一部分已知之無效理由於日後民事訴

訟中再予挑戰，增加處理專利爭議的時間和成本，造成專利實際上有效

與否之不確定性，復增加額外之民事訴訟案件量，造成法院額外之負擔，

職是，設置禁反言之規定得避免行政和司法部門重複審理相同挑戰，造

成資源之浪費。且法院之法官於專利有效與否之爭議上未如美國專利商

標局之專利行政法官專業，倘該爭議得以於美國專利商標局專業機關一

併處理，對專利權人而言亦較為公平。其三，得使申請人和專利權人達

成一個雙贏之地位，一方面得避免專利權人受到同一申請人之一再騷擾，

由於申請人受到合理可能可以提出之禁反言之拘束，倘其於核准後複審

程序中未提出，日後即不得再於民事訴訟挑戰專利有效性，得使紛爭盡

量於美國專利商標局一次解決；另一方面申請人仍得基於程序中難以發

現之無效理由再次提起民事訴訟主張專利無效，由於具通常知識者盡相

當努力仍然難以發現之無效理由不在禁反言之範圍內，申請人日後仍得

基於該理由提起民事訴訟，申請人並非完全沒有其他救濟之途徑，如此

一來，不但係專利權人抑或是申請人均受有利益，得以維持專利權人和

申請人利益上之平衡。 

另有學者
260
雖贊同禁反言之設置，然其認為禁反言規範包含範圍過

大，除申請人於程序中已提出者，尚包含合理可能可以提出但未提出之

                                                 
259 See Robert L. Stoll, supra note 211, at 1. 
260See Michael A. Carrier, supra note 158, at 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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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理由或證據，雖究其目的在於減少對專利權人之騷擾，然是否為合

理可能提出但未提出之理由或證據，於判斷上有所困難，因而認為禁反

言應限於申請人於程序中確實有提出之理由或證據，不應包含於程序中

合理可能可以提出但未提出之理由或證據。 

本文認為禁反言乃為一必要之規定，由於核准後複審程序之禁反言

範圍已較早期雙方再審查程序限縮及明確，挑戰者毋庸害怕因無法提出

所有可能可以提出之無效理由，日後即不得再提起民事訴訟加以挑戰，

禁反言之範圍並非包含所有可能可以提出者，倘未設有禁反言之規定，

挑戰者可能於為避免透過核准後複審程序挑戰失敗，而保留一部分已知

之資訊不提出，使日後仍有提起民事訴訟主張專利無效之退路，造成行

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重複審理，不但浪費資源，亦無法一次解決紛爭，如

此一來並非一有效率之挑戰專利有效性之途徑，更可能造成專利權人一

再被騷擾，專利權人須花費很多時間和金錢對抗同一挑戰者，無法專注

於專利之實施或再研發，不利於產業發展。因此，本文認為此次修法於

核准後複審程序中保留早期雙方再審查程序禁反言之規定，且於原本規

範中新增「合理」二字，使禁反言範圍包含申請人於程序中已提出或合

理可能可以提出之無效理由，為一妥適之設計。 

綜上所述，雖核准後複審程序改進不少單方再審查和雙方再審查程

序之缺失，可能得以解決再審查程序利用率低之問題，然而有學者認為

核准後複審程序因仍設有禁反言之規定，可能造成挑戰者不願利用該程

序之原因，惟本文認為該程序於禁反言範圍之規定上已較早期雙方再審

查程序更為明確，申請人於程序中縱使未提出具通常知識者盡相當努力

仍難以發現之無效理由，日後仍得於民事訴訟再為挑戰，同時得避免專

利權人一再被同一申請人騷擾，又得避免挑戰者為避免於核准後複審程

序挑戰失敗，保留一部分已知之資訊待日後提起訴訟，造成行政機關和

司法機關之重複審查，故本文認為設立禁反言之規定利大於弊，現行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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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言規定乃屬妥適。 

核准後複審程序有眾多優點，已如前述，挑戰者是否會因不願承擔

禁反言之風險而降低其提起意願，須待日後實務發展觀察之。 

由於雙方複審程序亦設有禁反言規定，而該程序已自 2012 年 9 月

16 日正式開始運行，於正式上路後，申請案日漸增加，於本章第五節

第六項利用現況中將有所說明，然是否得由雙方複審程序之利用率推知

日後挑戰者利用核准後複審程序之情形亦將不受禁反言規定之影響? 

本文認為雖禁反言之規定為申請人曾於程序中提起或合理可能可以提

起之無效理由，日後不得再基於該理由提起任何美國專利商標局程序或

民事訴訟主張專利無效，然由於雙方複審程序得提起事由僅限於新穎性

和進步性，因而，禁反言範圍縱使包含申請人於程序中合理可能可以提

出之無效理由，亦僅限於新穎性和進步性。然而，核准後複審程序得提

起事由幾乎包含全部專利要件，禁反言中合理可能可以提出之無效理由

亦包含全部專利要件，禁反言效力所及較廣，因此，是否可因雙方複審

程序利用率不受禁反言之影響，申請案仍逐漸增加，即推知禁反言規定

將不減少核准後複審程序利用之誘因，本文有所保留，而認為仍須待日

後實務利用情形始以知悉。 

 

二、和解機制可能無法提升專利品質 

核准後複審程序設有和解機制，申請人與專利權人倘於程序進行中

達成和解，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得終結程序或繼續進行審理，有學者

261
認為倘若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選擇終結程序，社會大眾即無從得知

系爭專利是否確實具可專利性，職是，設有和解機制將無法達成提升專

利品質之目的，因而其認為縱使申請人和專利權人和解，專利審判及上

                                                 
261 See Susan J. Marsnik, supra note 32, at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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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委員會仍應對專利有效性作出判斷，以提升專利品質，使社會大眾得

以受益。 

另有學者
262
認為和解機制乃為挑戰者利用核准後複審之誘因，以往

再審查程序由於未設有和解機制，一經開啟即無法停止程序，和解機制

得使申請人和專利權人達成和解時，即終結程序，減少雙方所需花費之

時間和成本。 

本文認為既然公眾審查制度之目的在於提升專利品質，過濾品質不

良之專利，且專利權為一排他權，未經授權他人無法實施，專利之品質

對社會大眾而言顯屬重要，倘基於美國專利商標局於專利申請案之疏失，

造成原本不具可專利性之發明取得專利，雖挑戰者日後得提起核准後複

審程序對專利有效性加以挑戰，然由於核准後複審程序設有和解機制規

定，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得終結程序或繼續進行審理，倘申請人和專

利權人於核准後複審程序中基於其各自利益，選擇和解，專利審判及上

訴委員會亦無繼續進行審理，而選擇終結程序，造成原本有問題之專利

仍繼續有效存在，似乎無法達成公眾審查制度提升專利品質之目的，故

本文認為縱使申請人與專利權人於程序進行過程中達成和解，專利審判

及上訴委員會仍應繼續進行審理，作出系爭專利有效與否之審定結果，

不應基於申請人和專利權人為各自之利益達成和解而終結程序，罔顧社

會大眾之利益，以確保專利品質，進而達成公眾審查制度之目的。又，

倘申請人和專利權人達成和解後，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選擇終結程序，

由於對系爭專利無作出專利有效與否之審定，其他挑戰者可能基於同一

理由或證據再次提起核准後複審程序或其他美國專利商標局程序(單方

再審查或雙方複審程序)，反而增加美國專利商標局之負擔，無法一次

解決爭議，倘系爭專利確實不具可專利性，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作出

                                                 
262 See Kayla Fossen, the Post-Grant Problem: America Invents Falling Short, 14 MINN. J.L. SCI. & 

TECH. 573,59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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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專利之審定，頒布無效證書，他挑戰者即無庸再加以挑戰，不但可

減少美國專利商標局之負擔，又得使公眾知悉專利有效與否，避免重複

挑戰。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縱使申請人和專利權人達成和解，專利審判及

上訴委員會仍應繼續進行審理程序，以確定專利有效性是否確定有效，

因而本文認為現行和解機制之規定有所不妥。 

 

三、核准後複審程序之程序開啟要件之不確定性 

核准後複審程序與再審查或雙方複審程序於程序開啟要件之規定

上有一特別之處，其開啟核准後複審程序之程序開啟要件有二，一為申

請人所提出之引證文件有一半以上的機率得以證明至少一請求項不具

可專利性，二為申請人提出對其他專利或申請中之專利而言具重要性且

為新的或尚未解決之法律問題。 

其中第二個程序開啟要件規定之內容具有不確定性，有學者
263
提出

發明不符合可專利標的應屬於該項範圍，蓋可專利標的一直以來均存有

爭議，一直是一個尚未解決的法律問題，且由於專利標的是針對某一種

類的發明，並非針對某一特定發明，對其他專利或專利申請案有其重要

性。雖美國最高法院有列出可專利標的種類，然法院內部於個別案件之

適用上仍有所分歧，因此發明是否屬於可專利標的之問題，可能落入之

上述第二個程序開啟要件之範圍內。 

不符可專利標的乃為提起核准後複審程序之事由，本文認為倘若如

上述學者所言，可專利標的可能落入程序開啟要件範圍內，是否只要申

請人以系爭專利不符法定可專利標的為事由提起核准後複審程序，專利

審判及上訴委員會即須審理該案件，該程序開啟要件豈不成為虛設，此

                                                 
263 See Karen A. Lorang, supra note 215, at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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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如何解決有待實務發展以加以釐清。 

此外，由於上述第二個程序開啟要件內容之不確定性，是否為尚未

解決且對其他專利或申請中之專利具有重要性之判斷，影響核准後複審

程序之審理效率，因此有學者提出以下建議
264
，其一，美國專利商標局

應要求申請人明確敘明申請書提出之問題為新的或尚未解決之法律問

題，並解釋其提出之問題對其他專利或專利申請案有何影響，蓋申請人

未清楚說明，美國專利商標局須花費很多時間去決定是否申請人提出之

問題屬於新的或尚未決定之法律問題，故要求申請人清楚說明所提出之

問題為尚未解決之法律問題之理由，得加速美國專利商標局之判斷。其

次，倘申請人提出之問題為美國專利商標局已公開說明非屬上述第二個

程序開啟要件範圍之情形，應設有處罰措施，藉此鼓勵申請人於申請前

得先檢索美國專利商標局曾作出之決定，以避免重複提出申請，增加美

國專利商標局之負擔。 

由於對其他專利或申請中之專利而言具重要性且為新的或尚未解

決之法律問題為一不確定法律用語，倘申請人得以明確說明其提出之問

題應屬新的或尚未解決之法律問題，不僅得加速美國專利商標局對於是

否開啟核准後複審程序之判斷，更得以增加美國專利商標局認定申請人

提出之問題為新的或尚未解決之法律問題之說服力，對申請人亦屬有利。

再者，對重複提出申請之申請人設有處罰措施，雖增加申請人事前檢索

之義務，然得避免不同挑戰者一再提出相同問題，否則美國專利商標局

光要處理相同問題即須耗費許多時間和精力，可能導致後續程序審查品

質之低落，利大於弊。因而，本文認為上述學者之建議乃為可行之處理

方式，一方面得以減輕美國專利商標局之負擔，另一方面對申請人尚非

不利益。 

                                                 
264 Id., at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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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項 核准後複審程序與歐洲異議制度之比較 

誠如前述，雖單方再審查和雙方再審查程序運行多年，然由於其制

度設計之缺失，使其利用率未見增加，無法達成美國專利法欲提升美國

專利商標局於專利無效制度中之地位，以至於挑戰專利無效者仍多透過

訴訟之途徑以質疑專利之有效性，有鑑於歐洲自1973年引進異議制度，

運行至今，經時間之淬鍊證實其使用率較美國再審查程序高，因而，美

國國會於制定美國發明法時乃參考歐洲異議制度，設計出另一於美國專

利商標局挑戰專利有效性之途徑―核准後複審程序，然核准後複審程序

並未完全移植歐洲異議制度，雖二者間有其相同點，卻仍存在許多不同

之處，本文以下擬將核准後複審程序與歐洲異議制度之異同作一比較分

析，並於最後附上比較表，請參閱 0。 

(一)申請人資格 

核准後複審程序和歐洲異議制度於申請人資格大致上有相同之規

定，均為專利權人以外之第三人，排除專利權人自行提起之資格。然其

間仍有些許不同之處在於，歐洲異議制度允許不願表明身分之人藉由稻

草人之名義提起，然核准後複審程序之申請人須指明所有利害關係人。 

(二)提起期間 

核准後複審程序和歐洲異議制度均設有提起期間，限制於專利核准

後 9個月內即須提起。然歐洲異議制度設有被控侵權者參與程序，縱使

9個月異議期間屆滿，倘有涉及同一專利之異議程序進行中，第三人僅

須證明其為被控侵權者仍得提起參與異議之申請，此後即成為異議之當

事人。而核准後複審程序只要 9個月期間屆滿，即不得再提起，挑戰者

僅得尋求單方再審查或雙方複審程序之途徑加以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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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得提起事由 

得提起核准後複審程序之事由與歐洲異議制度相同，幾乎包含全部

可專利性要件，不像單方再審查或雙方複審程序僅限於新穎性和非顯而

易見性。 

(四)程序開啟要件 

核准後複審程序設有二個程序開啟要件，一為申請人所提出之資訊

有一半以上的機率得以證明至少一請求項不具可專利性，二為申請人提

出對其他專利或申請中之專利而言具重要性且為新的或尚未解決之法

律問題，唯有符合開啟要件之申請案，始得繼續進行審理程序。 

而歐洲異議制度未設有程序開啟要件，只要申請案符合申請要件，

歐洲專利局即會受理，不須提出初步證據證明專利可能無效或為涉及重

要法律問題，異議程序即得開始進行審理。 

(五)審理機關 

核准後複審程序之審理機關為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由三位專利

行政法官組成，專利行政法官兼具科技與法律專業，且曾參與審理專利

申請案之人不得為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之成員，亦即曾參與審理專利

申請案之人不得再參與核准後複審程序之進行，此乃為避免曾參與專利

申請案核准之人不願推翻自己曾作出之決定，造成審理不公，以致無法

達成公眾審查制度之目的。 

而歐洲異議制度之審理機關為異議部門，由三位審查官組成，然審

查官不像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之專利行政法官兼具科技與法律專業，

僅具有技術背景，且其中至少需有二位不是曾參與專利核准之審查官，

於大部分情形下，將有一位原本核准專利之審查人員參與異議之審查，

原因在於為確保至少有一位審查人員對系爭專利有所瞭解，以加速審理

之進行，因此有學者認為歐洲異議程序實乃系爭專利於核准後之繼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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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並非重新審查
265
。 

(六)審理期間 

核准後複審程序設有審查期間之限制，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須於

開啟程序後 12 個月內作出審定結果以終結程序，最多僅得延長至 18

個月，使核准後複審程序之進行較以往再審查程序更為快速。 

然歐洲異議制度未設有審查期間之限制，平均異議審理期間為 34

個月，且於異議程序進行中，任何人只要得以證明涉及同一專利之侵權

訴訟繫屬中，縱使 9個月異議期間屆滿後，仍得參與異議程序，因而造

成歐洲異議程序之審理期間通常較為冗長。 

(七)禁反言規定 

核准後複審程序設有禁反言之規定，申請人於程序進行中曾提出或

合理可能可以提出之無效理由，日後即不得再基於相同理由提起民事訴

訟主張專利無效，或提起任何美國專利商標局程序挑戰專利有效性，此

乃為避免行政和司法機關之重複審理，同時避免專利權人一再被同一申

請人騷擾。 

然歐洲異議制度未設有禁反言之規定，挑戰者提起異議未果，仍得

基於同一理由或證據向各國國內法院提起專利無效程序，雖通常國內法

院會尊重歐洲專利局異議之決定而作出相同之裁定，然申請人於異議部

門作出專利有效之決定後，仍有可能說服國內法院該歐洲專利應被撤銷

266
。換言之，異議申請人於異議程序中提出之理由和證據對法院而言可

能有事實上影響力，然並未有法律上之拘束力
267
。 

核准後複審程序未採歐洲異議制度無禁反言之規定，此乃學者間認

為核准後複審程序可能無法達成美國國會制定美國發明法時欲藉核准

                                                 
265 See Filip De Corte et al, supra note 33, at 110. 
266 See Susan J. Marsnik, supra note 32, at 197. 
267 See Filip De Corte et al, supra note 33, at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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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複審程序取代民事訴訟成為挑戰專利有效性主要途徑之目的，然本文

對於禁反言規定有其存在之必要性，已於前述。 

(八)依職權繼續審理 

核准後複審程序和歐洲異議制度均設有依職權繼續審理之規定，核

准後複審程序設有和解機制，即使申請人與專利權人共同提出和解申請，

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得作出終結程序或繼續進行審理之決定，換言之，

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於申請人脫離程序後，仍得依職權繼續審查。 

而歐洲異議制度，即使全部異議申請均經異議申請人撤回，倘異議

部門認該系爭專利有無效或須限縮之可能性，縱使已無異議申請人，仍

得依職權繼續進行異議程序，二者有相類似之規定。 

(九)救濟途徑 

核准後複審程序和歐洲異議制度當事人均僅有一個審級之救濟途

徑，於核准後複審程序，專利權人或申請人不服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

之審理結果，得直接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僅具有一個審級之救濟

途徑。 

而歐洲異議制度，專利權人或申請人不服異議部門之審理結果，得

上訴至上訴委員會，上訴委員會所作之決定為終局決定，原則上不得再

上訴，亦即不服上訴委員會所作之決定已無任何救濟管道。雖歐洲專利

局設有擴大上述委員會，然此機關並非上訴委員會之上級機關，其職責

在於確保法律適用之統一，或解決重要法律問題，唯有基於某些事由，

受上訴委員會之決定不利影響始得向其提起複查。換言之，歐洲異議制

度之當事人原則上亦僅有一個審級之救濟途徑。 

 

綜上所述，雖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係參考歐洲異議制度而設計，其

間雖有多處相同點，然亦存在眾多不同之處，如此之設計是否得提高挑

戰者利用核准後複審程序之誘因，以改善以往再審查程序利用率低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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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仍須待日後實務發展以觀察之。 

 

本文以下乃將上述核准後審查程序與歐洲異議制度所作之比較，作

一比較表，期使讀者得以更加明瞭，請參閱下表。 

表一 歐洲異議制度及美國核准後複審制度比較表 

制度名稱 歐洲 

異議制度 

美國 

核准後複審制度 

申請人資格   專利權人以外之第三人   專利權人以外之第三人 

  允許不願表明身分之人 

  藉由稻草人提起 

  須揭露利害關係人 

提起期間   專利核准後 9個月內   專利核准後 9個月內 

 設有被控侵權者參與程序 無 

提起事由   不具可專利性理由   不具可專利性理由 

 

 

程序開啟要件 

無 

只要異議申請案符合申請要

件，歐洲專利局即會受理，

進行審理程序 

(1) 有一半以上的機率得以

證明至少一請求項不具

可專利性 

(2) 對其他專利或專利申請

案而言具重要性且為新

的或尚未解決的問題 

審理機關 異議部門 

 

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 

審理期間 

 

未設有限制 1 年 

至多 18 個月 



 

93 
 

 

 

禁反言 

 

無 

挑戰者提起異議未果，仍得

基於同一理由或證據向各國

國內法院提起專利無效程序 

凡曾於核准後複審程序中

「提出或合理可能可以提出

之無效理由」，申請人或利害

關係人日後不得再基於同一

理由提起任何美國專利商標

局程序，或提起民事訴訟或

向國際貿易委員會主張專利

無效 

 

得否依職權繼續

進行審理? 

 

即使全部異議申請均經異議

申請人撤回，只要異議部門

認系爭專利有無效或須限縮

之可能性，仍得依職權繼續

進行異議程序 

設有和解機制，即使申請人

與專利權人共同提出和解申

請，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

仍得依職權繼續進行審理程

序 

 

救濟途徑 

 

異議部門 

↓ 

上訴委員會 

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 

↓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筆者參照相關規定自行畫製) 

 

第五節 雙方複審程序 

第一項 概述 

雙方複審程序和前一節所介紹之核准後複審程序均為美國 2011 年修法

下之產物，不同點在於核准後複審程序為美國專利商標局下一全新之挑戰專

利有效性之程序，而雙方複審程序乃源自於雙方再審查程序之重新蛻變，由

於雙方再審查程序之缺失，本次修法修改雙方再審查程序之規定，改以雙方

複審程序取而代之，兩者間最大之不同之處在於得提起期間、和解機制、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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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期間及審理機關和救濟途徑。 

首先，得提起雙方複審程序之期間為專利核准後 9個月後，或核准後複

審程序終結後，新法於雙方複審程序設有提起期間之限制；而雙方再審查程

序未設有提起期間，只要專利權存續期間均得提起。其次，雙方複審程序設

有和解機制，申請人與專利權人於程序進行中達成和解時，審理機關專利審

判及上訴委員會得決定是否終結程序或繼續進行審理；而雙方再審查程序則

無此規定，一經開啟即無法停止程序，須待作出審定結果後程序始得終結。

再者，雙方複審程序設有審理期間之限制，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須於程序

開啟後 12 個月內作出審定，至多只能延長至 18 個月；而雙方複審程序未設

有審理期間之限制，平均審理期間為 3年，亦即現行雙方複審程序之審理期

間較為快速，可提升審理效率。最後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雙方複審程序之審

理機關為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申請人或專利權人不服其決定者，得直接

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而雙方再審查程序係由中央再審查組進行審理，

申請人或專利權人不服其決定者，須先上訴至專利上訴及爭議委員會，再不

服者始得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換言之，雖二程序之當事人雙方均享有

救濟途徑，然現行雙方複審程序之救濟途徑較為簡潔。 

雖雙方複審程序對以往雙方再審查程序有所修正，然雙方複審程序仍沿

襲些許雙方再審查程序之規定，其一，雙方複審程序得提起事由亦僅限於新

穎性和非顯而易見性。其二，雙方複審程序仍設有禁反言之規定，惟禁反言

之規定較以往雙方再審查程序較為明確，僅限於於程序中曾提出或「合理」

可能可以提出之無效理由。 

由於雙方複審程序之設計與核准後複審程序相似，於審理程序、和解機

制、救濟途徑、禁反言規定及與其他程序或訴訟之關係均與核准後複審程序

相同，已於上一節核准後複審程序中詳述之，本文以下將不再重複說明，僅

就不同之處作一介紹，並簡略介紹程序流程，於程序介紹前，本文擬先藉由

一流程圖簡略說明雙方複審程序之運作流程，期使讀者得以對該程序有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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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後，於閱讀以下介紹時，得以更加明瞭，請參閱下圖。最後提出本文見

解加以評析。 

  

 

圖七 美國雙方複審程序之流程圖 

(筆者參閱雙方複審程序相關規定後自行畫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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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申請方式 

按專利法第 311 條第 1項之規定，專利權人以外之任何人於繳納申請費

後，得於核准專利權後 9個月後或核准後再審查程序終結日後
268
(視何者較

後發生
269
)，向美國專利商標局提起雙方複審(Inter partes review)，是否

開啟程序和開啟後之後續審理程序將由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決定及審理。

雙方複審對於申請人之限制與核准後複審程序相同，均限於專利權人以外之

第三人，專利權人不得提出申請。 

原則上專利權人以外之任何人均得提起雙方複審，但以下情形，為避免

重複審理，浪費行政資源，不在此限
270
： 

(1) 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於提起雙方複審前，提起民事訴訟主張專利無效；

或 

(2) 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被控專利侵權超過一年始提起雙方複審； 或 

(3) 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受到禁反言之拘束(曾以同一理由提起審查)。 

申請人於申請時須以書面方式提出申請，並繳納申請費用。而申請書之

內容原則上與核准後複審程序有相同規定，惟作為引證之先前技術僅限於專

利前案及出版物
271
。倘申請符合上述要件時，即取得雙方複審之申請日；反

之，倘於美國專利商標局通知後一個月內未補正，不得取得申請日，美國專

利商標局將不予受理
272
。 

 

第三項 得提起事由 

 申請人僅得對於欲提出雙方複審之專利請求項不符新穎性或非顯而易

見性之規定時，始得請求撤銷專利之一項或多項請求項，且申請人提出引證

                                                 
268 35 U.S.C. §311(c). 
269 See Robert L. Stoll, supra note 211, at 4.  
270 37 C.F.R §42.101. 
271 35 U.S.C. §312(a)；37 C.F.R §42.104. 
272 37 C.F.R §4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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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先前技術僅得為專利或出版物
273
。換言之，申請雙方複審之事由較核准後

複審程序狹隘，僅限於新穎性和非顯而易見性。 

 

第四項 程序開啟要件―使專利無效之合理可能性 

倘申請人所提出之證據有使專利至少一項請求項有無效之合理可能性

(reasonable likelihood that the petitioner would prevail)，專利審

判及上訴委員會始會開啟雙方複審程序
274
，進行審理程序；反之，專利審判

及上訴委員會將駁回申請。 

雙方複審程序之程序開啟要件較核准後複審程序「申請人所提出之證據

須有一半以上機率得以證明至少一項請求項不具可專利性」低，究其原因在

於得提起核准後複審程序事由較廣，申請人應負較高舉證責任。 

 

第五項 程序流程 

專利權人接獲雙方複審之申請通知後，得於收到申請日之通知後三個月

內提出初步的回應，敘明申請人所提出之申請不符前述申請要求，專利審判

及上訴委員會應駁回申請之理由
275
。 

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應於收到專利權人之初步回應後或專利權人未

回應之期限最終日後三個月內決定根據申請內容是否達前述程序開啟要件

以決定開啟雙方複審程序
276
。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作出是否開啟雙方複審

程序之決定後，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專利權人，惟此決定為最終決定，縱

使不服該決定，亦不得上訴
277
。 

倘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作出開啟程序之決定後，專利權人得於程序開

                                                 
273 35 U.S.C. §311(b). 
274 35 U.S.C. §314(a). 
275 35 U.S.C. §313；37 C.F.R §42.107(a), (b). 
276 35 U.S.C. §314(b). 
277 35 U.S.C. §31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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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後三個月內對不具可專利性之理由提出答辯
278
，以提出更正，由專利審判

及上訴委員會進行審理
279
，倘認申請有理由，將撤銷被挑戰之請求項；反之，

將駁回申請。 

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作出審定結果前，倘申請人與專利權人達成和解，

得脫離開程序，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仍得選擇終結程序或繼續進行審理

280
。 

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作出審定結果後，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於程序中

曾提出或合理可能可以提出之無效理由，不得再提起任何美國專利商標局程

序或民事訴訟主張專利無效
281
，與核准後複審程序相同，均設有禁反言之規

定。 

雙方複審程序亦設有審理期間之限制，審理機關應於開啟後一年內終結，

但有合理理由得延長 6個月
282
。倘申請人或專利權人不服專利審判及上訴委

員會所作之決定，得直接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283
。 

 

第六項 利用現況 

2011 年 9 月 16 日美國總統簽屬美國發明法後，雙方再審查程序由雙方

複審程序取代之，且自簽署後一年生效，亦即 2012 年 9 月 16 日雙方複審程

序正式開始運行，由下圖圖八得以看出自雙方複審程序正式上路後，申請案

逐月增加，2013 年 6 月已突破 60 件申請案，且往後每個月申請案仍逐漸增

加中，至 2014 年 3 月 28 日為止，已有 983 件申請案被提起。 

由上述利用狀況可得知，縱使雙方複審程序得提起事由僅限於新穎性和

進步性，又設有禁反言之規定，挑戰者利用率仍持續升高，顯示雙方複審程

                                                 
278 37 C.F.R §42.120. 
279 35 U.S.C. §316(c). 
280 35 U.S.C. §317(a). 
281 35 U.S.C. §315(e). 
282 35 U.S.C. §316(a)(11). 
283 35 U.S.C.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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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雖於提起事由較為狹隘，亦設有禁反言之規定，然可能基於該程序具有審

理期間快速及上訴程序簡潔等優點，因而仍不減少挑戰者利用該程序之誘因。 

        

圖八 雙方複審程序利用率 

資料來源：美國專利商標局

http://www.uspto.gov/aia_implementation/statistics.jsp 

 

第七項 制度評析 

雙方複審程序之設計基本上與核准後複審程序相似，既然二程序大略相

同，為何不乾脆設計成一個程序就好，原因在於核准後複審程序設有提起期

間，僅得於專利核准後 9個月內提起，為避免挑戰者於核准後複審程序得提

起期間未及時提起而喪失質疑專利有效性之機會，因故，縱使 9個月期間屆

滿，挑戰者仍得以藉由雙方複審程序以挑戰專利之有效性，然設有提起期間

之目的在於使挑戰者得以盡早對有問題之專利提出質疑，以提升專利品質，

為避免挑戰者認為縱使未及時提起核准後複審程序，仍有其他得以挑戰專利

有效性之途徑，而不盡早提出挑戰，因此，對於未盡早提出挑戰者，雙方複

審程序對提起事由設有限制，僅得對系爭專利之新穎性和非顯而易見性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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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以促使挑戰者得以盡早利用得提起事由較廣之核准後複審程序對有問

題之專利提出挑戰。 

此二程序設計為兩階段挑戰專利有效性之途徑，避免挑戰者錯過得提起

核准後複審程序之期間，僅得透過參與程序低且不易挑戰成功之單方再審查

程序加以挑戰，更得以提升專利品質，達到公眾審查之目的，請參閱下圖所

示。 

圖九 兩階段挑戰專利有效性途經關係圖 

    

然此兩階段挑戰專利有效性之方式是否將造成挑戰者經核准後複審程

序挑戰失敗，又再次基於同一理由或證據提起雙方複審程序，而造成專利權

人之困擾?答案為否定的，此乃由於美國發明法於核准後複審程序設有禁反

言之規定，申請人提起核准後複審程序未果，不得基於同一理由或證據再次

提起其他美國專利商標局程序，因故，不會發生挑戰者經核准後複審程序未

果，又基於同一理由或證據再次提起雙方複審之問題。 

由於核准後複審程序得提起事由較雙方複審程序廣，不限於新穎性和非

顯而易見性，且引證文件亦不限於專利前案和出版物，因此，雖核准後複審

程序於提起期間設有限制，然其制度之設計仍較雙方複審程序具有彈性。惟

核准後複審程序之程序開啟要件為申請人提出之引證文件具有一半以上機

率得以證明專利無效，較雙方複審程序之具有專利無效之合理可能性高，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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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由在於前者得提起事由較廣，申請人應負較高之舉證責任
284
，此乃為一

合理之設計。 

雖雙方複審程序與核准後複審程序之設計相似，於審查程序、和解機制、

救濟途徑、禁反言之規定及與其他程序或訴訟之關係均與核准後複審程序相

同，然其間仍有不同之處，舉凡提起期間、得提起事由及程序開啟要件均不

相同，造就此二程序成為兩階段挑戰專利有效性途徑之必要性，一方面得避

免挑戰者未及時於專利核准後 9個月內提起核准後複審程序，僅得提起參與

程度低且不易挑戰成功之單方再審查程序加以挑戰，雙方複審程序使得挑戰

者享有另一挑戰專利有效性途徑之選擇，由於申請人亦如核准後複審程序得

全程參與程序之進行，較可能成功撤銷專利，提高挑戰者利用公眾審查制度

之誘因，以達提升專利品質之目的。另一方面為鼓勵挑戰者得以盡早對有問

題之專利提出質疑，因而，倘未及時提起核准後複審程序，雖挑戰者仍享有

補救機會得提起雙方複審程序，然得提起事由即僅限於新穎性和非顯而易見

性，以促使挑戰者得及早對有問題之專利提出質疑，以達公眾審查制度提升

專利品質之目的，利於社會大眾。職是，本文認為現行制度將核准後複審程

序和公眾審查程序設計為兩階段挑戰專利有效性之途徑，尚屬一妥適之設

計。 

 

第六節 小結 

公眾審查制度之目的乃在於藉由第三人之力量過濾出本不具可專利性卻被

核准之專利，以提升專利品質。美國於 1980 年以前，民眾僅得透過法院挑戰專

利有效性，然礙於訴訟費用高，且所需耗費之時間冗長，美國國會欲強化美國專

利商標局於專利無效制度之地位，因而，自 1980 年開始，即設有單方再審查程

序，任何人均得對有問題之專利向美國專利商標局提出質疑，惟挑戰範圍僅限於

                                                 
284 See Filip De Corte et al, supra note 33, at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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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穎性和非顯而易見性，且申請人得參與程度極低，程序開啟後僅有一次表示意

見之機會，後續程序申請人即無法參與，僅為專利權人與美國專利商標局審查官

間之單方互動，此亦為單方再審查程序名稱之來源。其次，美國專利商標局作出

駁回申請之決定時，申請人無救濟途徑，不得提起上訴，僅專利權人不服美國專

利商標局所作之決定時，始得提起上訴，對申請人極為不利，本文認為基於有權

利即有救濟之法治國原則應給予申請人如同專利權人之救濟機會。再者，專利權

人亦得藉此程序提出更正以強化其專利，本文認為嚴格來說單方再審查程序並非

完全符合公眾審查制度之本質。 

綜合以上單方再審查之缺失，美國國會於 1999 年建立雙方再審查程序，企

圖改善單方再審查程序之缺失，使申請人得以全程參與程序之進行，申請人得對

專利權人每次提出之答辯加以回應，然申請人得挑戰之範圍仍限於新穎性和非顯

而易見性，得提起事由仍過於狹隘。其次，雙方再審查程序設有禁反言之規定，

凡曾於程序進行中提出或可能可以提出之無效理由，該申請人日後即不得再基於

同一理由再提起再審查程序或民事訴訟主張專利無效，由於禁反言之範圍過於廣

泛及不確定性，挑戰者可能不願承擔此風險，此乃學者認為雙方再審查程序利用

率低之主要原因。再者，為避免專利權人假提起再審查程序之名行更正專利之實，

雙方再審查程序排除專利權人自行提起之資格。 

有鑑於再審查程序之缺失，造成其利用率不高，挑戰者仍多透過提起民事訴

訟挑戰專利有效性，無法達成美國專利法原本欲提升美國專利商標局於專利無效

制度地位之目的，因此，2011 年 9 月 16 日美國總統歐巴馬簽屬美國專利法案，

參考歐洲異議制度之設計，新增核准後複審程序，俾使提高挑戰者利用美國專利

商標局挑戰專利無效之誘因，並修改雙方再審查程序之規定，以雙方複審程序取

代之，將二程序設計為兩階段挑戰專利有效性之途徑，挑戰者倘未於專利核准後

9個月內提起核准後複審程序，仍得利用雙方複審程序對有問題之專利提出質疑，

以確保專利品質之提升，達成公眾審查制度之目的。雖有學者認為設有禁反言之

規定，可能無法達成增加利用率之目的，然本文認為禁反言之規定得防止行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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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和司法機關之重複審查，並得使專利權人和申請人間取得雙贏之地位，禁反言

之設置有其必要性，且核准後複審程序和雙方複審程序之禁反言範圍均較以往雙

方再審查程序於規定上有所明確，因而，本文認為現行禁反言之規定尚屬妥適。 

雖單方再審查程序有其缺失，然本次修法並未廢除單方再審查程序，究其可

能之理由在於，其一，單方再審查程序未設有禁反言之規定，挑戰者無須承受日

後無法提起其他程序以挑戰專利有效性之風險。其二，挑戰者得匿名提起，得避

免挑戰失敗時，反而受到專利權人提起侵權訴訟之風險。其三，單方再審查程序

並未排除專利權人為提起主體，專利權人得透過該程序強化其專利。其四，單方

再審查程序參與程度低，後續程序申請人無須參與，對於某些挑戰者而言，為一

較簡便之方式，仍可能願意利用此程序挑戰專利有效性。鑑於上述原因，本文認

為單方再審查程序確實仍有其存在之必要性。 

由於核准後複審程序適用對象限於2013年 3月16日以後之專利申請案核准

後，而美國專利商標局於專利申請案之平均審查期間為 3年，因而，核准後複審

程序之利用情形至少須至 2016 年始得知悉，禁反言規定是否將影響其利用率，

須待日後實務發展以觀之。 

 

 美國專利核准後公眾審查制度已於本章各節中予以介紹，以下就各制度之規

定作一比較表，請參照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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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美國專利核准後公眾審查制度比較表 

 

制度 

 

名稱 

美國 

單方再審查 

ex parte 

reexamination  

雙方再審查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核准後再審查 

Post-grant 

review 

雙方複審 

inter partes 

review 

條文 35 U.S.C  

§301~307 

35 U.S.C  

§311~318 

(pre-AIA) 

35 U.S.C  

§321~329 

35 U.S.C  

§311~319 

申請人 任何人 

(包括專利權人

及美國專利商標

局局長) 

專利權人以外之

任何人 

專利權人以外之

任何人 

專利權人以外之

任何人 

 

提起 

期間 

 

專利可實施期間 

 

專利可實施期間 

專利核准或再頒

發專利後 9個月內 

專利核准後 9個月

後或核准後複審

程序終結日後 

 

提起 

理由 

 

 

新穎性和非顯而

易見性 

 

新穎性和非顯而

易見性 

 

任何得使專利無

效理由(但不包含

未揭露最佳實施

例) 

 

新穎性和非顯而

易見性 

 

程序開

啟要件 

 

 

        

 

新的實質可專利

性問題 

 

 

新的實質可專利

性問題 

 

(3) 有一半以上

的機率得以

證明至少一

請求項不具

可專利性 

(4) 對其他專利

 

使專利無效之合

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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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專利申請

案而言具重

要性且為新

的或尚未解

決的問題 

專利權

人於開

啟程序

前得否

提起初

步回應? 

 

 

否 

 

 

否 

可以 

專利權人得於收

到申請日之通知

後三個月內提起

初步回應 

可以 

專利權人得於收

到申請日之通知

後三個月內提起

初步回應 

 

開啟程

序之決

定期間 

 

申請日後三個月

內 

 

申請日後三個月

內 

收到專利權人之

初步回應或未提

出初步回應期限

之最終日後三個

月內 

收到專利權人之

初步回應或未提

出初步回應期限

之最終日後三個

月內 

 

 

開啟程

序之決

定得否

救濟 

(1) 中央再審查

組駁回申請

時，申請人

得向美國專

利商標局局

長提出複

查，其後不

得再上訴 

 

不論申請人或專

利權人均不得上

訴 

 

不論申請人或專

利權人均不得上

訴 

 

不論申請人或專

利權人均不得上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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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利權人對

中央再審查

組開啟程序

之決定不得

上訴 

 

審理 

機關 

 

中央再審查組 

 

中央再審查組 

 

專利審判及上

訴委員會 

 

專利審判及上

訴委員會 

 

平均審

理期間 

 

2 年 

 

3 年 

 

1 年 

至多 18 個月 

 

1 年 

至多 18 個月 

 

審查決

定之救

濟途徑 

中央再審查組 

↓ 

專利審判及上

訴委員會 

   ↓ 

聯邦巡迴上訴

法院 

中央再審查組 

↓ 

專利上訴及爭

議委員會 

   ↓ 

 聯邦巡迴上訴

法院 

專利審判及上

訴委員會 

↓ 

聯邦上訴巡迴 

法院 

專利審判及上

訴委員會 

↓ 

聯邦上訴巡迴 

法院 

 

禁反言 

 

無 

凡曾於再審查程

序中「提出或可

能可以提出之無

效理由」，申請人

或利害關係人日

後均不得再基於

同一理由提起雙

凡曾於雙方複審

程序中「提出或合

理可能可以提出

之無效理由」，申

請人或利害關係

人日後不得再基

於同一理由提起

凡曾於核准後複

審程序中「提出或

合理可能可以提

出之無效理由」，

申請人或利害關

係人日後不得再

基於同一理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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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再審查程序或

提起民事訴訟主

張專利無效 

任何美國專利商

標局程序，或提起

民事訴訟或向國

際貿易委員會主

張專利無效 

起任何美國專利

商標局程序，或提

起民事訴訟或向

國際貿易委員會

主張專利無效 

(筆者參照相關規定自行畫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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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專利舉發制度 

第一節 前言 

發明、新型及設計專利申請案一經核准公告，取得專利權後發生排他效

力，亦即專利權人取得專利權後，對於其發明有排除他人實施之權利，他人

未經專利權人之授權，不得實施該發明，現行專利法第 58 條定有明文，由

此可知，專利權之授予與否對社會大眾影響甚鉅，倘若原本不該取得專利權

之研發成果，因專利專責機關之疏失，誤授予該發明專利權，卻使社會大眾

無法使用實施，乃屬不妥。 

為避免那些原本不該取得專利權之研發成果繼續存在，以保障公眾利益，

公眾審查制度實乃重要，我國設有舉發制度，公眾得利用舉發制度依法請求

專利專責機關撤銷專利
285
，有鑑於過去舉發制度之缺失，2013 年 1 月 1 日施

行之新專利法，於舉發制度有重大變革，本次修法，除專利法本文暨施行細

則外，包括舉發審查基準之修訂，幾乎全面翻新了我國專利舉發制度。 

有鑑於本次修法舉發制度之重大變革，本文以下乃就本次修法後現行舉

發制度作一詳細說明，由於新型和設計專利與發明專利於舉發規定上大致相

同，本文乃以發明專利之規定為例來說明，接著再分別就修法後舉發增修相

關規定一一加以說明，俾使對舉發制度之變革更加清楚明瞭，並提出本文見

解。最後，本文擬分析歐洲異議制度、美國公眾審查制度與我國舉發制度之

異同，以歐洲及美國為借鏡，對我國舉發制度提出建議以資參考，期許我國

舉發制度得以更加健全。 

 

第二節 修法後現行舉發制度 

舉發為公眾審查制度之一環，原則上專利權人以外之任何人於專利權存

                                                 
285 相關討論得參考陳文吟，我國專利制度之研究，頁 167-176，2010 年 3 月，5 版；謝銘洋，智

慧財產權法，頁 238-239，2011 年 9 月，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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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期間內對符合舉發事由之專利權得向專利專責機關(我國為智慧財產局)

提起舉發，同時須具備申請書、舉發理由及舉發證據，專利專責機關於收到

舉發書後，須將副本送達專利權人，使其進行答辯，亦即舉發乃舉發人及專

利權人雙方共同參與之制度。 

於本節介紹舉發制度前，本文擬將以一流程圖簡略說明舉發制度之運作

流程，期使讀者得以對該程序有初步瞭解後，於閱讀以下介紹時，得以更加

明瞭，請參閱下圖。 

 

圖十 我國舉發制度之流程圖 

   (筆者參閱舉發制度相關規定後自行畫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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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下乃先列出本次修法有所變革部分，再針對舉發制度之提起主體、

提起期間、舉發事由、舉發審查及救濟途徑分別加以說明。 

基於對專利制度精神之維護、舉發制度目的之保障、舉發人和專利權人

攻擊防禦方法行使權利之衡平及審查實益之考量，本次修法大幅增修舉發相

關規定，包括： 

一、廢除依職權審查制度。 

二、增訂得提起舉發之事由。 

三、允許部分提起舉發，舉發審定係針對各請求項分別審定。 

四、增訂舉發時應載明舉發聲明之規定，且該舉發聲明提起後不得變更或追

加，但得縮減。 

五、增訂舉發人補提之理由或證據有遲滯審查之虞或事證已臻明確，逕予審

查。 

六、增訂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聲明內得依職權審查新證據。 

七、刪除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更正。 

八、增訂舉發案伴隨更正案之合併審查及合併審定。 

九、增訂同一專利權有多件舉發案之合併審查及合併審定。 

十、增訂舉發案得撤回時間點之限制。 

 

第一項 提起舉發之主體 

第一款 任何人 

舉發為公眾審查制度，原則上任何人對已核准公告之專利認有專利法所

規定之舉發事由時，均得提起舉發，惟某些特殊舉發事由，僅限於利害關係

人始得提起，專利法第 71 條定有明文。 

須特別注意者，舉發程序乃舉發人提起舉發，專利權人踐行答辯程序之

過程，經過雙方一來以往後，由專利專責機關負責審定，換言之，舉發乃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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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舉發人及專利權人雙方當事人共同參與之制度，此亦係舉發為公眾審查制

度之本質，故上述之任何人並不包含專利權人，亦即專利權人不得對其自己

之專利提起舉發。倘若舉發人為專利權人，專利專責機關將為不受理處分，

始符合舉發之公眾審查目的
286
。 

第二款 利害關係人 

原則上任何人於專利權存續期間皆得提起舉發，惟於舉發事由係專利申

請權為共有時未由全體共有人提出申請、發明專利權人非發明專利申請權人，

或專利權消滅後，僅限於利害關係人始得提起
287
。蓋有關專利權歸屬之爭執，

僅利害關係人始得知悉及證明其是否為專利權之共有人或為真正發明人，他

人無從得知，故專利法乃就上述舉發事由規定僅利害關係人始得提起。另，

專利權消滅後，專利權不再具有排他性，轉而成為一公眾財，社會大眾均得

以使用，專利權既已不存在，理應無提起舉發撤銷專利權之必要性，然由於

專利權乃自消滅後始向後失效，專利權存續期間所產生之權利義務已發生，

對於某些利害關係人，仍可能存在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故專利法設有規

定，對專利權消滅後，利害關係人倘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仍得提起舉發，

此另於提起舉發期間之部分有詳細說明。 

舉發人是否為利害關係人，舉發人於提出申請書時應附具證明文件，倘

專利權人對於舉發人所主張具利害關係之事實不爭執，則專利專責機關即認

定該舉發人為利害關係人，不再進行事實調查。反之，倘專利權人對於利害

關係事實有所爭執，則專利專責機關即須進行事實調查，以判定舉發人是否

為利害關係人。倘舉發人未提出證明文件以資證明其為利害關係人，智慧局

將作出不予受理之處分；倘舉發人有提出證明文件，但該文件無法使智慧局

認定其具利害關係，智慧局將作出舉發駁回之審定
288
。 

                                                 
286
 2013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5-1-2,2.1.1；張耀文，簡介我國專利舉發審查基準修正重

點（ㄧ），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165 期，頁 9-10，2012 年 9 月。 
287
 我國專利法第 71 條。 

288
 2013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5-1-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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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提起舉發之期間 

舉發之目的乃係請求撤銷專利權，故原則上於專利權存續期間皆得提起，亦

即得提起舉發之期間乃自專利公告專利權人取得專利後至專利權消滅前皆得提

起。 

專利權消滅後，專利權已不復存在，應無舉發之必要性，惟即使專利權消滅

後，倘利害關係人對於專利權之撤銷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仍得提起舉發，專

利法第 72 條定有明文。 

舉發人主張其對專利權之撤銷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須提出證據以證明之，

專利專責機關對於是否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之判斷，以舉發人所提證明文件形

式上之主張為依據
289
。舉例而言，典型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之例，乃舉發人於

專利權存續期間於侵權訴訟中受有不利益判決，換言之，倘專利權自始即不存在，

即無侵害專利權可言，舉發人就曾給付與專利權人之損害賠償，縱使專利權已經

消滅，仍屬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 

惟須特別注意者，倘專利權於舉發人提起舉發後始消滅，此時舉發人毋庸受

利害關係人之限制，亦即舉發提起後專利權始消滅，舉發人不須具有利害關係，

且舉發之審查仍須繼續進行
290
，原因在於舉發人提起舉發時專利權仍有效存在，

為一合法有效之舉發標的。 

 

第三項 提起舉發之形式及舉發申請書之內容 

舉發，應以書面形式提起，申請書除載明被舉發案案號、專利證書號、被舉

發案名稱、舉發人、被舉發人等資料，尚應包含舉發聲明、理由，並檢附證據，

以下茲分述如下： 

 

                                                 
289 2013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5-1-3,2.2.2。 
29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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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舉發聲明 

新修正之專利法增訂舉發得對部分請求項提起之規定
291
，亦即舉發不須

對全部專利權提起，而得僅對其中一個或一個以上之請求提起。為確定舉發

人欲撤銷專利權之範圍，舉發應於申請書中載明舉發聲明
292
，以表明舉發人

欲請求撤銷專利權之請求項次。為使專利權人和舉發人得以針對特定舉發範

圍加以攻防，及審查官得以集中審理，本條復規定舉發聲明提起後即不得變

更或追加，僅得減縮
293
，亦即原則上舉發聲明須於提出舉發申請時即須確

定。 

然並非所有舉發案件均得於舉發聲明對部分請求項提起舉發，我國專利

法審查基準中敘明，倘提起舉發之事由為專利法第 71 條第 1項第 2款和第

3款之情形，因該些舉發理由係爭執專利權整體，不得對部分請求項提起舉

發，倘舉發事由由為上述情形時，而舉發聲明卻載明撤銷部分請求項，係屬

明顯錯誤，審查人員將通知舉發人補正
294
。 

舉發聲明須與舉發理由一致，亦即每個舉發聲明均應有相對應之舉發理

由，不一致時，依下列原則處理
295
： 

1. 舉發聲明大於舉發理由：專利專責機關應通知舉發人縮減舉發聲明或補

提舉發理由。舉例而言，舉發聲明為請求項 1~3，而僅對請求項 1,2 敘

明舉發理由，專利專責機關應通知舉發人將舉發聲明減縮致請求項 1

和 2，或對請求項 3補提理由。 

2. 舉發聲明小於舉發理由：由於舉發聲明不得變更或追加，故超出舉發聲

明之舉發理由，專利專責機關將不予審酌。舉例而言，舉發聲明為請求

項 1~3，而對請求項 1~4 敘明舉發理由，此時專利專責機關對請求項 4

不予審酌。 

                                                 
291 專利法第 73 條第 2 項。 
292 專利法第 73 條第 1 項。 
293 專利法第 73 年第 3 項。 
294 2013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5-1-5,2.4.1。 
295 2013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5-1-6,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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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舉發聲明與舉發理由未完全對應：此情形包含上述二種情形，於處理上

回歸上述原則。詳言之，舉發聲明大於舉發理由之部分，專利專責機關

應通知舉發人縮減舉發聲明或補提舉發理由；舉發聲明小於舉發理由之

部分，超出舉發聲明之舉發理由，專利專責機關將不予審酌。舉例而言，

舉發聲明為請求項 1~3，而對請求項 1,2 和 4 敘明舉發理由。 

第二款 舉發理由 

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72 條第 2項規定，舉發理由應包含得提起舉發事由

之法條及具體事實，以及各具體事由和證據間之關係，亦即對舉發聲明之各

請求項逐項敘明舉發事由，及論述各證據之先前技術與系爭專利間之技術比

對。 

原則上唯有專利權符合專利法所規定之法定舉發事由，舉發人始得對其

提起舉發，倘舉發人以法定舉發事由以外之事由提起舉發，智財局將駁回舉

發之申請，然於舉發人於主張非法定舉發事由時，同時主張法定舉發事由，

且該非法定事由與法定事由於判斷上有其相關性，智財局將例外地對非法定

事由加以審理。 

一、 法定舉發事由 

按專利法第 71 條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專利專責機關應撤銷專利

權： 

1. 發明之申請違反專利法第 21 條發明之定義者。 

2. 發明之申請違反專利法第 22 條產業利用性、新穎性及進步性之專利基

本三要件者。 

3. 發明之申請違反專利法第 23 條擬制喪失新穎性者。 

4. 發明之申請屬於專利法第 24 條法定不予發明專利之標的者。 

5. 發明說明書違反專利法第 26 條充分揭露及可據以實施等記載形式者。 

6. 發明之申請違反專利法第 31 條先申請原則者。 

7. 發明之申請違反專利法第 32 條同人同日就相同創作分別申請發明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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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應依期擇一者。 

8. 發明之申請違反專利法第 34 條第 4項分割後之申請案不得超出原申請

案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者。 

9. 發明之申請違反專利法第 43 條第 2項修正不得超出原申請案申請時說

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者。 

10. 發明之申請違反專利法第 44 條第 2項補正之中文本不得超出申請時外

文本所揭露之範圍者。 

11. 發明之申請違反專利法第 44 條第 3項補正中文本之誤譯修正不得超出

申請時外文本所揭露之範圍者。 

12. 發明之申請違反專利法第 67 條第 2項更正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

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者。 

13. 發明之申請違反專利法第 67 條第 3項補正中文本之誤譯更正不得超出

申請時外文本所揭露之範圍者。 

14. 發明之申請違反專利法第 67 條第 4項更正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

申請專利範圍者。 

15. 專利權人所屬國家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利不予受理者。 

16. 共有專利申請權非由全體共有人提出申請者。 

17. 發明專利權人為非專利申請權人者。 

二、 非法定舉發事由 

倘舉發人非以上述舉發事由提起舉發，而係以其他理由提起舉發，例如

發明違反國際優先權或發明單一性等事由，由於該些事由非專利法所規定得

提起舉發之事由，專利專責機關將作出舉發駁回之審定
296
。 

惟倘舉發人同時以非法定舉發事由與法定舉發事由提起舉發，且非法定

舉發事由與法定舉發事由於審查上息息相關，此時專利專責機關不得僅以舉

發人所提起之舉發事由包含非法定事由，逕予駁回。舉例而言，舉發人主張

                                                 
296 2013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5-1-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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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人之優先權聲明有誤，該專利不具新穎性，因新穎性之判斷基於優先

權日之認定，於判斷上兩者息息相關，專利專責機關即須先審理優先權之爭

執，再就該專利是否具有新穎性加以判斷。 

 

第四項 舉發之審查 

舉發人於專利權存續期間對符合舉發事由之專利權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

發，同時具備申請書，載明舉發理由，並檢附證據。專利專責機關於收到舉發書

後，將副本送達專利權人，專利權人應於副本送達後一個月內答辯，屆期未答辯

者，專利專責機關逕予審查，專利法第 74 條定有明文。 

倘舉發人提起舉發時未完整提出舉發理由和證據，原則上仍得於舉發後一個

月內補提理由和證據，然為使舉發人得以充分表示意見，舉發人於審定前補提理

由或證據，專利專責機關仍應審酌之
297
。為使舉發人和專利權人充分攻防，舉發

人補提之理由或證據，原則上均應送交專利權人進行答辯，專利權人之答辯亦應

送交舉發人，使其得以知悉。惟為避免舉發人一再補提理由，延宕舉發之審查，

新修正之專利法復規定倘舉發人補提之理由或證據有遲滯審查之虞，或事證已臻

明確，專利專責機關得不待專利權人答辯，逕予審查
298
。 

專利專責機關於審查時係以書面審查為原則
299
，包括舉發人所提出之書證和

物證，以及專利權人和舉發人間之書面答辯，然專利專責機關為了解案情，加速

審查時間，得於必要時，依職權或依申請通知專利權人前來面詢或為必要之實驗、

補送模型或樣品或實施勘驗，惟此僅為輔助審查，審查時仍以書面審查為原則。 

舉發之審查，原則上僅針對舉發人提起爭點進行審查，故專利專責機關審查

前，將先就當事人爭執之點進行爭點整理，以利雙方當事人進行攻防及確定審查

範圍
300
。爭點係由請求項、舉發理由和證據所組成，其中之一有所不同，即構成

                                                 
297 專利法第 73 條第 3 項。 
298 專利法第 74 條第 3 項 
299 2013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5-1-16,4.1.1。 
300 2013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5-1-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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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爭點。倘舉發人所提之爭點不明確，專利專責機關將行使闡明權，通知舉發

人闡明其真意，使之得以確認舉發之內容，以便審查之進行，惟舉發聲明乃表明

欲撤銷之請求項，無所謂不確定之處，無闡明權之適用，須特別注意者，審查官

不得藉由闡明權之行使，通知舉發人增加新理由或新證據，僅得就舉發人已提出

之部分使舉發人闡明真意
301
。 

經爭點整理後，專利專責機關須就各爭點逐一審查，以判斷爭點是否成立，

從而作出審定。原則上，專利專責機關僅就舉發人所提出之爭點進行審理，然舉

發制度乃公眾審查制度之一環，專利權有效與否涉及公共利益，且為求紛爭一次

解決，專利專責機關有職權介入之必要，職是，新修正之專利法第 75 條設有職

權調查制度，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聲明內得審酌舉發人未提出之舉發理由和證據，

不受舉發人主張之拘束。惟此制度並非專利專責機關之義務，而係其權利，專利

專責機關得自行裁量是否發動職權調查，不負有全面審查之義務
302
。 

原則上專利專責機關僅對舉發人所提出之爭點進行審查，例外始發動職權調

查，因此發動時點和範圍均有所限制，僅得於舉發案繫屬於專利專責機關時始得

為之，倘舉發人撤回舉發案，專利專責機關不得發動職權調查，且僅得就舉發聲

明範圍內之請求項，發動職權調查，舉發聲明外之請求項，專利專責機關不得依

職權調查新證據
303
。須特別注意者，為避免對專利權人造成突襲，專利專責機關

依法發動職權調查時，須給予專利權人答辯之機會，俾使兼顧專利權人之權益

304
。 

更正乃專利權人重要攻防方式之一，舉發審理期間倘專利權人提出更正，或

更正案未處分前有舉發案繫屬，專利專責機關應合併審理及合併審定
305
，並將合

併之情事通知專利權人。專利權人於舉發審理期間提出更正時，應指明欲對抗之

舉發案，載明舉發案案號，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81 條第 5項定有明文，未載明者，

                                                 
301 2013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5-1-18,4.2.2。 
302 2013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5-1-32,4.4。 
303 2013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5-1-32,4.4.1。 
304 2013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5-1-32,4.4.3。 
305 專利法第 77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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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專利專責機關通知仍未補正，將併入最先提起且合法繫屬於專利專責機關之舉

發案。倘更正案與舉發案合併後，舉發人撤回舉發案，如尚有其他舉發案繫屬中，

專利專責機關將通知舉發人另行指定欲合併之舉發案；倘無其他舉發案繫屬中，

該更正案將回復成獨立之更正案進行審查
306
。 

專利專責機關對於更正案和舉發案合併審理之審理方式，由於更正代表專利

權人已進行攻防，應優先審理，其後始得依照更正與否之專利權內容進行舉發之

審理。須特別注意者，舉發案於行政救濟期間，專利權人僅得對舉發不成立之請

求項提起更正，蓋舉發成立之審定於行政救濟期間仍有拘束力，該請求項處於被

撤銷狀態，對已撤銷之請求項不得提起更正
307
。 

 

第五項 舉發之審定 

新修正之專利法對於舉發之舉定改採逐定審定制度，專利專責機關就舉發人

提出之爭點逐項審理後，應就各請求項分別作出舉發審定
308
。 

倘請求項符合舉發事由時，則專利專責機關作成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

由於撤銷乃具溯及既往之效力，專利權自始無效；反之，倘請求項不符合舉發事

由，則作成舉發不成立之處分，專利權仍繼續存在。 

然倘具有以下情形，專利專責機關將作成舉發駁回之審定
309
： 

1. 舉發之提起限於利害關係人，而舉發人提出之證明文件無法證明其具利

害關係者； 

2. 舉發之提起未依專利法所定之法定舉發事由提起者； 

3. 舉發聲明之請求項有一事不再理之情形者； 

4. 舉發聲明之請求項業經舉發成立者； 

5. 舉發聲明之請求項業經更正刪除者； 

                                                 
306 2013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5-1-12,3.4.1。 
307 同上註。 
308 專利法第 79 條第 2 項。 
309 2013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5-1-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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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舉發聲明之請求項未具備舉發理由者； 

任何人曾就同一專利權提起舉發，經審查舉發不成立者，或依智慧財產案件

審理法第 33 條規定向智慧財產法院提出之新證據，經審理認無理由者，他人不

得就同一事實以同一證據再為舉發，此即為一事不再理原則，專利法第 81 條定

有明文，上述同一專利權係指同一請求項而言，同一事實係指同一舉發事由。此

原則之目的在於避免舉發制度被濫用，及減少重複審理之可能性，以提升審查官

審理舉發案之效能。有無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係以後舉發案提起時，前舉發

案是否審定為判斷時點，唯有前舉發案作出舉發不成立之審定，後舉發案始有一

事不再理之適用
310
，而不論前舉發案審定是否已確定，亦即舉發案經專利專責機

關作出舉發不成立之審定後，他人即不得對同一專利權以同一理由和證據再次提

起舉發。 

 

第六項 舉發之救濟途徑 

專利舉發審定後，不服專利專責機關審定結果者，不論是專利權人或舉發人，

均得向訴願機關提起訴願，蓋舉發審定為一行政處分，我國對行政處分之救濟原

則上為訴願先行程序，故須先提起訴願，不服訴願結果，始得向智慧財產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不服判決結果，得再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 

倘於行政救濟階段，法院作出撤銷原處分之判決者，有二種情形，其一為課

予義務判決，專利專責機關受法院判決之拘束，僅得遵照判決結果審定，由於專

利專責機關無重為審查之權力，因而亦無須發交專利權人進行答辯，專利專責機

關逕行依據法院判決作出審定結果。其二為非課予義務判決，舉發案回復尚未審

定狀態，舉發人於審查階段未提出，而於行政救濟階段始提出之新理由或新證據，

須送交專利權人進行答辯，使專權人，經雙方當事人進行攻防後，專利專責機關

再予審定
311
。 

                                                 
310 2013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5-1-40,5.5.2。 
311 2013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5-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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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修法後新增之舉發規定及本文評析 

本章第二節已將我國修法後現行舉發制度作一完整說明，本文以下擬將針對

本次修法所增修部分加以說明，俾使得以對舉發制度之變革更加瞭解，並提出本

文見解，以供參考。 

第一項 舉發發動及舉發事由之相關規定 

一、廢除依職權審查制度 

專利法 71 條第 1項規定：「發明專利權有下列情事之一，任何人得向專利專

責機關提起舉發」，刪除舊法下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撤銷專利權之規定，修法

理由乃謂專利權之撤銷應由舉發人提起，經由兩造進行攻防辯論後，由中立之專

利專責機關加以審定，基於專利專責機關之中立性，不應由其依職權發動撤銷專

利權，以避免造成專利專責機關與舉發人連同對抗專利權人之虞。其次，從比較

法觀之，德國、日本等國家皆無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審查之制度，故我國乃廢

除依職權審查制度。再者，有鑑於我國實務上專利專責機關幾乎未曾發動依職權

撤銷專利權，本規定幾乎無用武之地
312
，故本次修法予以刪除。 

二、增訂得提起舉發之事由  

專利法第 71 條第 1項對得提起舉發之事由予以規定，除舊法第 67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事由外，另新增有其他舉發事由，俾使對社會大眾保護更加周全： 

(一)違反專利法第 32 條第 1項及第 3項之規定，同人同日就相同創作分別申請

發明及新型，而不依期擇一，或其新型專利於發明專利審定前已不復存在(當

然消滅或撤銷確定)。 

(二)違反專利法第 34 條第 4項之規定，分割後之申請案超出原申請案申請時說

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三)違反專利法第 44 條第 2項之規定，補正之中文本超出申請時外文本所揭露

                                                 
312

劉國讚，前揭註 16，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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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範圍。 

(四)違反專利法第 44 條第 3項之規定，補正中文本之誤譯修正超出申請時外文

本所揭露之範圍。 

(五)違反專利法第 67 條第 2項之規定，更正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

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六)違反專利法第 67 條第 3項之規定，補正中文本之誤譯更正超出申請時外文

本所揭露之範圍。 

(七)違反專利法第 67 條第 4項之規定，更正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

範圍。 

(八)違反專利法第 108 條第 3項之規定，改請後之申請案超出原申請案申請時說

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三、本文評析 

(一)關於廢除職權審查制度 

舉發制度乃為公眾審查制度之一環，而公眾審查之本質乃藉由第三人之

力量過濾品質不良之專利，因而，公眾審查制度本係屬雙方當事人程序，應

由挑戰者(即我國之舉發人)對其認為有問題之專利提起舉發，再由專利權人

進行答辯以反駁舉發人之質疑，經由雙方當事人一來一往之攻防辯論後，由

中立之第三人(我國為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為智財局)就雙方當事人之論證

以判斷專利有效與否。 

修法前舊專利法下，扮演中立審判機關之智財局得自行發動舉發，雖多

一提起主體可能更得以過濾出品質不良之專利，以提升專利品質，然此時智

財局同時扮演舉發人和審判者之角色，亦即由智財局與專利權人進行攻防，

再由智財局加以審定，將可能造成裁判不公之問題。其次，智財局本為核准

專利之機關，倘對其核准之專利主動發起撤銷專利權，豈不自認其於專利核

准時之處理不當，智財局是否會主動提起舉發，有所疑義，此可能為舊法下

智財局幾乎無主動發起撤銷專利之原因所在。再者，公眾審查制度之本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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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當事人程序，已如前述，倘若由舉發程序之審理機關智財局主動發動，

乃為專利權人對審理機關之一造辯論，不符合公眾審查制度之本質。綜上所

述，本文認為修法後專利法刪除職權審查制度實屬妥適。 

(二)關於新增舉發事由 

1. 同人同日就相同創作分別申請發明及新型，而不依期擇一，或其新型專

利於發明專利審定前已當然消滅或撤銷確定 

相同創作同時申請發明和新型專利，由於新型專利僅須形式審查即可，

因而通常較發明專利較先取得專利權，於審查是否應核准發明專利時，倘認

該發明具備所有可專利性要件，應予核准專利，惟為避免重複授予專利權，

應通知申請人擇一，倘申請人屆期未擇一，智財局應作出不予發明專利之審

定，專利法第 32 條第 1項定有明文。然倘智財局於審查發明申請案時，未

查同一申請人已就同一創作取得新型專利，即因符合專利要件而核准發明專

利，造成同一創作同時取得發明專利和新型專利，違反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權

之原則。由於專利權人僅須研發一創作即得取得二專利，受到二專利權之保

護，造成專利權人獲得雙重利益，對公眾極為不公。 

其次，同一創作同時申請發明和新型專利，雖新型專利取得在先，然於

發明專利核准前，新型專利權已不復存在，亦即該新型專利已成為公眾財，

社會大眾得任意加以運用，倘智財局於核准發明專利時未發現同一申請人已

就同一創作所取得新型專利已失效，而核准發明專利，將使已成為公眾財之

同一創作又再次受到專利權之保護，對社會大眾實屬不利。 

修法前舊專利法未將上述行為設為舉發事由，造成公眾無法提起舉發以

資救濟，對公眾影響極大，因而，本文認為修法後專利法將上述行為列為舉

發事由，將可解決舊專利法下公眾因無法藉由提起舉發加以救濟之問題。 

2. 分割、改請、更正超出原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或更正實質擴大或變更申請專利範圍 

修法前舊專利法對於分割、改請、更正超出原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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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所揭露之範圍，或更正實質擴大或變更申請專利範圍等行為，並不允許

舉發人提起舉發。然申請專利範圍乃代表專利保護之範圍，說明書或圖式亦

係用來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對於專利保護範圍亦有所影響，由於分割、改請

和更正均涉及說明書和申請專利範圍之變動，且分割案和改請案之申請日均

溯及至原申請案之申請日，更正一經核准亦溯及至申請日生效，因此分割、

改請、更正是否超出原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或更正

實質擴大或變更申請專利範圍，對專利保護範圍影響極大，又專利權乃為一

排他權，他人未經專利權人之授權不得加以實施，專利權範圍對社會大眾而

言實屬重要。 

倘智財局於分割、改請或更正申請之審理因過失未查而核准了超出或實

質變更原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之行為，因舊專利法未將上述行為設

為舉發事由，公眾即使發現上述情形，亦無法利用舉發程序以加以挑戰，鑒

於申請專利範圍、說明書和圖式對專利權保護範圍影響極大，如此之規定將

嚴重影響公眾利益，因而，本文認為修法後專利法將上述行為列為舉發事由，

對公眾實屬有利。 

 

第二項 部分舉發允許之相關規定 

一、專利法第 73 條第 2項：「專利權有二以上之請求項者，得就部分請求項提起

舉發。」又同法第 79 條第 2 項：「舉發之審定，應就各請求項分別為之。」

有鑑於修法後明文規定舉發人得對部分請求項提起舉發，專利專責機關於審

定時，應就各請求項分別審定，專利專責機關對於舉發人所提之聲明可能作

出下列態樣之審定結果： 

(一)舉發聲明內之全部請求項均舉發成立： 

例如：聲明請求撤銷全部請求項 1至 5，審查結果為全部請求項舉發成立。 

審定主文：請求項 1至 5舉發成立應予撤銷。 

(二)部分請求項舉發成立、部分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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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聲明請求撤銷全部請求項 1至 5，審查結果為請求項 1至 3舉發成立，

請求項 4、5舉發不成立。 

審定主文： 

請求項 1至 3舉發成立應予撤銷。 

請求項 4、5舉發不成立。 

(三)舉發聲明內之全部請求項均舉發不成立： 

例如：聲明請求撤銷全部請求項1至5，審查結果為全部請求項舉發不成立。 

審定主文：請求項 1至 5舉發不成立。 

二、本文評析 

(一)修法後之專利法不再採取專利權整體性概念 

本次修法於舉發部分大幅修訂，其中本文認為此次修法最重要的變革在

於舉發之審定由全案審定改採逐項審定。於修法前舊專利法下，專利專責機

關以專利權整體性為由，對即使申請專利範圍內只有部分請求項不符專利要

件，經專利專責機關通知更正後仍不更正者，作成全案舉發成立之審定
313
。

然專利權整體性概念從何而來，為何過去實務堅持秉持此一概念運用，為本

文此部分討論重點。 

按專利審查基準：「申請專利範圍得分項記載申請人認為是界定申請專

利之發明的必要技術特徵，請求項為決定是否符合專利要件、提起舉發或主

張專利權等的基本單位。」
314
，明文揭示不論審查是否符合專利要件或提起

舉發或主張專利權，皆係以請求項為單位，換言之，一請求項即為一個專利

權，申請專利範圍不過為各請求項之集合
315
。 

既然一請求項即為一專利權，而提起舉發亦以請求項為基本單位，理應

衍生出逐項審查及逐項審定原則，為何我國過去實務運作仍以專利權整體性

                                                 
313 高山峰，前揭註 8，頁 75；黃銘傑，前揭註 9，頁 58。 
314 2004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一章 2-1-15,3.3.1。 
315 黃銘傑，前揭 9，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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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為原則，此乃須討論各國申請案係採多項制或單項制之問題。採單項制

者，乃一申請案只能有一個請求項，亦即申請專利範圍等同於請求項，且請

求項須明確記載發明內容；而採多項制者，乃一申請案得有二個以上之請求

項，此時申請專利範圍即不等於請求項，而為請求項之集合，為國際上大多

數國家所採
316
。我國歷經多次修法，已符合國際潮流，採行多項制，而多項

制之內涵在於一請求項即代表一專利權，在此概念下，理當可以做出部分舉

發成立，部分舉發不成立之審定，然我國實務因深受日本過去採行單項式之

影響，未明確瞭解多項制之內涵，而認為一申請案中有二個以上之請求項僅

為數個發明之併案申請，並非真正的單一申請案，換言之，我國實務仍採取

單項式一案一發明之概念，故產生一案一專利權之概念。既然一案僅有一個

專利權，基於專利權不可分性，因而衍生出專利權整體性概念，實乃為我國

實務誤解多項制內涵下之產物。 

有鑑於舊專利法下，採專利權整體性概念，只要其中一請求項符合舉發

事由，則專利專責機關將作成舉發成立，應撤銷全體專利權之決定，惟實務

上專利專責機關會先依職權通知專利權人限期更正
317
，若經更正後全部請求

項皆不符合舉發事由，則作成舉發不成立之處分，倘若專利權人屆期仍不更

正，仍應作成舉發成立之處分。固然最高行政法院事後認為在以往舊法下容

許撤銷整個專利僅是為避免實務變動過大之權宜作法，而一再容忍專利專責

機關繼續採行全案審定原則，並非肯定舊法下撤銷整個專利之合法性
318
，採

行專利權整體性概念實乃基於行政上處理便利之故。 

                                                 
316 同上註，頁 60。 
317 舊專利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 
318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30號判決理由略謂：「以上見解並非否認逐項審定，其實，在

專利侵權時專利權人係擇請求項之一項或多項而為主張，從無實務或學說要求應就專利全申請案

為主張（若有此說法亦顯荒謬），但在質疑或否定該專利有效性之舉發案件中，卻強要對專利權

全案准駁，就從此一最簡單觀點比較，即可得知舉發程序全案准駁之不當，本院亦深知舉發案逐

項審定方合於專利權利就申請專利範圍各請求項之解讀，而一再容認，係恐因變動過大，而予以

權宜之作法，只得加強審定前更正之程序，及申復機會，以維護專利權人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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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今我國申請專利範圍既採多項式之模式，應探究多項式之本意，

乃每一請求項皆為一專利權，各請求項各自獨立，專利專責機關於審查時應

以請求項為單位，針對各請求項作出准駁，倘基於行政便利性為由而繼續採

專利整體性之概念，實屬不妥。 

近年來，我國專利法雖歷經數次修法，但仍依循舊法下專利權之「整體

性原則」，即使只有部分請求項不具專利要件，也仍撤銷整個專利，此等爭

議在 2013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專利法中，已不復存在，本次修法，專利法明

文規定舉發之審查及審定採逐項審定程序，就各請求項分別審定，舉發成立

撤銷專利權，亦就各請求項分別為之，一改以往專利權整體性概念全案審定

原則，回歸多項制之內涵，一請求項即為一個獨立之專利權，本應各別審理，

理當可以做出部分舉發成立，部分舉發不成立之審定，故本次修法本文深感

贊同。 

(二)舉發人和專利權人同時舊舉發審定結果分別提起行政救濟，行政救濟機

關未採併案審理是否將發生裁判歧異之問題? 

修法後舉發制度改採逐項審定，可能產生請求項部分舉發成立，部分不

成立之情形，因此，可能發生舉發人和專利權人對其不服之部分，分別向經

濟部提起訴願，不服訴願決定者再各自針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不

服智慧財產法院判決者均得向最終審級之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由此可知，

相較於舊法下舉發案為全案審定，受舉發審定不利益之當事人單一化之情形

下，逐項審定之行政救濟程序較為複雜，更需行政救濟機關審慎因應，本文

以下擬就此部分作一評析。 

舉發審定之性質通說及實務上皆認定為一行政處分，而訴願法第 1條即

明文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

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法第 4條亦規定「人民因

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

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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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而我國智慧財

產法院組織法第 2條之規定，關於智慧財產案件之行政訴訟審判事務，由智

慧財產法院審理之。簡言之，舉發人或專利權人不服專利專責機關之審定結

果時，得向訴願機關提起訴願，不服訴願機關之訴願決定時，得再向智慧財

產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由上述規定得以推知，就已核准之專利案件而言，我國行政救濟制度審

級程序冗長，舉發人欲撤銷專利權人之專利權時，須先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

舉發，不服舉發審定時，得向訴願機關提起訴願，不服訴願決定時，得向智

慧財產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不服智慧財產法院判決時，得再向最高行政法院

提起撤銷訴訟。換言之，專利專責機關相當於行政救濟之第一審級，訴願機

關為第二審級，智慧財產法院為第三審級，最高行政法院為最終審級，經最

高行政法院判決後，舉發結果即宣告確定，當事人皆不得再對判決結果予以

救濟。 

本次修法將舉發之審定由原本採取之全案審定改為採逐項審定，舉發人

及專利權人皆得對不利於己之審定結果提起行政救濟，將造成行政救濟程序

更為複雜。換言之，於逐項審定制度下，專利專責機關可能作出「部分請求

項舉發成立，部分請求項舉發不成立」之審定結果，對於舉發人而言，舉發

之目的為撤銷專利權，當專利專責機關作出部分請求項舉發不成立之處分時，

即未達成舉發人舉發之目的，舉發人通常會針對該部分向訴願機關提起訴願，

以達其撤銷專利權之目的。相反地，對於專利權人而言，維持專利權有效性

為其主要目的，對於部分請求項遭專利專責機關作成舉發成立之審定，亦通

常會提起訴願，倘雙方當事人仍不服訴願機關之決定，將再各自提起行政救

濟。 

針對同一專利不同請求項，於雙方當事人各自向訴願機關分別提起訴願

之情況下，現行實務上，訴願機關未採取併案審理之作法，然此是否有訴願

機關對於該二案件做出矛盾之處分之可能性，將有所疑義。舉例而言，某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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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有兩項請求項，第一項為獨立項，第二項為依附於第一項之附屬項，倘若

舉發人對兩請求項提起舉發，經專利專責機關審查後，作出權利範圍較大之

獨立項(第一項)舉發成立之處分，而對權利範圍較小、依附於第一項之附屬

項(第二項)舉發不成立之處分，又倘若針對該舉發審定，分別經舉發人和專

利權人提出訴願，因訴願機關未合併案件，分別對舉發成立部分之案件作出

撤銷原處分之決定，對舉發不成立部分之案件亦撤銷原處分之決定，此時，

將造成權利範圍較小之附屬項因舉發成立而無效，權利範圍較大之獨立項反

而因舉發不成立仍然有效之矛盾現象，而訴願機關因隸屬經濟部，為智慧財

產局之上級機關，此時專利專責機關在面臨來自上級機關之兩份相互矛盾之

訴願決定書時，恐將令專利專責關無所適從。 

按訴願法第 53 條之規定，訴願決定係經由訴願審議委員會之審議而做

成，然訴願機關收到訴願時，會先由行政承辦人員看卷、爭點整理及表示意

見，針對同一專利不同訴願人提起之二案件，將會由後收到訴願案件之行政

承辦人員加以註記，再交給訴願審議委員會具技術背景之同一委員預先審理，

最後再提交訴願審議委員會做出最後之訴願決定。 

上述訴願機關未採併案審理可能造成裁判歧異之問題，於現行實務上，

訴願機關採取另一作法以資解決，亦即針對同一專利不同訴願人之兩案件，

訴願機關仍不合併案件，為二個案件，有二個訴願案號，分別由訴願審議委

員會之同一預審委員案審理，由預審委員作出初步裁定，原則上訴願審議委

員都會尊重預審委員所作之裁定，然仍有可能有不同意見，此時，訴願審議

委員會將通知當事人一併辯論，一起審議，以作出最終訴願決定，故事實上

訴願機關即使未採取併案審理之處理方式，針對同一專利不同訴願人之兩案

件所作出之訴願決定仍不會有裁判歧異的問題。 

訴願機關現行作法乃先分案由不同行政承辦人員進行閱卷，交由同一預

審委員預先審理，最後才提交由訴願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而不會發生裁判

歧異之問題，然本文認為現行實務雖不採併案審理，惟事實上僅係形式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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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件，提交訴願審議委員會時，仍一併辯論，一併審議，實質上已為合

併審理，而現行作法訴願機關受到訴願申請書時，輪流由不同行政承辦人員

處理，由於行政承辦人員須先看卷、整理爭點，甚至提供意見，同一專利不

同訴願人之兩案件交由不同行政承辦人員處理，將造成重複審理之問題，本

文認為更簡潔之作法乃將同一專利不同訴願人之案件於分案時直接交由同

一行政承辦人員加以處理，避免同一專利重複審查，於現行實務訴願案件為

數眾多之情形下，將可加速訴願審理效率。 

由於修法後改採逐項審定之第一個舉發案件，目前僅進入訴願程序，而

於 2014 年 5 月 9 日作出訴願決定
319
，由訴願結果可看出針對同一專利不同

請求項因智慧財產局作出部分舉發成立、部分舉發不成立之審定，經舉發人

和專利權人分別提起訴願時，二案件於訴願決定時確實不會發生裁判歧異之

問題。然由於該案件目前尚未進入智慧財產法院，智慧財產法院將如何處理

針對同一專利因部分舉發成立、部分舉發不成立，經舉發人和專利權人分別

提起行政訴訟之案件，須待日後實務發展始得以知悉，本文認為即使舉發人

和專利權人分別提起訴訟案件，智慧財產法院為避免發生裁判歧異之問題，

應會採取合併審理、合併辯論之處理方式，然形式上會有一個判決書或是二

個判決書，須待日後舉發案件進入智慧財產法院加以觀之。 

 

第三項 舉發審查程序之相關規定 

一、增訂舉發時應載明舉發聲明，且提起後不得變更或追加，但得縮減 

專利法第 73 條第 1項及第 3項規定：「舉發，應備具申請書，載明舉發聲明、

理由，並檢附證據。舉發聲明，提起後不得變更或追加，但得減縮。」增訂舉發

應載明舉發聲明之規定，其中舉發聲明需載明舉發人欲提起舉發之請求項次，以

確定舉發範圍，俾使雙方當事人得以集中爭點予以攻防。且同條第 3項項亦規定

舉發聲明提起後不得變更或追加，其目的乃在於使舉發範圍加以確定，避免舉發

                                                 
319 經濟部訴願決定書經訴字第 10306102560 號；經濟部訴願決定書經訴字第 1030610197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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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一再變動，使雙方當事人之攻防無所適從，拖延舉發審查過程，對雙方當事

人及專利專責機關皆造成不利後果。 

二、增訂舉發人補提之理由或證據有遲滯審查之虞或事證已臻明確，逕予審查 

專利法第 74 條第 3項規定：「舉發人補提之理由或證據有遲滯審查之虞或事

證已臻明確者，專利專責機關得逕予審查」為使舉發案之當事人得充分陳述意見，

專利法並未限制舉發人補提理由或證據之次數，且對於舉發人補提之理由或證據，

專利專責機關皆應通知專利權人答辯，經由雙方當事人充分表達意見後，專利專

責機關始進行審查，然倘若舉發人藉由一再補提理由或據證，延宕舉發之審查，

對專利權人實屬不利，故增訂本項規定，俾使紛爭早日解決，避免舉發審查之延

宕。 

三、增訂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聲明內得依職權審查新證據 

專利法第 75 條規定：「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審查時，在舉發聲明範圍內，得

依職權審酌舉發人未提出之理由及證據」，亦即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調查舉發

人所未提出之證據，其立法理由乃在使專利審查官依其審查經驗對舉發範圍有明

顯知悉之事證或合併審理不同舉發案之證據得互補時，使審查官得加以審酌該證

據，否則將造成審查官明知有不利於該專利存在之證據，卻礙於舉發人未提出，

而無法對該證據審酌之矛盾心理。 

於本條新增前，礙於專利法未明文規定，專利專責機關是否得依職權調查舉

發人所未提出之證據，實務及學說上有肯定說及否定說兩種看法
320
。採否定說者，

認為專利專責機關應處於中立之審查地位，不應逕自審酌舉發人未提出之證據，

避免產生舉發人聯合專利專責機關一同對抗專利權人之疑慮。採肯定說者，認為

既然審查官已知有不利於該專利存在之證據，卻因舉發人未提出，而無法審酌該

證據，使原本不應存在之專利繼續存在，將不利於社會大眾。本次修法明文採取

肯定說，從立法目的來看，可看出立法者於選擇保護專利權人或社會大眾之權衡

                                                 
320 劉國讚，前揭註 16，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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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優先保護社會大眾之福祉。惟此新增規定是否妥適，本文爰於後續本文評析

部分再予以探討。 

四、刪除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通知專利權人更正 

專利法第 76 條刪除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通知專利權人更正之規定，其理

由乃係既舉發人既得於舉發聲明自行決定對何請求項提出舉發，專利專責人員審

查時亦係針對舉發人所提出之請求項加以審查，因舉發範圍確定，是否對該些請

求項予以更正，由專利權人自行決定，不宜由專利專責機關依職權通知專利權人

更正。 

五、增訂舉發案伴隨更正案之合併審查及合併審定 

現行專利法第 77 條規定：「舉發案件審查期間，有更正案者，應合併審查及

合併審定。其經專利專責機關審查認應准予更正時，應將更正說明書、申請專利

範圍或圖式之副本送達舉發人。同一舉發案審查期間，有二以上之更正案者，申

請在先之更正案，視為撤回。」，其立法理由在於俾使紛爭一次解決，無論更正

案係在舉發前或舉發後提出，專利專責機關皆應合併審理。 

更正為專利權人對抗舉發之最有利防禦武器，專利權人提出之更正往往與舉

發人提出之舉發理由相關，故於專利專責機關准以更正時，應將更正後之文件送

達舉發人，使其對專利權人之更正得以表示意見，以便進行防禦，此乃同條第 2

項增訂之立法理由。 

同條第 3項之立法目的乃在於同一舉發案中於專利權人提出二個以上之更

正案時，使專利專責機關僅須就最後一個更正案加以審查，此乃基於專利權人既

一再更正，代表其認為先前之更正無法對舉發理由予以防禦，此時，審查先前之

更正即無意義，同時亦得避免因專利權人一再提起更正案，專利專責機關即須對

每個更正案進行審查，浪費審查人力及資源。 

六、增訂同一專利權有多件舉發案之合併審查及合併審定 

專利法第 78 條：「同一專利權有多件舉發案者，專利專責機關認有必要時，

得合併審查。依前項規定合併審查之舉發案，得合併審定。」本條乃新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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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立法理由乃俾使紛爭一次解決。 

七、增訂舉發案得撤回時間點之限制 

專利法第 80 條：「舉發人得於審定前撤回舉發申請。但專利權人已提出答辯

者，應經專利權人同意。專利專責機關應將撤回舉發之事實通知專利權人；自通

知送達後十日內，專利權人未為反對之表示者，視為同意撤回。」修法前之專利

法雖未明文規定舉發人得於審定前撤回舉發申請，惟實務上皆以此運作，故於修

法時予以明定，為保障專利權人之程序利益，倘專利權人已為答辯，應取得專利

權人之同意始得撤回舉發申請。 

八、本文評析 

(一)關於職權調查新證據 

舊專利法第 67 條之規定，專利權之撤銷得經專利機關依職權撤銷或由

舉發人提起舉發，亦即舉發之發動不僅舉發人得提起，專利專責機關亦得主

動提起。然本次修法基於舉發應由舉發人提起，經由舉發人及專利權人雙方

互相攻防辯論後，由中立之專利專責機關加以審定，不應由專利專責機關發

動，爰刪除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主動撤銷專利權之職權，使得舉發之發動

完全由舉發人所提起。對於此部分之修法本文贊同之，蓋舉發為公眾審查制

度之一環，公眾審查之核心乃係藉由第三人之力量，過濾出那些因專利審查

官之疏失而原本不該取得專利權之發明，以提升專利品質，故舉發之發動本

應由舉發人加以提起，本次修法刪除專利專責機關依職權撤銷之規定應屬妥

適。 

然本次修法卻同時新增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聲明內得依職權調查舉發

人未提出之理由及證據，新專利法第 75 條定有明文，詳言之，對於舉發人

欲撤銷之請求項，即使舉發人無法證明該請求項符合舉發事由，專利專責機

關仍得依職權審酌舉發人未提出之證據。雖究其立法理由乃在避免專利審查

官有明顯知悉之事證或合併審理不同舉發案之證據得互補時，卻礙於舉發人

未提出，而無法審酌該證據之矛盾心理，惟此規定是否有違專利專責機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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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地位，將有所疑義，本文認為舉發人無法提出證據證明專利權人之專利

權符合舉發事由時，專利專責機關即應做出舉發不成立之審定，然卻因本條

之規定，使得專利專責機關於審查時得自行提出新證據，將造成專利專責機

關雖身為中立的裁判者，卻連同舉發人一同對抗專利權人，此將混淆專利專

責機關中立公正之地位。 

有學者
321
贊同專利專責機關職權調查新證據制度，其理由在於核准專利

前之先前技術之審查，本係專利機關之職責，由審查官依職權檢索是否已存

在與申請案相同或相似之先前技術，因專利機關審查時之有限性，誤授予專

利權，於舉發時始檢索到先前技術，此與舉發人檢索到先前技術而提起舉發，

應無二致;且專利舉發不限次數，任何人皆可能提出新舉發證據，為使紛爭

一次解決，似無反對專利機關依職權調查新證據之理由。 

雖肯認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調查新證據，得使得原本不該取得專利權

之發明自始無效，以提升專利品質，有利於社會大眾，然本文認為此將造成

專利專責機關聯合舉發人一同對抗專利權人，不利於專利權人。回歸舉發制

度之本質，乃係公眾審查制度之一環，藉由第三人之力量過濾原本不該取得

專利權之發明，職是，應由舉發人及專利權人互相攻防，再由中立之裁判者

加以審定，故本文認為專利專責機關應維持公正中立之立場，不應對任何一

方當事人有所偏頗，始符合公眾審查制度之核心。 

修法後之新專利法既刪除專利專責機關主動發動撤銷專利權之職權，卻

同時增訂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審查時得職權調職新證據之規定，一則欲將專

利專責機關定位為中立之裁判者角色，一則混淆專利專責機關中立公正之地

位，豈不有所矛盾。 

綜上所述，本文對於專利專責機關職權調查新證據之制度採取否定見解，

惟如何衡平社會大眾及專利權人之利益將有待更進一步地審酌。 

                                                 
321 洪佩瑜，前揭註 13，頁 30。 

 



 

135 
 

(二)關於刪除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通知專利權人更正 

舊專利法第 71 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通知專利

權人提出更正，此乃基於以往因舉發之審定係採專利權整體性概念，即使只

有一請求項符合舉發事由，則申請專利範圍全體無效，更正與否對專利權人

影響甚鉅，且修法前舊專利法未設有舉發聲明，整體申請專利範圍皆為舉發

範圍，專利權人無從得知應更正何請求項始得維持其專利權，職是，專利審

查官於審定舉發成立前通知專利權人是否更正顯屬重要，然由於修法後設有

舉發聲明之規定，舉發範圍確定，因而修法後專利專責機關依職權通知更正

之理由已不復存在，故本次修法刪除專利專責機關依職權通知更正之規定，

專利權人自行決定對於舉發聲明範圍內何請求項須予以更正，不再由專利專

責機關依職權通知專利權人更正。 

(三)關於合併審理及合併審定 

1.更正案和舉發案之合併審理 

修法前舊專利法下之專利審查基準中明文規定不論更正案係於舉發前

或後提出，只要舉發案審查期間，有更正案存在者，應待更正案處分後，審

理舉發案之審查官始得審查舉發案
322
，更正案未處分前，舉發案無法進行審

查，倘若專利權人一再提出更正，將造成舉發審查之延宕，使得紛爭無法一

次解決。其次，由於更正之提出往往與舉發理由相關，更正後申請專利範圍

有所變動，舉發標的亦隨之改變，更正和舉發息息相關，倘更正案和舉發案

合併審理，由同一審查官進行審理，將得加速舉發審查之效率。基於上述理

由，本次修法將舉發案及更正案改為合併審理，得使專利權人和舉發人於同

一審理程序中進行攻防，以利紛爭一次解決，實屬妥適。 

2.同一專利權數個舉發案之合併審理 

本次修法前，由於無合併審理之規定，只要舉發人一提起舉發，智財局

即須對舉發案進行審理，數個舉發案同時提起將分案處理，倘對於同一專利

                                                 
322 2004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5-1-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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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同時有二個以上舉發案，由於分案給不同審查官進行審理，可能造成同一

專利權因不同審查官分別審理，其中一舉發案作成舉發成立之審定，另一舉

發案作成舉發不成立之審定，使同一專利權卻有相反的審定結果，造成矛盾

之現象。 

又，同一專利權數個舉發案由不同審查官進行審理，每一審查官均須對

系爭專利權加以瞭解，再針對舉發人提出之舉發理由和證據進行審理，將造

成重複審查，而降低舉發案之審理效率。 

倘同時期針對同一專利權存在有數個舉發案，得由相同審查官合併審理，

將可解決上述矛盾審定結果之問題，且系爭專利雖存在有數個舉發案，然由

於系爭專利為相同專利權，審查官於審理時僅須一次性瞭解系爭專利，亦得

解決上述重複審理之問題，得加速舉發案審理效率。因而，本文認為修法後

新增同一專利權有多件舉發案者，得合併審理之規定，將得使紛爭一次解決，

並有助於提升舉發案之審理效率。 

(四)關於撤回舉發申請時點之限制 

本次修法前，關於舉發人是否得撤回舉發申請未明文規定，惟縱使專利

法未明文規定，舉發人於舉發審定前均得撤回舉發申請，乃實務上歷年之作

法，本次修法僅將實務運作方式予以明文規定，然為保障專利權人之利益，

避免專利權人已花費心力提出答辯後，卻因舉發人得任意逕行撤回舉發申請

案，使其攻防功虧一簣，耗費心力，故修法後對於舉發人得撤回舉發案之時

點有所限制，舉發人僅得於專利權人未提出答辯前得任意撤回舉發案，倘專

利權人已作出答辯，舉發人欲撤回舉發案須得專利權人之同意，避免舉發人

恣意撤回舉發案，不利於專利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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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歐洲、美國及我國公眾審查制度之比較及本文評析 

歐洲自 1973 年即設有異議制度，使挑戰者對於歐洲專利認有符合異議理由

得提起異議以對該專利提出質疑，而美國公眾審查制度自從 1980 年以來即存在

有單方再審查程序，其後又於 1999 年建立雙方再審查程序，由於該二程序有其

缺失，且使用率不高，因而，於 2011 年 9 月 16 日美國總統歐巴馬簽屬之

Leahy-Smith 美國發明法(Leahy-Smith America Invents Act)，新增核准後複

審程序，並將雙方再審查程序作一修正，改以雙方複審程序取代之，改良再審查

程序之缺失，期望得以提高使用率，俾使專利品質得以提升。由於美國此次修法

於公眾審查制度主要修正重點在於核准後複審程序，職是，本文將以核准後複審

程序為主要比較對象。 

本文以下擬將歐洲異議制度及美國核准後複審制度與我國舉發制度作一比

較分析，並提出建議，藉由歐洲和美國制度檢視我國舉發制度有無可資借鏡之處，

俾使我國舉發制度得以更加完善。本文將於本節最後附上歐洲、美國及我國公眾

審查制度比較表，請參閱表三。 

 

一、 歐洲異議制度與美國核准後複審制度均設有提起期間之限制 

歐洲專利公約第 99 條第 1項規定，專利權人以外之任何人得於歐洲專利核

准後並於歐洲專利公報公開後 9個月內，向歐洲專利局提起異議，雖縱使 9個月

期間屆滿，因歐洲專利公約設有假定侵權者參與程序，符合該程序要件者仍可以

參與異議程序，然 9 個月期間屆滿，倘不符合假定侵權者參與程序之要件，挑戰

者僅得向各國國內法院提起撤銷程序，以質疑專利有效性。 

相同地，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於美國專利法第 321 條第 3項亦如歐洲異議制

度設有提起期間，專利權人以外之任何人得於專利核准後 9個月內提起，倘挑戰

者未及時於此期間提起，9個月期間屆滿後，僅得透過單方再審查程序或雙方複

審程序以對有問題之專利提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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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二制度設有提起期間之目的乃在於促進挑戰者得以盡早對品質不良之

專利加以挑戰，以使專利品質得以提升，以達公眾審查制度之目的，並得避免專

利權人一再被騷擾。然為避免挑戰者因檢索先前技術所花費時間較長或其他種種

因素以致錯過提起期間，導致無法救濟，美國保留無提起期間限制之單方再審查

程序，及新增提起期間為專利核准後 9個月後之雙方複審程序，使挑戰者於核准

後複審期間屆滿後仍有救濟途徑，惟得提起事由僅限於新穎性和進步性，而歐洲

於異議期間屆滿後，設有假定侵權者參與程序，然亦有要件之限制，以鼓勵挑戰

者盡早透過限制較少之異議程序或核准後複審程序對有問題之專利提出質疑。 

而依我國專利法第 71 條和 72 條規定，原則上於專利存續期間，任何人均得

向智慧財產局提出舉發，利害關係人對專利之撤銷有可回復之利益時，更得於專

利權消滅後提起舉發。由此可知，我國專利法對於得提起舉發時間並無如同歐洲、

美國設有 9個月之限制，只要專利存續期間，任何人均得對同一專利權以不同理

由和證據一再提出舉發。 

歐洲異議制度與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均設有 9個月期間限制，一方面得鼓勵

挑戰者得以盡早提起挑戰，以期發揮公眾審查制度欲藉由第三人之力量過濾品質

不良專利之目的，另一方面由於 9個月期間屆滿後挑戰者即不得再提起異議程序

或核准後複審程序，得減少專利權人受到騷擾之程度，雖縱使 9個月期間屆滿，

歐洲和美國均設有使挑戰者得透過其他程序加以挑戰之制度，歐洲異議制度設有

假定侵權者參與程序，美國公眾審查制度設有其他得提出質疑之程序，然假定侵

權者參與程序仍有其要件之限制，且不論是單方再審查程序，抑或是雙方複審程

序，均僅得對專利之新穎性和進步性加以質疑，無法像核准後複審程序得對其他

專利要件提出質疑，倘若 9個月期間屆滿，挑戰者因不符合參與程序之要件或無

法找到任何引證文件得以證明專利不具新穎性或進步性，則挑戰者僅得透過成本

較高且審判期間較長之訴訟主張專利無效，無法再透過費用較低之異議程序或美

國專利商標局程序提起撤銷程序，個人或小公司可能因無法支付龐大之訴訟費用

而無法提起訴訟主張專利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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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舉發制度因未設有提起期間，造成挑戰者於專利權存續期間均得一再提

起，不但專利權人須飽受一再被騷擾，且亦無法提升公眾審查之效率，因而，本

文認為我國舉發制度應設有提起期間之限制，以促使挑戰者及早提出挑戰，提升

公眾審查之效率，並得降低專利權人一再受到騷擾，惟由於我國專利無效制度於

行政程序上僅設有舉發程序，並無如同歐洲或美國設有其他行政程序，故本文對

於我國舉發提起時間限制之建議有二，其一，由於專利核准後 9個月期間設計對

我國僅具有舉發制度而無其他行政程序得以質疑專利有效性而言，稍嫌短暫，得

設計一較長之期間限制，其二，得設計一分階段舉發事由之舉發程序，例如於專

利核准後 9個月期間內提起舉發者，得提起舉發之事由維持現行規定，然於期間

屆滿後，限縮舉發事由，例如仿照美國僅得對專利之新穎性或進步性提起舉發之

設計。 

 

二、 歐洲異議制度、美國核准後複審制度與我國舉發制度均得允許部分提起 

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 76 條中明文規定，異議申請書之內容應包含申請

人欲提出異議之範圍，而何謂異議範圍，於審查基準
323
中有更進一步地詳細說明，

亦即異議之範圍乃指申請之提出係針對全部或部分專利，其中更舉例說明異議範

圍即為異議之提起係針對所有請求項或只針對一個請求項，甚至是一個請求項之

部分。歐洲專利異議制度對於申請書中是否載明異議範圍，於異議部門實質審查

前即加以審查，倘未載明或未清楚載明異議之提起係針對全部請求項或部分請求

項，且未於異議期間內補正，審查人員將作出駁回異議不予受理之決定。由上述

規定可得知，申請人得針對其欲挑戰之部分請求項提起異議，不須對全部請求項

均加以挑戰。 

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於美國專利法第321條第2項即規定申請人得依提起事

由請求撤銷至少一請求項，且施行細則第 42.204 條對申請書內容之規定中，亦

要求申請人指明欲挑戰之請求項，及針對該請求項敘明提起理由，由此規定得以

                                                 
323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t. D, ch. IV,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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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知申請人毋庸對專利整體提起審查程序，換言之，倘認為有數個請求項均具有

專利無效之事由，得請求撤銷數個請求項，但倘認為僅有一個請求項具有專利無

效之事由，亦即僅對該請求項請求撤銷。 

我國新修正之專利法亦有類似規定，本次修法新增專利法第 73 條，其中第

2項明文規定得對部分請求項提起舉發，同時設有申請書應載明舉發聲明之規定，

表明舉發人請求撤銷之請求項。原則上舉發人得僅對部分請求項提起舉發，然由

於我國舉發事由另設有專利權歸屬和互惠原則之爭議，而該二事由係對專利權整

體有所爭執，因而並非所有舉發案件均得對部分請求項提起舉發，我國專利法審

查基準中敘明，倘提起舉發之事由為專利法第 71 條第 1項第 2款和第 3款之情

形，因該些舉發理由係爭執專利權整體，不得對部分請求項提起舉發，倘舉發理

由為上述情形時，而舉發聲明卻載明撤銷部分請求項，係屬明顯錯誤，審查人員

將通知舉發人補正
324
。 

載明欲提起之請求項之目的乃係為確定申請人欲請求撤銷之範圍，使當事人

及審查人員得以針對該範圍集中攻防和審查，使程序之進行更為順暢，而不會因

請求撤銷之範圍無法確定，導致審查人員須先向申請人確認其欲挑戰專利有效性

之範圍，拖延程序之進行。職是，本文認為我國專利法本次修法引進部分提起舉

發之規定，值得贊同。 

 

三、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設有程序開啟要件 

美國專利無效行政程序不論係再審查程序、核准後複審程序或雙方複審程序，

對於是否開啟程序設有要件―「新的實質可專利性」、「有一半以上機率得以證明

專利無效」及「專利無效合理可能性」，僅申請人提出之申請符合程序開啟要件

者始得進入審查程序，並非一旦申請人提起上述程序，即直接進入審查程序。倘

經審查後，美國專利商標局審查機關認為該申請顯然無法證明專利可能無效而不

符合程序開啟要件，或有相同或實質相同之先前技術或爭點曾提出於美國專利商

                                                 
324 2013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5-1-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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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局而有重複申請之情形，得逕行駁回申請案，以避免顯無理由或重複申請之案

件進入審查程序，造成審查人員之負擔，以提升審理效率。 

而歐洲異議制度未設有開啟程序之要件，只要申請人提出之申請書符合形式

要件，異議部門即受理該異議申請，進行審理程序。我國專利舉發制度均亦同，

只要申請人提出之申請書符合形式要件，審查官即須進行審理，未如同美國制度

申請人須先提出可能使專利無效之初步證據，以說服審查機關開啟程序。換言之，

美國審查機關有權得對申請人提出之申請就是否有使專利無效之可能性作一初

步判斷，倘該申請顯然無法證明專利有無效之可能性時，審查機關得逕行駁回申

請；反之，歐洲異議制度與我國專利舉發制度只要申請人符合形式要件，審查官

即須進行審理程序，縱使該申請顯無理由亦無法逕行駁回申請。 

雖我國專利法第 81 條設有一事不再理原則，申請人對於曾經審定舉發不成

立之同一專利權就同一舉發理由和證據，不得再次提起舉發，倘審查官於於判斷

舉發有無理由前發現申請存在重複申請之情形，得駁回申請案，以避免重複審查。

然由於我國一事不再理原則僅於舉發聲明之請求項和舉發理由和證據三者均相

同之情形始有適用，倘若其中有一不同，即不在一事不再理適用之範圍內，造成

某些競爭者為阻礙專利權人實施該專利權，一再以不同舉發理由或證據惡意騷擾

專利權人。 

本文認為歐洲異議制度因採集中審理之處理方式，未設有程序開啟要件尚不

至於造成異議部門太大之負擔和行政資源之浪費，已於本文第二章第二節制度評

析部分說明之。而我國舉發制度因未如歐洲採集中審理方式，而係採取只要收到

舉發案且得受理後即應進行審理，職是，我國應引進類似美國設有程序開啟要件

之規定，使申請人於申請時提出專利可能無效之初步證據，由審查官先行判斷是

否該證據有可能得以證明專利具有無效之可能性，倘該申請顯然無法證明專利可

能無效，應使審查官得以逕行駁回，以避免專利權人一再受到惡意競爭者之騷擾，

並得使無進行實質審查必要性之申請案無庸如現行舉發制度下仍須進行審理，以

提升審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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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歐洲異議制度與我國舉發制度均設有職權調查新證據之規定 

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 81 條第 1項明文規定，異議部門審理異議申請案

時，得依職權調查，不受限於異議申請人提出之異議理由，亦即異議部門依其審

查經驗認為有使專利無效之理由，亦得審酌異議申請人未提出之理由及證據。此

規定之理由在於歐洲專利局認為一旦異議申請為可受理，代表有理由得以相信可

能存在有其他得以推翻歐洲專利有效性之理由，故設有職權調查之規定。 

我國修法後之專利法第 75 條亦設有類似規定，審查人員於舉發審查時，在

舉發聲明內得依職權審酌舉發人未提出之理由及證據。其立法理由在於避免審查

人員依其審查經驗得知其他得使專利無效之證據，卻礙於舉發人未提出，而無法

審酌。 

美國法於核准後複審程序未設有美國專利商標局得依職權審酌申請人未提

出之理由之規定，究其理由可能在於核准後複審程序設有禁反言之規定，申請人

為避免日後受到禁反言之限制而無法提起其他質疑專利有效性之途徑，將會盡量

提出其已知之專利無效事由，美國專利商標局自無依職權調查申請人未提出之無

效理由之必要性。 

由於歐洲未如美國設有禁反言之規定，及我國一事不再理範圍較於狹隘，僅

限於舉發程序中提出之理由，而有職權調查之必要性，相對於我國於本次修法始

引進職權調查制度，歐洲早就存在此制度，雖職權調查得以提高舉發案件之效能，

較不會產生因某一舉發人未提出之舉發理由和證據，其他人再次對同一專利權提

起舉發之情形，使智財局之審查官得於審理舉發案之過程中依其審查經驗審酌舉

發人未提出之舉發理由，得使紛爭得以一次解決。然此制度可能存有負責審理舉

發案件之智慧局，連同舉發人一起對抗專利權人之疑慮，使本應立於中立地位之

智慧局地位變得混淆，職權調查制度是否妥適，本文已於本章第三節第三項本文

評析部分詳細說明之，於此將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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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歐洲異議制度設有假定侵權人參與制度 

歐洲專利公約就得提起異議時點設有異議期間，原則上於期間內向歐洲專利

局提起異議，始得進入異議程序。然於大部分情形下，公眾不會主動發動公眾審

查制度，通常於其被控專利侵權時，始會被動地質疑專利有效性以進行防禦。倘

於異議期間屆滿後始被控專利侵權，是否仍得藉由異議程序挑戰原告(專利權人)

專利之有效性，歐洲專利公約於此部分設有規定，倘對於同一專利有異議申請案

已繫屬於歐洲專利局，且被控侵權人得證明其被控侵權，或專利權人請求被控侵

權人停止侵權行為後，其已開啟請求裁定未侵權之程序，被控侵權人即得向歐洲

專利局提出參與該異議程序之申請，進而成為異議當事人，享有與異議申請人同

樣之權利。 

美國與我國專利法均未設有類似歐洲專利假定侵權人參與制度，此乃由於美

國設有其他專利無效程序，縱使提起期間屆滿，被控侵權者仍得利用單方再審查

或雙方複審程序對專利提出質疑，而我國專利法因未設有舉發期間，原則上任何

人於專利權存續期間均得以提起舉發，甚至專利消滅後，利害關係人遇有可回復

之法律上利益，仍可提起舉發，亦即任何人被控專利侵權，只要符合舉發要件，

皆得以向我國智慧財產局提起專利舉發。雖我國專利法另設有一事不再理原則，

然專利法第 81 條規定，任何人對於他舉發案曾就同一專利權，就同一事實以同

一證據提起舉發，經審查作成舉發不成立審定時，始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

換言之，即使被控侵權者於他人就同一專利權以同一事實和同一證據之舉發案繫

屬於智慧財產局，只要該舉發案未審定前，仍得向智慧財產局提起舉發，不受一

事不再理原則之拘束。 

綜上所述，由於我國舉發制度未設有提起期間之限制，專利權存續期間均得

提起舉發，專利權人一提起侵權訴訟，被控侵權者即得提起舉發以為防禦，職是，

本文認為就目前我國專利舉發制度而言，不像歐洲異議制度有假定侵權者參與制

度存在之必要性，我國實則無須引進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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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設有禁反言及我國舉發制度設有一事不再理規定 

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設有禁反言之規定，只要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作出駁

回申請之決定後，申請人先前於核准後複審程序中「曾提出或合理可能可以提出

之專利無效理由」，不得再提起任何美國專利商標局所規定之程序，亦不得提起

民事訴訟主張專利無效或向國際貿易委員會主張專利無效，此乃為避免行政和司

法機關之重複審理，其中「合理可能」乃係具通常知識者須盡相當努力始得以發

現，換言之，倘具通常知識者已盡相當努力仍難以發現之無效理由，申請人仍得

再行提起其他程序或訴訟。 

歐洲異議制度未設有類似規定，倘申請人提起異議後，經異議部門審理後認

定異議無理由，駁回異議申請，該申請人仍得依同一理由或證據向各國國內法院

提起撤銷程序，賦予各國國內法院重新檢視專利有效性之權力。 

 而我國專利法第 81 條設有一事不再理規定任何人不得基於他人曾就同一

專利權以同一理由或證據提起舉發，經審查不成立者，再次提起舉發。又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28 條第 2項明文規定「關於智慧財產權有無應撤銷、廢止原

因之同一事實及證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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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依法已不得於行政爭訟程序中主張之事由，於智慧財

產民事訴訟程序中，不得再行主張。」由上述二規定得知，我國舉發制度亦如同

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設有類似禁反言之規定，然我國一事不再理原則強調同一事

實和證據，效力所及乃對事不對人，而美國禁反言規定效力所及為對人不對事，

此乃我國稱之一事不再理，而美國稱之禁反言之原因所在。 

 相較於美國禁反言之規定，我國一事不再理範圍較狹隘，僅限於舉發程序

中所提之理由或證據，究係舉發人提出或審查官依職權審酌之理由或證據，在所

不問，亦即舉發人於舉發程序中挑戰失敗，只要舉發程序中未被提出之理由或證

據，仍得再行提起舉發或於民事訴訟中主張專利無效，惟須特別注意者在於專利

法第 81 條僅適用於舉發不成立之情形，毋庸待舉發不成立確定後，而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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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審理細則第 28 條第 2項之適用對象為舉發不成立確定後。 

 本文認我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之規定，將可能造成舉發人於舉發程序

中僅提出一部分專利無效理由，而保留另一部分已知之無效理由待日後民事訴訟

中再予挑戰，以避免舉發不成立確定後，反而於日後受到專利權人提起侵權訴訟

時，無法再行主張專利無效加以對抗，然此將造成處理專利爭議的時間和成本增

加、專利實際上有效與否之不確定性，復增加額外之民事訴訟案件量，造成法院

額外之負擔，亦無法使紛爭一次解決，應如同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之設計，擴大

一事不再理適用之範圍，只要具通常知識者須盡相當努力得以發現之無效理由，

均應包含在內，以使紛爭一次解決，亦為較為彈性之作法，倘具通常知識者已盡

相當努力仍難以發現之無效理由，舉發人仍得基於該理由或證據提起民事訴訟。 

 由上述專利法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之規定可得知，關於受到一事不再

理原則拘束之對象，並未僅針對舉發人，亦即只要於舉發程序中提出之理由或證

據，經舉發不成立(或確定)後，效力及於任何人，不論何人均不得再基於同一理

由或證據提起舉發或於民事訴訟主張專利無效，本文認為此規定將對舉發人以外

之人有所不公，蓋倘舉發人於審理過程中未積極提出答辯以對抗專利權人，或因

其他原因無法說服智慧財產局審查官，致使取得舉發不成立之審定結果，並經確

定，然舉發人以外之其他人並未參與舉發程序之審理過程，卻須受到連帶影響，

剝奪他人之訴訟權，因而，本文認為基於公平原則，我國一事不再理原則效力所

及之對象應設有限制，限於舉發人，使效力不及於他人。 

 

七、 歐洲異議制度與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均設有職權繼續審查制度  

由於以往再審查程序未設有和解機制，一旦申請人提起再審查程序，縱使專

利權人於程序外私下達成和解，亦無法撤回申請，須待審理機關作出審定結果時，

程序始終結，因而申請人提起再審查程序後，專利權人亦無與申請人和解之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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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紛爭無法盡速解決。因此，美國修法於美國發明法新增之核准後複審程序於

美國專利法第 327 條設有和解機制，申請人得於程序進行過程中與專利權人和解，

以脫離程序，使紛爭得以盡速解決。 

歐洲異議制度與我國專利舉發制度雖未如美國上有和解機制，然申請人於提

起異議後，得撤回異議申請，而我國專利法第 80 條亦明文規定舉發人得於舉發

案審定前撤回舉發申請，惟於專利權人已作出答辯後，須徵求專利權人之同意，

始得撤回，此乃為保障專利權人程序利益，避免專利權人已耗費時間和精力於反

駁舉發人提起之舉發理由上，卻因舉發人得任意撤回舉發申請而白忙一場。我國

舉發制度雖未設有和解機制，然舉發人倘於程序外私下與專利權人達成和解，即

可撤回舉發申請，縱使於專利權人已作出答辯後，由於雙方已達成和解，專利權

人自會同意舉發人撤回舉發申請，因而本文認為我國舉發制度實無須引進美國和

解制度之必要。 

惟美國和解機制和歐洲及我國撤回舉發案於審理機關有不同之處理方式，美

國核准後複審程序縱使舉發人與專利權人達成和解，審理機關專利審判及上訴委

員會仍得依職權選擇是否終結程序或繼續進行審理，倘審理過程中明確顯示專利

無效，且專利權人未提出更正，縱使申請人和專利權人達成和解，專利審判及上

訴委員會確實仍會繼續審理並作出審查決定
325
。歐洲異議制度亦有類似規定，歐

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 84 條第 2項明文規定即使全部異議申請均經異議申請人

撤回，倘異議部門認該系爭專利有無效或須受限縮之可能性，仍得依職權繼續進

行異議程序。 

而我國舉發程序一旦舉發人欲撤回舉發案，即使專利權人已提出答辯，倘專

利權人同意舉發人之撤回，智財局即作出准予撤回之決定而終結程序，不再續行

審理程序，未如美國和歐洲制度，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或異議部門得依職權繼

續進行審理程序。 

本文認為美國和解機制，雖賦予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依職權選擇是否終結

                                                 
325 See Filip De Corte et al, supra note 33, at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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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或續行程序，然公眾審查制度之目的在於提升專利品質，確保本不具可專利

性卻被核准之專利得以被撤銷，因而本文認為縱使申請人和專利權人達成和解，

專利有效與否仍存有疑義，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應繼續進行審理程序，不應終

結程序，使公眾仍無法得知專利是否確實有效，倘終結程序，將無法達成公眾審

查制度提升專利品質之目的，本文已於第三章第四節第十項制度評析部分加以詳

述，在此乃不在贅述。而歐洲異議制度亦有相同之問題。 

雖本文不贊同美國和解程序關於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之處理方式，但至少

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仍得選擇繼續進行審理程序，不像我國舉發制度，一旦舉

發人撤回舉發案，智財局即終結程序，無繼續審理程序之選擇權，又如歐洲異議

制度亦規定即使申請人撤回異議，異議部門仍得依職權繼續進行審理程序，因而，

本文認為縱使舉發人撤回舉發案時，智財局仍應繼續審理，倘礙於行政資源有限，

無法對每一撤回案件均繼續審理，至少須賦予智財局如同美國和歐洲制度之選擇

權，使其得於審查過程中得以明顯看出專利無效之情形，繼續進行審理程序，以

避免舉發人和專利權人為各自之利益達成和解或撤回舉發案時，舉發審理程序即

終結，罔顧社會大眾之利益，無法提升專利品質。 

 

八、 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設有審理期間之限制  

美國專利核准後複審程序於美國專利法第 326 條第 1項第 11 款設有審理期

間之限制，審理機關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須於開啟程序後 1年內作出審查結果，

最多僅得延長 6個月，亦即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一經開啟，原則上於開啟後 1

年內須作出審查結果，最晚亦須於開啟後 18 個月內作出決定，較以往再審查程

序須花費 2~3 年而言，更為快速，以提升審查效率。 

 歐洲異議制度未設有審理期間之限制，平均審理期間為 34 個月，幾乎長達

三年之期間。我國專利法於舉發程序亦未設有審理期間之限制，舉發案件審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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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平均須超過 22 個月，雖至 103 年 2 月已降為 20.72 個月
326
，然仍須花費快 2

年的審查時間，雖智財局對此表示由於舉發案件須給予舉發人和專利權人充分時

間互相答辯，審結期間相對應會較長
327
，然如此冗長之審理期間，不論係對申請

人或專利權人而言，均為一長時間之折磨。 

本文認為倘舉發審定期間過於冗長，不論係對舉發人、專利權人，抑或是社

會大眾而言，均有所不利。對舉發人而言，舉發人可能為相關領域之研發者，倘

其早於專利權人研發出相似產品，卻因我國採先申請主義被專利權人搶先一步提

出專利申請且經核准取得專利權，造成其研發成果無法上市，因而期許得以透過

舉發程序以撤銷專利，使其研發成果得以上市。其次，由於智財局之審查官礙於

結案壓力和有限之檢索能力，於專利申請案審理過程中對於先前技術之檢索可能

有所疏漏，而認該發明符合專利要件，予以核准，舉發人通常為該領域之專家，

對專利權人取得之專利及相關先前技術均較為瞭解，得透過提起舉發向審查官提

出其於審理過程中未檢索到之先前技術文獻，使本應無效卻被核准之專利，得以

確實被撤銷，進而削弱其競爭者之勢力。基於上述理由，舉發人勢必欲盡早知悉

舉發審定結果，倘審查時間過長，將不利於其日後產品上市及競爭策略之安排。

相對地，對專利權人而言，雖取得專利後即得加以實施，然由於舉發人提起舉發，

使本欲向專利權人請求授權者，因舉發案繫屬中，對其專利是否確實有效與否存

有疑義，而不願向專利權人請求授予專利權，使專利權人喪失賺取授權金及擴大

市場之機會，倘舉發案審理期間過長，將造成系爭專利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對

專利權人而言實屬不利。另一方面，由於專利權為一排他權，他人未經專利權人

之授權無法實施，倘本不具專利要件之發明因智財局之疏失而予以核准，由於舉

發案審理期間過長，系爭專利於舉發審定成立以前仍有效存在，造成社會大眾無

法使用或改良該發明，不利產業發展。因而，本文認為我國專利法應如同美國增

設審理期間，盡快作出舉發審定結果，使舉發人、專利權人或其他社會大眾得以

                                                 
326 立法院第 8 屆第五會期第 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8/05/06/LCEWA01_080506_00364.pdf 
32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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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早知悉專利是否確實有效與否，以達到一個三贏的結果。 

 

九、 歐洲異議制度與美國核准後複審制度之救濟程序較為簡單  

歐洲專利異議程序分為二個層級，異議部門負責審理異議申請案，為第一審

級，不服異議部門之決定得上訴至上訴委員會，上訴委員會為第二審級，亦為最

終審級，故上訴委員會所作之決定為終局決定，當事人不得再提起上訴，亦即對

上訴委員會之決定已無救濟途徑。雖設有擴大上訴委員會，然此實質上非另一層

級，亦即歐洲異議程序僅有二個審級，對專利之存否得以迅速確定。 

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之審理機關為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不服專利審判及

上訴委員會作成之決定者，得直接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程序簡潔，使專利

有效性爭議得迅速解決。 

而我國專利制度就質疑專利之有效性之程序須先向智慧局提起舉發，不服智

慧局之審定結果，須先向訴願機關提起訴願，不服訴願機關之決定，得再向智慧

財產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不服智財法院之判決，得再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換言

之，我國專利制度實為審級程序冗長，且訴訟審理時間長，專利是否撤銷確定通

常須待數年，對舉發人、專利權人或公眾均屬不利。 

又我國訴願機關撤銷率極低，2012 年僅 7.49%，2013 年 2 月份之撤銷率甚

至為 0%，3 月份亦僅有 4%，統計至 4月份又變回 0%
328
，由統計結果得以知悉，

我國訴願機關通常均支持智財局之決定，而駁回舉發人之訴願申請，成效顯然不

彰，審級制度多對舉發人而言未必更有保障，反而曠日費時。其次，專利權為一

排他權，未經專利權人之授權，他人不得實施，故專利權存否倘長期維持不確定

性，非旦對舉發人不利，對社會大眾亦屬不利，更甚者，亦不利於產業發展。有

鑑於訴願機關之成效有限，訴願機關之存否實無太大之影響，然基於我國行政救

濟體系，行政處分之救濟有訴願先行程序之限制，智慧局之舉發審定於定位上為

                                                 
328經濟部訴願審議委員會訴願案件統計資料，參見

http://www.moea.gov.tw/MNS/aa/content/ContentLink.aspx?menu_id=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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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分，本應受到訴願先行程序之限制，故不宜因訴願機關之效率不彰即廢除

訴願層級。 

舉發之另一問題在於，授予專利之機關和審理舉發案件之機關皆為智慧局，

由同一機關撤銷同一機關之處分，是否有球員兼裁判之問題，亦即倘智慧局於舉

發案中作出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之審定，豈不代表承認於審理專利申請案時有

所疏失，智慧局是否會作出如此之決定，有所疑義，因而可能將產生審理不公之

情形。 

究訴願之本旨乃在於行政機關之內部自省，由上級機關監督下級機關所為之

行政處分是否有違反或不當
329
，有論者建議應可將舉發審理直接交由訴願機關進

行
330
，由訴願機關對其下級機關(即智財局)所作出授予專利之行政處分進行監督，

改善目前訴願機關成效不彰之缺失，減少專利之審級制度，俾使能達到歐洲專利

異議制度和美國核准後複審制度得使專利存否迅速確定之優點。 

然由於現行訴願審議委員會之委員未如美國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之組成

人員為專利行政法官，兼具法律及科技專長，性質為準司法機關，而係多為部長

所委任之具法學背景或科技背景之專家擔任
331
，訴願機關之成員未必均兼具法律

和技術背景，於審理舉發案件上對於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上較不精通，因而本文

認為就現行訴願機關之組成方式，舉發案件不宜交由訴願機關進行審理，應仿照

美國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之組成，另設一準司法機關來審理舉發案件，使組成

人員為兼具法律和技術背景之專利法官，較為妥適，如此一來，不但得以達成救

濟程序簡潔之目的，審理結果亦較受到信賴。 

 

綜上所述，本文已將歐洲異議制度、美國核准後複審制度及我國舉發制度作

一比較分析，本文以下乃以一比較表簡略回顧各國程序間之異同，請參閱下表。 

                                                 
329 劉國讚，前揭註 2，頁 62。 
330 藍仁駿，同前揭註 7，頁 70。 
331 經濟部訴願審議委員會之組織編制，參見

https://www.moea.gov.tw/Mns/aa/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9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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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歐洲、美國及我國公眾審查制度比較表 

制度名稱 歐洲 

異議制度 

美國 

核准後複審制度 

我國 

舉發制度 

 

條文 歐洲專利公約 

§99~105 

35 U.S.C 

§321~329 

專利法 

§71~82 

 

申請人 

專利權人以外之任何

人 

專利權人以外之任何

人 

原則：專利權人以 

      外之任何人 

例外：利害關係人 

 

提起期間 

 

專利核准後 9個月內 

 

專利核准後 9個月內 

 

未設有提起期間限制 

原則：專利權存續 

      期間  

例外：專利權消滅後 

是否得部分提

起? 

是 是 是 

是否設有程序

開啟要件? 

否 

只要申請案符合形式

要件即可受理 

是 

 

否 

只要申請案符合形式

要件即可受理 

是否得依職權

調查新證據? 

是 

得審酌申請人未提出

之理由及證據 

否 是 

得審酌申請人未提出

之理由及證據 

 

提起期間屆滿

後得否參與程

序? 

可以 

設有假定侵權者參與

程序 

否 

僅得提起單方再審查

或雙方複審程序 

X 

未設有提起期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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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設有禁反

言規定? 

 

無 

 

 

 

有 

有 

禁反言範圍較美國狹

隘，但禁反言效力所及

之對象較美國廣 

是否得依職權

繼續進行審

理? 

可以 

即使全部異議申請均

經異議申請人撤回，

只要異議部門認系爭

專利有無效或須限縮

之可能性，仍得依職

權繼續進行異議程序 

可以 

設有和解機制，即使

申請人與專利權人共

同提出和解申請，專

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

仍得依職權繼續進行

審理程序 

 

否 

舉發人撤回舉發案

後，智財局將終結程

序，不再進行審理程序 

是否設有審理

期間限制? 

無 1 年 

至多 18 個月 

 

無 

審理機關 異議部門 專利審判及上訴 

委員會 

智慧財產局 

 

 

 

救濟途徑 

異議部門 

↓ 

上訴委員會 

專利審判及上訴 

委員會 

↓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智慧財產局 

↓ 

訴願機關 

↓ 

智慧財產法院 

↓ 

最高行政法院 

(筆者參照相關規定自行畫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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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專利申請案取得專利權後，並非即無法再予以爭執，由於智慧財產局之審查

官基於結案壓力和有限之檢索能力，對於先前技術文獻並非得以全面檢索，難免

可能發生對於不符合專利要件之發明予以核准之情形，因而，對於公告後之專利，

專利權人以外之任何人認其具有專利法所定之舉發事由者，得向智慧財產局提起

舉發，使其得以再次進行審查，使專利權之授予更臻正確無誤，此乃公眾審查制

度透過第三人之力量以過濾品質不良專利之真諦，藉此提升專利品質。 

修法前舊專利法下，我國舉發制度之設計有所缺失，為健全我國專利制度，

於 2013 年 1 月 1 日公布施行之專利法對舉發制度有大幅修正，諸如廢除職權審

查制度、允許部分提起舉發、增訂舉發事由、得於舉發聲明範圍內之各請求項職

權調查並分別審定及案件合併審理等規定，已於本章第三節我國修法後新增之舉

發規定部分有詳細說明，因而，我國舉發制度於本次修法可謂全面翻新，不僅專

利法有大幅修正，連同專利法施行細則和專利審查基準亦有重大變革，期使我國

專利舉發制度得以更加健全，以達公眾審查制度提升專利品質之目的。 

雖修法後我國舉發制度較以往更為完善，本文亦多加贊同，然本文對於修法

後新增審查官得於舉發聲明範圍內職權調查之規定存有疑慮，職權調查之目的在

於避免審查官就其審理經驗明知專利可能無效，卻礙於舉發人未提出該舉發理由

或證據，導致審查官無法審酌，以致紛爭無法一次解決，雖新增該規範乃屬立意

良善，然本文認為智慧財產局應為中立之審理機關，倘得職權調查舉發人所未提

出之舉發理由和證據，似乎造成智慧財產局連同舉發人一起對抗專利權人之疑慮，

混淆智慧財產局之中立地位，因而，本文對於本次修法新增職權調查規定採否定

見解。 

另一方面，本次修法允許部分提起，並要求智慧財產局對舉發聲明範圍內之

請求項逐項審定，對以往因誤解多項式內涵而衍生之專利權整體性概念作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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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多項式一請求項一專利權之本質，乃為本次修法最重要之變革，然由於逐項

審定之結果可能產生部分舉發成立，部分舉發不成立，而造成舉發人和專利權人

均不服舉發審定，各自提起行政救濟，相對於以往專利權整體性概念下全案審定

只有單一當事人將提起行政救濟而言，逐項審定將造成行政救濟程序更加複雜，

行政救濟機關更應審慎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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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專利制度之目的在於鼓勵發明人公開其發明，以達促進產業發展之最終目的，

亦即授予專利權之最終目的並非在於保障專利權人，而係透過賦予專利排他權之

手段，提供發明人研發之誘因，使產業得以快速發展，促進經濟繁榮。然並非所

有研發成果均得享有專利權之保護，各國專利法對於授予專利權訂有專利要件，

唯有符合專利要件之研發成果，專利專責機關始會核准而取得專利權，然即使專

利專責機關於審理專利申請案時嚴加審理，礙於審查官有限之審理時間和檢索能

力，對於先前技術之檢索難免會有所疏漏，造成不符專利要件之專利申請案通過

審查過程，取得專利權。 

有鑑於此，為提升專利品質，公眾審查制度乃為一重要制度，透過公眾的力

量，對不應授予之研發成果進行過濾，各國於公眾審查制度設有不同規定，諸如

歐洲設有異議制度、美國設有再審查程序和核准後複審程序及雙方複審程序、我

國設有舉發制度等。雖於行政程序外，挑戰者得透過法院提起訴訟主張專利無效，

然由於訴訟費用通常較行政申請費高，小公司和個人通常無力負擔龐大的訴訟費

用，即使明知某一專利可能無效，仍無力提起訴訟以對抗專利權人，此乃各國近

年來致力提高行政機關於專利無效制度地位之原因。 

本文研究歐洲之公眾審查制度後，發現早於 1973 年歐洲專利公約簽定時，

歐洲即設立一統一之撤銷專利程序―異議制度，挑戰者對某一歐洲專利認有異議

事由時，即得向歐洲專利局提出異議申請，倘經審理確定不具可專利性，該歐洲

專利即被撤銷，審理結果對歐洲各指定保護國生效，提供挑戰者提起撤銷專利之

統一途徑，挑戰者無須逐一向歐洲各國國內法院提起撤銷程序。其次，由於異議

程序未設有禁反言之規定，申請人即使於異議程序中挑戰失敗，仍得再向各國國

內法院提起撤銷程序，使挑戰者無庸承擔挑戰失敗後無其他救濟途徑之風險。再

者，異議程序之救濟程序簡潔，申請人縱使不服異議部門所作之決定，得上訴至

上訴委員會，而上訴委員會所作之決定即為最終決定，原則上不得再上訴，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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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委員會具有如法院般之獨立地位，不受歐洲專利局局長所指揮，其所作之決

定應屬可信賴，如此僅具有一個審級之救濟途徑，使整個異議制度較為簡單，得

使專利狀態盡早獲得確定。 

基於上述種種原因，異議制度成為挑戰者撤銷歐洲專利之主要途徑，進而得

以提升專利品質。然本文認為由於異議制度未設有程序開啟要件、未設有審理期

間及未設有禁反言規定，使得歐洲異議制度仍存在有一些缺失，值得我國加以借

鏡。 

 本文研究美國之公眾審查制度後，發現早期美國公眾欲挑戰專利有效性僅得

透過法院此一司法途徑，無其他行政途徑可資救濟，直到 1980 年方建立單方再

審查程序，使美國專利商標局成為法院外另一審理專利有效性之途徑，賦予美國

專利商標局重新審查其曾核准過專利之地位，然由於單方再審查程序存在有申請

人參與程序低等缺失，因而美國國會其後又於 1999 年建立雙方再審查程序，提

升申請人於審查程序之參與程度，自此，挑戰者欲對專利有效性提出質疑，有二

種行政途徑之選擇，提供公眾更多挑戰專利有效性之途徑，得看出美國逐漸重視

公眾於過濾品質不良專利之力量，然由於得提起雙方再審查程序之事由過於狹隘，

僅限於新穎性和進步性，以及設有禁反言之規定，以致造成該程序利用率不高。 

於 2011 年 9 月 16 日歐巴馬總統簽屬美國發明法，改良以往再審查之缺失，

新增核准後複審程序，設有提起期間之限制(專利核准後 9個月內)，以鼓勵公眾

得以盡早對有問題之專利提出質疑、增訂提起事由，使得提起事由幾乎包含全部

專利要件、禁反言範圍之規定更加明確化，及審理機關亦改由具準司法性質之專

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進行審理，藉此縮短原本冗長之救濟途徑，不服專利審判及

上訴委員會決定者，得直接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使救濟程序更為簡潔，企

圖提升挑戰者之利用誘因，以提高挑戰者利用美國專利商標局程序之利用率。 

本次修法除新增核准後複審程序外，亦對雙方再審查程序作一修正，改以雙

方複審程序取代之，對提起時間加以限制，僅限於專利核准後 9個月後或核准後

複審程序終結後，建立一個兩階段挑戰專利有效性之途徑，使來不及於核准後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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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期間提起之挑戰者，仍得透過雙方複審程序加以挑戰，惟為鼓勵公眾及早利用

公眾審查程序，以提升專利品質，雙方複審程序提起事由僅限於新穎性和進步性，

使未及早提起核准後複審程序者，須受有限制。 

雖單方再審查程序有所缺失，然由於該程序未設有禁反言之規定、得匿名提

起及對提起主體未設有限制，專利權人得藉此更正其專利以強化專利有效性等理

由，單方再審查程序仍有其存在之必要性，美國於 2011 年修法後，未廢除單方

再審查程序，職是，美國目前公眾得挑戰專利有效性之行政途徑有三―單方再審

查程序、核准後複審程序及雙方複審程序，可看出美國專利商標局於專利無效制

度之地位大幅提升，公眾於過濾品質不良專利之地位亦更加受到重視。其中，以

核准後複審程序為例，設有提起期間、程序開啟要件、審理期間之限制及救濟途

徑簡單等優點，值得我國加以借鏡。 

 為使我國舉發制度更加健全，我國於 2013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專利法於舉發

制度有大幅之變革，舉凡廢除職權審查制度、允許部分提起舉發、增訂舉發事由、

得於舉發聲明範圍內之各請求項職權調查並分別審定及案件合併審理等規定，本

文對於大部分之修正深感贊同，然為使專利舉發制度更臻完善，本文於參考歐洲、

美國之公眾審查制度後，就我國修法後之新專利法之缺失，已於本文第四章第四

節歐洲、美國及我國公眾審查制度之比較及本文評析部分一併提出本文建議，然

由於該部分著重於三國之比較，以致本文建議可能較為分散，以下乃將本文建議

作一統整，以供參考： 

一、 增設提起舉發時間之限制 

我國現行專利法對於舉發人提起舉發之期間未設有限制，任何人於專利公告

取得專利權後之任何時間均得提起舉發，原則上須於專利權存續期間始得提起，

惟利害關係人遇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得例外於專利權消滅後提起舉發，專利法

第 71 條和第 72 條定有明文，相較於歐洲異議制度和美國核准後複審制度設有專

利核准後 9個月內須提起之期間限制，我國未設有舉發期間之限制。 

然而，為提升公眾審查制度之效率，提升專利品質，公眾審查制度之設計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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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促使挑戰者得以盡早提出挑戰，以使品質不良之專利得以盡快被撤銷，因而設

有提起期間之限制為一較為妥適之設計，因故歐洲異議制度和美國核准後複審制

度均設有提起期間之限制。另一方面，未設有提起期間之限制對專利權人將造成

不利之影響，挑戰者得於專利核准後任何時間一再提起挑戰，專利權人則須一再

進行攻防，使其無法專心致力於專利之實施或進行其他進一步之研發，如此不但

專利權人須飽受他人一再騷擾，甚至對產業發產亦將造成不利影響。 

由於歐洲異議制度和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均設有提起期間之限制，以促使挑

戰者及早提出挑戰，提升公眾審查之效率，並得降低專利權人一再受到騷擾，及

促進紛爭盡速解決，有鑑於此，本文認為我國舉發制度應設有提起期間之限制，

然而由於歐洲設有假定侵權者參與制度，挑戰者未及時提起異議，於異議期間屆

滿後符合要件者仍得提起假定侵權者參與程序之申請，而美國複審制度為兩階段

之設計，挑戰者未及時提起核准後複審，於 9 個月期間屆滿後，仍得提起雙方複

審，由此可知，不論歐洲異議制度或美國核准後複審制度，雖設有提起期間之限

制，然於期間屆滿後仍有其他行政救濟途徑供挑戰者利用。 

相對而言，我國欲撤銷專利之行政救濟僅有提起舉發此一途徑，倘未於專利

權存續期間提起且未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而無法於專利權消滅後提起舉發者，

僅得透過訴訟主張專利無效，須花費較高之成本。因而，本文認為我國舉發制度

應設有提起期間之限制，本文建議有二，其一，由於我國專利無效制度於行政程

序上僅設有舉發制度而無其他行政程序得以質疑專利有效性，如仿照歐洲異議制

度和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之提起期間限於專利核准後 9個月期間似稍嫌短暫，得

設計一較長之期間限制，其二，得設計一分階段舉發事由之舉發程序，類似美國

核准後複審程序，於專利核准後 9個月期間內提起舉發者，得提起舉發之事由維

持現行規定，然於期間屆滿後，限縮得提起之舉發事由，例如仿照美國僅得對專

利之新穎性或進步性提起舉發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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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設開啟程序之要件 

美國公眾審查制度不論是再審查或複審制度均設有程序開啟要件之規定―

「新的實質可專利性」、「有一半以上機率得以證明專利無效」及「專利無效合理

可能性」，申請人所提出之申請須達到該要件，始得進入實質審查程序，避免那

些顯無理由或重複申請之案件全部進入實質審查程序，增加審查機關之負擔，藉

此過濾無須加以審查之案件。 

然而，我國專利舉發制度未設有類似美國程序開啟要件之規定，只要符合形

式要件者均得以進入實質審查，惟有於實質審查之審理過程中認有一事不再理原

則之適用時，始得對重複申請之案件駁回，其他舉發案，智慧財產局均須對逐一

對各該請求項就舉發有無理由加以判斷，造成那些顯無理由之舉發案亦得進入實

質審理程序，增加審查官之負擔，因而，本文認為我國舉發制度應引進類似美國

程序開啟要件之規定，使申請人於申請時提出專利可能無效之初步證據，由審查

官先行判斷是否該證據有可能得以證明專利具有無效之可能性，倘該申請顯然無

法證明系爭專利可能無效，應使審查官得以逕行駁回，以避免專利權人一再受到

惡意競爭者之騷擾，並得使無進行實質審查必要性之申請案無庸如現行舉發制度

下仍須進行實質審理，以提升審理效率。 

 

三、 刪除職權調查制度 

我國專利法第75條規定：「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審查時，在舉發聲明範圍內，

得依職權審酌舉發人未提出之理由及證據」，亦即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調查舉

發人所未提出之證據，究其立法理由乃在使專利審查官依其審查經驗對舉發範圍

有明顯知悉之事證或合併審理不同舉發案之證據得互補時，使審查官得加以審酌

該證據。 

雖本條立法目的得避免專利專責機關明知舉發人所提起舉發之專利權有無

效之理由，卻礙於舉發人未提出該舉發理由或證據無法審酌，而使有問題之專利

繼續有效存在，以藉此提升專利品質，增進公眾審查之效率。然而，公眾審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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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本質在於藉由公眾第三人之力量過濾出原本不應核准專利之研發成果，應由

舉發人和專利權人互相攻防，專利專責機關應處於一公正中立之裁判者角色，不

應對任一當事人有所偏頗，否則有違專利專責機關之公正地位。 

本文認為我國本次修法新增職權調查制度立意雖屬良善，然倘舉發人未提出

證據得以證明舉發成立，專利專責機關即應作出舉發不成立之審定，本條規定使

得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人無法證明舉發成立時，得依職權審酌其明知但舉發人未

提出之理由和證據，將造成專利專責機關連同舉發人一同對抗專利權人，似有違

專利專責機關之公正地位。另，本次修法廢除專利專責機關得主動依職權撤銷專

利權之規定，使舉發制度回歸公眾審查制度之本質，由舉發人提起，專利權人進

行答辯，使兩造當事人得以互相進行攻防，而專利專責機關居於公正裁判者之角

色。本次修法一方面欲將專利專責機關定位為中立之裁判者角色，另一方面卻混

淆專利專責機關公正中立之地位，似有所矛盾。 

職是，本文雖肯認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審酌舉發人未提出之舉發理由和證

據之立法目的，得使原本不該取得專利權之發明被撤銷，有利於社會大眾，然此

將混淆智慧財產局之中立地位，回歸舉發制度之本質，乃係公眾審查制度之一環，

藉由第三人之力量過濾原本不該取得專利權之發明，職是，應由舉發人及專利權

人互相攻防，再由中立之裁判者加以審定，故本文認為專利專責機關應維持公正

中立之立場，不應對任何一方當事人有所偏頗，始符合公眾審查制度之核心，因

而，本文認為本次修法新增專利專責機關得職權調查新證據之規定有所不妥，應

刪除之。 

 

四、 擴大一事不再理範圍，並限縮一事不再理效力所及之對象 

 我國專利法第 81 條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28 條第 2項均設有一事不

再理之規定，前者規定「任何人不得基於他人曾就同一專利權以同一理由或證據

提起舉發，經審查不成立者，再次提起舉發」，後者規定「關於智慧財產權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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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撤銷、廢止原因之同一事實及證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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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依法已不得於行政爭訟程序中主張之

事由，於智慧財產民事訴訟程序中，不得再行主張」。由上二規定可看出我國一

事不再理原則係針對同一理由和證據始不得再行主張，亦即我國一事不再理原則

效力所及者為同一事實和證據，相對於美國禁反言之規定，乃係針對申請人或利

害關係人提起再審查或複審被駁回後，不得再提起行政程序或民事訴訟再行主張，

亦即美國禁反言原則效力所及者為申請人和利害關係人。換言之，我國一事不再

理原則係對事不對人，美國禁反言原則係對人不對事，此乃我國稱之一事不再理，

而美國稱之禁反言之理由所在。 

 承上所述，我國專利法第 81 條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28 條第 2項關

於一事不再理範圍之規定，僅限於於舉發程序中提出之舉發理由或證據，將可能

造成舉發人於舉發程序中僅提出一部分專利無效理由，而保留另一部分已知之無

效理由待日後民事訴訟中再予挑戰，此將造成處理專利爭議的時間和成本增加、

專利實際上有效與否之不確定性，復增加額外之民事訴訟案件量，造成法院額外

之負擔，亦無法使紛爭一次解決，因而，本文認為應如同美國核准後複審程序之

設計，擴大一事不再理之範圍，不但申請人於舉發程序曾提出之無效理由，甚至

於程序中合理可能可以提出之無效理由，亦即只要具通常知識者須盡相當努力得

以發現之無效理由，均應包含在內，以使紛爭一次解決。  

 再者，由於我國專利法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規定，受到一事不再理原

則拘束之對象，並未僅針對舉發人，效力即於任何人，不論何人均不得再基於同

一理由或證據提起舉發或於民事訴訟主張專利無效，本文認為舉發人以外之其他

人並未參與舉發程序之審理過程，卻須受到連帶影響，剝奪他人之訴訟權，因而，

本文認為基於公平原則，我國一事不再理原則效力所及之對象應設有限制，僅限

於舉發人，使效力不及於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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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增設準司法機關審理舉發案件 

歐洲異議制度之審理機關係歐洲專利局之異議部門，由三個具技術背景之審

查官組成，當事人不服異議部門所作之決定，得向上訴委員會提起上訴，原則上

上訴委員會所作之決定即為終局決定，不服該會決定者無法再提起救濟，僅得於

特殊事由(歐洲專利公約第 112a 條)始得向擴大上訴委員會申訴，惟擴大上訴委

員會並非上訴委員會之上級機關，亦即異議程序僅存在有二個審級，然而，不服

異議決定者雖僅存在有一個審級之救濟途徑，然上訴委員會有如同法院般之獨立

地位，其所作之決定應屬可信賴，已於前述。而美國複審制度之審理機關為專利

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係由三個兼具法律及技術背景之專利行政法官組成，其性質

為準司法機關，當事人不服審理結果，得直接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由上述歐洲和美國制度得以知悉，不論是異議制度或是複審制度均僅設有一

個審級之救濟途徑，程序較為簡潔，而我國專利制度就質疑專利有效性之程序須

先向智慧局提起舉發，不服智慧局之審定結果，尚須先向訴願機關提起訴願，不

服訴願機關之決定，得再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不服智財法院之判決，

得再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程序冗長，且訴訟審理時間長，專利是否撤銷確定通

常須待數年，對舉發人、專利權人，甚至社會大眾均屬不利。 

其次，我國訴願機關撤銷率極低，一旦智慧財產局作出審定，不服智財局審

定結果者提起訴願後，訴願機關幾乎均作出駁回訴願之決定，訴願機關之存否實

無太大之影響，反而造成訴願人更加耗費時間和精力，審級救濟程序多，對訴願

人而言未必更有保障。然基於我國行政救濟體系，行政處分之救濟有訴願先行程

序之限制，智慧局之舉發審定於定位上為行政處分，本應受到訴願先行程序之限

制，故不宜因訴願機關之效率不彰即廢除訴願層級。 

有鑑於訴願之本旨在於行政機關之內部自省，由上級機關監督下級機關所為

之行政處分是否有違反或不當，有論者建議應可將舉發審理直接交由訴願機關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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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332
，由訴願機關對其下級機關(即智慧局)所作出授予專利之行政處分進行監督，

改善目前訴願機關成效不彰之缺失，減少專利之審級制度，俾使能達到歐洲專利

異議制度和美國核准後複審制度程序簡潔，而得使專利存否迅速確定之優點。 

然由於訴願審議委員會之委員多為委任具法學背景或科技背景之專家擔任

333
，成員未必同時具備法律和科技專長，不像美國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之組成

人員為專利行政法官，兼具法律及科技專長，性質為準司法機關，因而本文認為

就現行訴願機關之組成方式，舉發案件不宜交由訴願機關進行審理，應仿照美國

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之組成，另設一準司法機關來審理舉發案件，使組成人員

得為兼具法律和技術背景之專利法官，較為妥適，如此一來，不但得以達成救濟

程序簡潔之目的，審理結果亦較受到信賴。 

 

六、 增設審理期間之限制 

為提升公眾審查之審理效率，使品質不良之專利得盡快被撤銷，審理期間之

長短影響極大，倘若審理期間較短，得使公眾得以盡早知悉專利是否確實有效，

倘審理結果確認專利確實無效，該研發成果成為公共財，公眾亦得自由利用，甚

至進一步研發或改良，對公眾有利，換言之，審理期間之長短對公眾影響極大。

另一方面，通常舉發人可能為相關領域之研發者，其提起舉發之目的在於撤銷專

利，倘審理程序快速，得使其得以盡快知悉審理結果，以便就審理結果作進一步

之策略規劃。再者，審理期間快速亦對專利權人有利，避免其專利權因被提起舉

發，使本欲向其請求授權者為避免審定結果專利被撤銷而受有損害，因而不願向

其請求授權，使其喪失賺取授權金之利益，此外，亦得避免因審理期間過於冗長，

使得專利權人須耗費時間和精力進行攻防，而無法致力於產品之實施和研發。綜

上所述，可得知審理期間迅速不論係對公眾、舉發人或專利權人均屬有利。 

由於審理期間迅速具有上述優點，美國本次修法對於核准後複審程序和雙方

                                                 
332 藍仁駿，同前揭註 7，頁 70。 
333 經濟部訴願審議委員會之組織編制，參見

https://www.moea.gov.tw/Mns/aa/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9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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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審程序均設有審理期間之限制，原則上審理機關須於程序開啟後 1年內作出審

理結果，如此之規定得使程序更為快速，增加審理效率。然而我國目前舉發案件

審理時間仍相對冗長，平均審理期間約 2年時間，專利是否確實有效與否存在有

長時間之不確定性，不論係對舉發人、專利權人，抑或是社會大眾而言，均有所

不利。本文認為我國專利法應如同美國增設審理期間之限制，以促使智慧財產局

得以盡快作出舉發審定結果，使舉發人、專利權人或其他社會大眾得以盡早知悉

專利是否確實有效與否，並得改善積案問題，增進審理效率。 

 

七、 增訂舉發人撤回舉發後，智財局得依職權繼續進行審理之規定 

公眾審查制度之目的在於提供公眾一個得以對有問題之專利提出質疑之途

徑，藉以調和專利權人與公眾之利益
334
，因而公眾審查制度有其公益性，藉由公

眾之協助，使專利專責機關得以就其核准之專利再次予以審查，使專利權之授予

更臻無誤，以提升專利品質，並使公眾得以知悉專利是否確實有效。 

既然公眾審查制度之設計目的有公益性，倘申請人和專利權人達成和解或撤

回申請案時，專利專責機關應如何處理，是否應基於公益目的而繼續進行審理，

抑或是基於雙方當事人已和解或撤回申請案而終結程序?歐洲專利公約和美國專

利法均賦予審理機關選擇權，未強制審理機關應繼續進行審理程序或終結程序，

而係讓審理機關依職權自行判斷，通常審理機關於審理過程中認為專利明顯無效，

且專利權人未更正，則將選擇繼續進行審理程序
335
。 

而我國舉發制度之設計，一旦舉發人欲撤回舉發案，即使專利權人已進行答

辯，只要專利權人同意，舉發人即得撤回舉發案，此時智財局即終結程序，不再

繼續進行審理程序，如此將使得公眾對於可能無效之專利是否確實有效仍無法得

知，將無法達成公眾審查制度提升專利品質之目的，因此，本文認為公眾審查制

度既有其公益性，縱使舉發人撤回舉發案時，智財局仍應繼續審理，倘礙於行政

                                                 
334 2013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 5-1-IV。 
335 See Filip De Corte et al, supra note 33, at 134；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rt.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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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有限，無法對每一撤回案件均繼續審理，至少應仿照美國複審制度和歐洲異

議制度之設計，賦予審理機關自行判斷是否繼續審理程序或終結程序之選擇權，

使其得於審查過程中得明顯看出專利無效之情形，繼續進行審理程序，以避免舉

發人和專利權人為各自之利益達成和解而撤回舉發案時，舉發審理程序即終結，

罔顧社會大眾之利益，無法提升專利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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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專有名詞中英對照表 

 

機關名稱 

中文名稱 原文名稱 

歐洲專利局 EPO 

美國專利商標局 USPTO 

異議部門 Opposition division 

審查部門 Examining Division 

中央再審查組 Central Reexamination Unit 

專利上訴及爭議委員會 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 

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程序名稱 

中文名稱 原文名稱 

異議程序 Opposition 

假定侵權者參與程序 Intervention of the assumed infringer 

限縮或撤銷程序 Limitation and revocation procedure 

上訴程序 Appeal 

單方再審查程序 Ex parte reexamination 

雙方再審查程序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核准後複審程序 Post-grant review 

雙方複審程序 Inter parte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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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歐洲專利異議制度相關法條之原文對照表 

 

Opposition 

Article 99 (1)  Within nine months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mention of the 

grant of the European patent in the European Patent Bulletin, any 

person may give notice to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of opposition 

to that pat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Notice of opposition shall not be deemed to have been filed until 

the opposition fee has been paid. 

(2)  The opposition shall apply to the European patent in all the 

Contracting States in which that patent has effect. 

(3)  Opponents shall be parties to the opposition proceedings as 

well as the proprietor of the patent. 

(4)  Where a person provides evidence that in a Contracting State, 

following a final decision, he has been entered in the patent register 

of such State instead of the previous proprietor, such person shall, 

at his request, replace the previous proprietor in respect of such 

State. Notwithstanding Article 118, the previous proprietor and the 

person making the request shall not be regarded as joint proprietors 

unless both so request. 

Article 100 Opposition may only be filed on the grounds 

that: 

(a)  the subject-matter of the European patent is not patentable 

under Articles 52 to 57; 

(b)  the European patent does not disclose the invention in a 

manner sufficiently clear and complete for it to be carried out by a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c)  the subject-matter of the European patent extends beyond the 

content of the application as filed, or, if the patent was granted on a 

divisional application or on a new application filed under Article 

61, beyond the content o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 as filed. 

Article 101 (1)  If the opposition is admissible, the Opposition Division shall 

exami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whether at least one ground for opposition under Article 100 

prejudices the maintenance of the European patent. During this 

examination, the Opposition Division shall invite the parties, as 

often as necessary, to file observations on communications from 

another party or issued by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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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f the Opposition Division is of the opinion that at least one 

ground for opposition prejudices the maintenance of the European 

patent, it shall revoke the patent. Otherwise, it shall reject the 

opposition. 

(3)  If the Opposition Division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mendments made by the proprietor of the 

European patent during the opposition proceedings, the patent and 

the invention to which it relates 

(a)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is Convention, it shall decide to 

maintain the patent as amended, provided that the conditions laid 

down in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are fulfilled; 

(b)  do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is Convention, it shall 

revoke the patent. 

Article 102 (Deleted) 

Article 103 If the European patent is maintained as amended under Article 101, 

paragraph 3(a),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shall publish a new 

specification of the European patent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the 

mention of the opposition decision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e 

European Patent Bulletin. 

Article 104 (1)  Each party to the opposition proceedings shall bear the costs it 

has incurred, unless the Opposition Division, for reasons of equity, 

ord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a 

different apportionment of costs. 

(2)  The procedure for fixing costs shall be laid down in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3)  Any final decision of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fixing the 

amount of costs shall be dealt with, for the purpose of enforcement 

in the Contracting States, in the same way as a final decision given 

by a civil court of the State in which enforcement is to take place. 

Verification of such decision shall be limited to its authenticity. 

Rule 75 An opposition may be filed even if the European patent has been 

surrendered in all the designated Contracting States or has lapsed in 

all those States. 

Rule 76 (1)  Notice of opposition shall be filed in a written reasoned 

statement. 

(2)  The notice of opposition shall contain: 

(a)  particulars of the opponent as provided in Rule 41, 

paragraph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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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number of the European patent against which 

opposition is filed, the name of the proprietor of the patent and the 

title of the invention; 

(c)  a statement of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European patent is 

opposed and of the grounds on which the opposition is based, as 

well as an indication of the facts and evidence presented in support 

of these grounds; 

 (d)  if the opponent has appointed a representative, particulars as 

provided in Rule 41, paragraph 2(d). 

(3)  Part III of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to the notice of opposition. 

Rule 77 (1)If the Opposition Division notes that the notice of opposition 

does not comply with Article 99, paragraph 1, or Rule 76, 

paragraph 2(c), or does not sufficiently identify the patent against 

which opposition has been filed, it shall reject the opposition as 

inadmissible, unless these deficiencies have been remedied before 

expiry of the opposition period. 

(2)  If the Opposition Division notes that the notice of opposition 

does not comply with provisions other than those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it shall communicate this to the opponent and shall 

invite him to remedy the deficiencies noted within a period to be 

specified. If the deficiencies are not remedied in due time, the 

Opposition Division shall reject the opposition as inadmissible. 

(3)  The decision to reject an opposition as inadmissible shall be 

communicated to the proprietor of the patent, together with a copy 

of the notice of opposition. 

Rule 78 (1)  If a third party provides evidence, during opposition 

proceedings orduring the opposition period, that he has instituted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proprietor of the European patent, 

seeking a decisi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61, paragraph 1, 

opposition proceedings shall be stayed unless the third party 

communicates to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in writing his consent 

to the continuation of such proceedings. Such consent shall be 

irrevocable. However, proceedings shall not be stayed until the 

Opposition Division has deemed the opposition admissible. Rule 

14, paragraphs 2 to 4,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2)  Where a third party ha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99, 

paragraph 4, replaced the previous proprietor for one or som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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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ted Contracting States, the patent as maintained in 

opposition proceedings may, for these States, contain claims, a 

description and drawings different from those for the other 

designated States. 

Rule 79 (1)  The Opposition Division shall communicate the notice of 

opposition to the proprietor of the patent and shall give him the 

opportunity to file his observations and to amend, where 

appropriate, the description, claims and drawings within a period to 

be specified. 

(2)  If several notices of opposition have been filed, the 

Opposition Division shall communicate them to the other 

opponents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communication under paragraph 

1. 

(3)  The Opposition Division shall communicate any observations 

and amendments filed by the proprietor of the patent to the other 

parties, and shall invite them, if it considers this expedient, to reply 

within a period to be specified. 

(4)  In the case of an intervention under Article 105, the 

Opposition Division may dispense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paragraphs 1 to 3. 

Rule 80 Without prejudice to Rule 138, the description, claims and 

drawings may be amended, provided that the amendments are 

occasioned by a ground for opposition under Article 100, even if 

that ground has not been invoked by the opponent. 

Rule 81 (1)The Opposition Division shall examine those grounds for 

opposition which are invoked in the opponent's statement under 

Rule 76, paragraph 2(c). Grounds for opposition not invoked by the 

opponent may be examined by the Opposition Division of its own 

motion if they would prejudice the maintenance of the European 

patent. 

(2)  Communications under Article 101, paragraph 1, second 

sentence, and all replies thereto shall be sent to all parties. If the 

Opposition Division considers this expedient, it shall invite the 

parties to reply within a period to be specified. 

(3)  In any communication under Article 101, paragraph 1, second 

sentence, the proprietor of the European patent shall, where 

necessary,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amend, where appropriate, 

the description, claims and drawings. Where necessary, the 



 

179 
 

communication shall contain a reasoned statement covering the 

grounds against the maintenance of the European patent. 

Rule 82 (1) Before the Opposition Division decides to maintain the 

European patent as amended, it shall inform the parties of the text 

in which it intends to maintain the patent, and shall in vitethem to 

file their observations within two months if they disapprove of that 

text. 

(2)If a party disapproves of the text communicated by the 

Opposition Division, examination of the opposition may be 

continued. Otherwise, the Opposition Division shall, on expiry of 

the period under paragraph 1, invite the proprietor of the patent to 

pay the prescribed fee and to file a translation of any amended 

claims in the official languages of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other 

than the language of the proceedings, within a period of three 

months. 

(3)  If the acts required under paragraph 2 are not performed in 

due time, they may still be performed within two months of a 

communication concerning the failure to observe the time limit, 

provided that a surcharge is paid within this period. Otherwise, the 

patent shall be revoked. 

(4)  The decision to maintain the European patent as amended 

shall state which text of the patent forms the basis for the decision. 

Rule 83 Documents referred to by a party to opposition proceedings shall be 

filed together with the notice of opposition or the written 

submissions. If such documents are neither enclosed nor filed in 

due time upon invitation by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it may 

decide not to take into account any arguments based on them. 

Rule 84 (1)  If the European patent has been surrendered in all the 

designated Contracting States or has lapsed in all those States, the 

opposition proceedings may be continu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opponent filed within two months of a communication from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informing him of the surrender or lapse. 

(2)  In the event of the death or legal incapacity of an opponent, 

the opposition proceedings may be continued by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of its own motion, even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heirs or legal representatives. The same shall apply where the 

opposition is withdrawn. 

Rule 85 Rule 22 shall apply to any transfer of the European patent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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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89 (1)  Notice of intervention shall be filed within three months of 

the date on which proceeding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05 are 

instituted. 

(2)  Notice of intervention shall be filed in a written reasoned 

statement; Rules 76 and 77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The 

notice of intervention shall not be deemed to have been filed until 

the opposition fee has been paid. 

 

 

Procedure for limitation or revocation 

Article 105a (1)  At the request of the proprietor, the European patent may be 

revoked or be limited by an amendment of the claims. The request 

shall be filed with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It shall not be deemed to have been 

filed until the limitation or revocation fee has been paid. 

(2)  The request may not be filed while opposition proceedings in 

respect of the European patent are pending. 

Article 105b (1)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shall examine whether the 

requirements laid down in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for 

limiting or revoking the European patent have been met. 

during the opposition period or during opposition proceedings. 

Rule 86 Part III of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to documents filed in opposition proceedings. 

Rule 87 The new specification of the European patent shall include the 

description, claims and drawings as amended. Rule 73, paragraphs 

2 and 3, and Rule 74 shall apply. 

Intervention of the assumed infringer 

Article 105 (1)  Any third party m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intervene in opposition proceedings after the 

opposition period has expired, if the third party proves that 

(a)  proceedings for infringement of the same patent have been 

instituted against him, or 

(b)  following a request of the proprietor of the patent to cease 

alleged infringement, the third party has instituted proceedings for 

a ruling that he is not infringing the patent. 

(2)  An admissible intervention shall be treated as an op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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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f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considers that the request for 

limitation or revocation of the European patent meets these 

requirements, it shall decide to limit or revoke the European pat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Otherwise, it 

shall reject the request. 

(3)  The decision to limit or revoke the European patent shall 

apply to the European patent in all the Contracting States in respect 

of which it has been granted. It shall take effect on the date on 

which the mention of the decision is published in the European 

Patent Bulletin. 

Article 105c If the European patent is limited under Article 105b, paragraph 2,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shall publish the amended specification 

of the European patent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the mention of the 

limitation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e European Patent Bulletin. 

Rule 90 The subject of limitation or revocation proceedings under Article 

105a shall be the European patent as granted or as amended in 

opposition or limitation proceedings before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Rule 91 Decisions on requests for limitation or revocation of the European 

patent under Article 105a shall be taken by the Examining 

Division. Article 18, paragraph 2,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Rule 92 (1)The request for limitation or revocation of a European patent 

shall be filed in writing in one of the official languages of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It may also be filed in an official language 

of a Contracting State, provided that a translation is filed in one of 

the official languages of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within the 

period specified in Rule 6, paragraph 2. Part III of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to 

documents filed in limitation or revocation proceedings. 

(2)  The request shall contain: 

(a)  particulars of the proprietor of the European patent making 

the request (the requester)as provided in Rule 41, paragraph 2(c), 

and an indication of the Contracting States for which the requester 

is the proprietor of the patent; 

(b)  the number of the patent whose limitation or revocation is 

requested, and a list of the Contracting States in which the patent 

has taken effect; 

(c)  where appropriate,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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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rietors of the patent for those Contracting States in which the 

requester is not the proprietor of the patent, and evidence that the 

requester is entitled to act on their behalf in the proceedings; 

(d)  where limitation of the patent is requested, the complete 

version of the amended claims and, as the case may be, of the 

amended description and drawings; 

(e)  where the requester has appointed a representative, 

particulars as provided in Rule 41, paragraph 2(d). 

Rule 93  

 

(1)  The request for limitation or revocation shall be deemed not 

to have been filed if opposition proceedings in respect of the patent 

are pending at the time of filing the request. 

(2)  If, at the time of filing an opposition to a European patent, 

limitation proceedings in respect of that patent are pending, the 

Examining Division shall terminate the limitation proceedings and 

order the reimbursement of the limitation fee. The reimbursement 

shall also be ordered in respect of the fee referred to in Rule 95, 

paragraph 3, first sentence, if the requester has already paid this 

fee. 

Rule 94 If the Examining Division finds that the request for limitation or 

revocation fails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Rule 92, it shall 

invite the requester to correct the deficiencies noted, within a 

period to be specified. If the deficiencies are not corrected in due 

time, the Examining Division shall reject the request as 

inadmissible. 

Rule 95 (1)  If a request for revocation is admissible, the Examining 

Division shall revoke the patent and communicate this to the 

requester. 

(2)  If a request for limitation is admissible, the Examining 

Division shall examine whether the amended claims constitute a 

limitation vis-à-vis the claims as granted or amended in opposition 

nor limitation proceedings and comply with Article 84 and Article 

123, paragraphs 2 and 3. If the request does not comply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the Examining Division shall give the requester one 

opportunity to correct any deficiencies noted, and to amend the 

claims and, where appropriate, the description and drawings, within 

a period to be specified. 

(3)If a request for limitation is allowable under paragraph 2, the 

Examining Division shall communicate this to the request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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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te him to pay the prescribed fee and to file a translation of the 

amended claims in the official languages of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other than the language of the proceedings, within a period 

of three months; Rule 82, paragraph 3, first sentence,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If the requester performs these acts in due time, 

the Examining Division shall limit the patent. 

(4)  If the requester does not respond in due time to the 

communication issued under paragraph 2, or if the request for 

limitation is not allowable, or if the requester fails to perform the 

acts required under paragraph 3 in due time, the Examining 

Division shall reject the request. 

Rule 96 The amended European patent specification shall include the 

description, claims and drawings as amended. Rule 73, paragraphs 

2 and 3, and Rule 74 shall apply. 

 

Appeals procedure 

Article 106 (1)  An appeal shall lie from decisions of the Receiving Section, 

Examining Divisions, Opposition Divisions and the Legal Division. 

It shall have suspensive effect. 

(2)  A decision which does not terminate proceedings as regards 

one of the parties can only be appealed together with the final 

decision, unless the decision allows a separate appeal. 

(3)  The right to file an appeal against decisions relating to the 

apportionment or fixing of costs in opposition proceedings may be 

restricted in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Article 107 Any party to proceedings adversely affected by a decision may 

appeal. Any other parties to the proceedings shall be parties to the 

appeal proceedings as of right. 

Article 108 Notice of appeal shall be fil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at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within 

two months of notification of the decision. Notice of appeal shall 

not be deemed to have been filed until the fee for appeal has been 

paid. Within four months of notification of the decision, a statement 

setting out the grounds of appeal shall be fil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Article 109 (1)  If the department whose decision is contested considers the 

appeal to be admissible and well founded, it shall rectify its 

decision. This shall not apply where the appellant is oppos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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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party to the proceedings. 

(2)  If the appeal is not allowed within three months of receipt of 

the statement of grounds, it shall be remitted to the Board of 

Appeal without delay, and without comment as to its merit. 

Article 110 If the appeal is admissible, the Board of Appeal shall examine 

whether the appeal is allowable. The examination of the appeal 

shall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Article 111 (1)  Following the examination as to the allow ability of the 

appeal, the Board of Appeal shall decide on the appeal. The Board 

of Appeal may either exercise any power within the competence of 

the department 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ecision appealed or 

remit the case to that department for further prosecution. 

(2)  If the Board of Appeal remits the case for further prosecution 

to the department whose decision was appealed, that department 

shall be bound by the ratio decidendi of the Board of Appeal, in so 

far as the facts are the same. If the decision under appeal was taken 

by the Receiving Section, the Examining Division shall also be 

bound by the ratio decidendi of the Board of Appeal. 

Article 112 (1)  In order to ensure uniform application of the law, or if a point 

of law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arises: 

 (a)  the Board of Appeal shall, during proceedings on a case and 

either of its own motion or following a request from a party to the 

appeal, refer any question to 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if it 

considers that a decision is required for the above purposes. If the 

Board of Appeal rejects the request, it shall give the reasons in its 

final decision; 

 (b)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may refer a point 

of law to 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where two Boards of 

Appeal have given different decisions on that question. 

(2)  In the case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a) the parties to the 

appeal proceedings shall be parties to the proceedings before 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3)  The decision of 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a) shall be binding on the Board of Appeal in respect 

of the appeal in question. 

Article 112a (1) Any party to appeal proceedings adversely affected by the 

decision of the Board of Appeal may file a petition for revie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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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ision by 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2)  The petition may only be filed on the grounds that: 

 (a)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Appeal took part in the decision in 

breach of Article 24, paragraph 1, or despite being excluded 

pursuant to a decision under Article 24, paragraph 4; 

 (b)  the Board of Appeal included a person not appointed as a 

member of the Boards of Appeal; 

 (c)  a fundamental violation of Article 113 occurred; 

 (d)  any other fundamental procedural defect defined in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occurred in the appeal proceedings; or 

 (e)  a criminal act established under the conditions laid down in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may have had an impact on the 

decision. 

(3)  The petition for review shall not have suspensive effect. 

(4)  The petition for review shall be filed in a reasoned stat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If based on 

paragraph 2(a) to (d), the petition shall be filed within two months 

of notification of the decision of the Board of Appeal. If based on 

paragraph 2(e), the petition shall be filed within two months of the 

date on which the criminal act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in any 

event no later than five years from notification of the decision of 

the Board of Appeal. The petition shall not bed eemed to have been 

filed until after the prescribed fee has been paid. 

(5)  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shall examine the petition for 

revie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If the 

petition is allowable, 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shall set aside 

the decision and shall re-open proceedings before the Boards of 

Appea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6)  Any person who, in a designated Contracting State, has in 

good faith used or made effective and serious preparations for 

using an invention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a published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 or a European patent 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decision of the Board of Appeal and public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Bulletin of the mention of the decision of 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on the petition, may without payment continue 

such use in the course of his business or for the needs thereof. 

Rule 98 The decision of an Opposition Division may be appealed even if 

the European patent has been surrendered in all the desig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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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ing States or has lapsed in all those States. 

Rule 99 (1)  The notice of appeal shall contain: 

 (a)  the name and the address of the appellant as provided in Rule 

41, paragraph 2(c); 

(b)  an indication of the decision impugned; and 

(c)  a request defining the subject of the appeal. 

(2)  In the statement of grounds of appeal the appellant shall 

indicate the reasons for setting aside the decision impugned, or the 

extent to which it is to be amended, and the facts and evidence on 

which the appeal is based. 

(3)  Part III of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to the notice of appeal, the statement of grounds and the 

documents filed in appeal proceedings. 

Rule 100 (1)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the provisions relating to 

proceedings before the department which has taken the decision 

impugned shall apply to appeal proceedings. 

(2)  I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appeal, the Board of Appeal shall 

invite the parties, as often as necessary, to file observations, within 

a period to be specified, on communication sissued by itself or 

observations submitted by another party. 

(3)  If the applicant fails to reply in due time to an invitation under 

paragraph 2, the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 shall be deemed to be 

withdrawn, unless the decision impugned was taken by the Legal 

Division. 

Rule 101 (1)  If the appeal does not comply with Articles 106 to 108, Rule 

97 or Rule 99, paragraph 1(b) or (c) or paragraph 2, the Board of 

Appeal shall reject it as inadmissible, unless any deficiency has 

been remedied before the relevant period under Article 108 has 

expired. 

(2)  If the Board of Appeal notes that the appeal does not comply 

with Rule 99, paragraph 1(a), it shall communicate this to the 

appellant and shall invite him to remedy the deficiencies noted 

within a period to be specified. If the deficiencies are not remedied 

in due time, the Board of Appeal shall reject the appeal as 

inadmissible. 

Rule 102 The decision shall be authenticated by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Appeal and by the competent employee of the registry of the 

Board of Appeal, either by their signature or by any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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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priate means.  The decision shall contain: 

(a)  a statement that it was delivered by the Board of Appeal; 

(b)  the date when the decision was taken; 

(c)  the names of the Chairman and of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Appeal taking part; 

(d)  the names of the partie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e)  the requests of the parties; 

(f)  a summary of the facts; 

(g) the reasons; 

(h)  the order of the Board of Appeal, including, where 

appropriate, a decision on costs. 

Rule 103 (1)  The appeal fee shall be reimbursed 

(a)  in the event of interlocutory revision or where the Board of 

Appeal deems an appeal to be allowable, if such reimbursement is 

equitable by reason of a substantial procedural violation, or 

(b)  if the appeal is withdrawn before the filing of the statement 

of grounds of appeal and before the period for filing that statement 

has expired. 

(2)  The department whose decision is impugned shall order the 

reimbursement if it revises its decision and considers 

reimbursement equitable by reason of a substantial procedural 

violation. In all other cases, matters of reimbursement shall be 

decided by the Board of Appeal. 

Rule 104 A fundamental procedural defect under Article 112a, paragraph 

2(d), may have occurred where the Board of Appeal, 

(a)  contrary to Article 116, failed to arrange for the holding of 

oral proceedings requested by the petitioner, or 

(b)  decided on the appeal without deciding on a request 

relevant to that decision. 

Rule 105 A petition for review may be based on Article 112a, paragraph 2(e), 

if a competent court or authority has finally established that the 

criminal act occurred; a conviction is not necessary. 

Rule 106 A petition under Article 112a, paragraph 2(a) to (d), is only 

admissible where an objection in respect of the procedural defect 

was raised during the appeal proceedings and dismissed by the 

Board of Appeal, except where such objection could not be raised 

during the appeal proceedings. 

Rule 107 (1)  The petition shall co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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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name and the address of the petitioner as provided in 

Rule 41, paragraph 2(c); 

(b)  an indication of the decision to be reviewed. 

(2)  The petition shall indicate the reasons for setting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Board of Appeal, and the facts and evidence on 

which the petition is based. 

(3)  Part III of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to the petition for review and the documents filed in the 

proceedings. 

Rule 108 (1)  If the petition does not comply with Article 112a, paragraphs 

1, 2 or 4, Rule 106 or Rule 107,  paragraph 1(b)  or 2,  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shall reject it as inadmissible, unless any 

defect has been remedied before the relevant period under Article 

112a, paragraph 4, expires. 

(2)  If 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notes that the petition does 

not comply with Rule 107, paragraph 1(a), it shall communicate 

this to the petitioner and shall invite him to remedy the deficiencies 

noted within a period to be specified. If the deficiencies are not 

remedied in due time, 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shall reject the 

petition as inadmissible. 

(3)  If the petition is allowable, 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shall set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Board of Appeal and order the 

re-opening of the proceedings before the Board of Appeal 

esponsible under Rule 12, paragraph 4. 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may order that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Appeal who 

participated in taking the decision set aside shall be replaced. 

Rule 109 (1)  In proceedings under Article 112a, the provisions relating to 

proceedings before the Boards of Appeal shall apply,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Rule 115, paragraph 1, second sentence, Rule 

118, paragraph 2, first sentence, and Rule 132, paragraph 2, shall 

not apply. 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may specify a period 

deviating from Rule 4, paragraph 1, first sentence. 

(2)  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a)  consisting of two legally qualified members and one 

technically qualified member shall examine all petitions for review 

and shall reject those which are clearly inadmissible or 

unallowable; such decision shall require unanimity; 

(b)  consisting of four legally qualified members and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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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ly qualified member shall decide on any petition not 

rejected under sub-paragraph (a). 

(3)  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composed according to 

paragraph 2(a) shall decide without the involvement of other parties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petition. 

Rule 110 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shall order the reimbursement of the 

fee for a petition for review if the proceedings before the Boards of 

Appeal are reop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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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美國專利公眾審查程序相關法條之原文對照表 

 

Ex parte reexamination 

35 U.S.C. 301 (a)  IN GENERAL.—Any person at any time may cite to the 

Office in writing— 

(1)  prior art consisting of patents or printed publications 

which that person believes to have a bearing on the patentability 

of any claim of a particular patent; or  

(2)  statements of the patent owner filed in a proceeding 

before a Federal court or the Office in which the patent owner 

took a position on the scope of any claim of a particular patent.  

(b) OFFICIAL FILE.—If the person citing prior art or written 

statements pursuant to subsection (a) explains in writing the 

pertinence and manner of applying the prior art or written 

statements to at least 1 claim of the patent, the citation of the prior 

art or written statements and the explanation thereof shall become 

a part of the official file  

of the patent. 

(c) ADDITIONAL INFORMATION.—A party that submits a 

written statement pursuant to subsection (a)(2) shall include any 

other documents, pleadings, or evidence from the proceeding in 

which the statement was filed that addresses the written 

statement.  

(d) LIMITATIONS.—A written statement submitted pursuant to 

subsection (a)(2), an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ubmitted pursuant 

to subsection (c),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by the Office for any 

purpose other than to determine the proper meaning of a patent 

claim in a proceeding that is ordered or instituted pursuant to 

section 304,  314, or  324. If any such written statement 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s subject to an applicable protective order, 

such statement or information shall be redacted to exclude 

information that is subject to that order.  

(e)  CONFIDENTIALITY.—Upon the written request of the 

person citing prior art or written statements pursuant to subsection 

(a), that person’s identity shall be excluded from the patent file 

and kept confidential. 

35 U.S.C. 302 Any person at any time may file a request for reexamination by 

the Office of any claim of a patent on the basis of any prior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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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301. The request must be in 

writing and must be accompanied by payment of a reexamination 

fee established by the Director pursuant to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41. The request must set forth the pertinency and manner 

of applying cited prior art to every claim for which reexamination 

is requested. Unless the requesting person is the owner of the 

patent, the Director promptly will send a copy of the request to 

the owner of record of the patent. 

35 U.S.C. 303 (a)  Within three months following the filing of a request for 

reexamination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302 , the Director 

will determine whether a substantial new question of patentability 

affecting any claim of the patent concerned is raised by the 

request, with or without consideration of other patents or printed 

publications. On his own initiative, and any time, the Director 

may determine whether a substantial new question of patentability 

is raised by patents and publications discovered by him or cit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301or 302. The existence of a 

substantial new question of patentability is not precluded by the 

fact that a patent or printed publication was previously cited by or 

to the Office or considered by the Office.  

(b) A record of the Director’s determination under subsection (a) 

of this section will be placed in the official file of the patent, and a 

copy promptly will be given or mailed to the owner of record of 

the patent and to the person requesting reexamination, if any.  

(c)  A determination by the Director pursuant to subsection (a) of 

this section that no substantial new question of patentability has 

been raised will be final and nonappealable. Upon such a 

determination, the Director may refund a portion of the 

reexamination fee required under section 302. 

35 U.S.C. 304 If, in a determination made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ubsection 

303(a), the Director finds that a substantial new question of 

patentability affecting any claim of a patent is raised, the 

determination will include an order for reexamination of the 

patent for resolution of the question. The patent owner will be 

given a reasonable period, not less than two months from the date 

a copy of the determination is given or mailed to him, within 

which he may file a statement on such question, including any 

amendment to his patent and new claim or claims he may wish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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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 for consideration in the reexamination. If the patent 

owner files such a statement, he promptly will serve a copy of it 

on the person who has requested reexamination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302. Within a period of two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service, that person may file and have considered in the 

reexamination a reply to any statement filed by the patent owner. 

That person promptly will serve on the patent owner a copy of 

any reply filed. 

35 U.S.C. 305 After the times for filing the statement and reply provided for by 

section 304have expired, reexamination will b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procedures established for initial examination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s 132 and 133. In any 

reexamination proceeding under this  

chapter, the patent owner will be permitted to propose any 

amendment to his patent and a new claim or claims thereto,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the invention as claimed from the prior art 

cit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301, or in response to a 

decision adverse to the patentability of a claim of a patent. No 

proposed amended or new claim enlarging the scope of a claim of 

the patent will be permitted in a reexamination proceeding under 

this chapter. All reexamination proceedings under this section, 

including any appeal to the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will be 

conducted with special dispatch within the Office. 

35 U.S.C. 306 The patent owner involved in a reexamination proceeding under 

this chapter may appeal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34, and 

may seek court review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s 141to 144, 

with respect to any decision adverse to the patentability of any 

original or proposed amended or new claim of the patent. 

35 U.S.C. 307 (a) In a reexamination proceeding under this chapter, when the 

time for appeal has expired or any appeal proceeding has 

terminated, the Director will issue and publish a certificate 

canceling any claim of the patent finally determined to be 

unpatentable, confirming any claim of the patent determined to be 

patentable, and incorporating in the patent any proposed amended 

or new claim determined to be patentable.  

(b) Any proposed amended or new claim determined to be 

patentable and incorporated into a patent following a 

reexamination proceeding will have the same effect a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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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ed in section 252for reissued patents on the right of any 

person who made, purchased, or use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ything patented by such 

proposed amended or new claim, or who made substantial 

preparation for the same, prior to issuance of a certificate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ubsection (a) of this section.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35 U.S.C. 311 

(pre-AIA) 

(a)  IN GENERAL.— Any third-party requester at any time may 

file a request for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by the Office of a 

patent on the basis of any prior art cit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301.  

(b) REQUIREMENTS.— The request shall— 

(1) be in writing, include the identity of the real party in 

interest, and be accompanied by payment of an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fee established by the Director under section 41; 

and  

(2)  set forth the pertinency and manner of applying cited prior 

art to every claim for which reexamination is requested.  

(c)  COPY.— The Director promptly shall send a copy of the 

request to the owner of record of the patent. 

35 U.S.C. 312 

(pre-AIA) 

(a) REEXAMINATION. — Not later than 3 months after the 

filing of a request for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under section 

311, the Director shall determine whether a substantial new 

question of patentability affecting any claim of the patent 

concerned is raised by the request, with or without consideration 

of other patents or printed publications. The existence of a 

substantial new question of patentability is not precluded by the 

fact that a patent or printed publication was previously cited by or 

to the Office or considered by the Office. 

(b) RECORD. — A record of the Director's determination under 

subsection (a) shall be placed in the official file of the patent, and 

a copy shall be promptly given or mailed to the owner of record 

of the patent and to the third-party requester. 

(c) FINAL DECISION. —  A determination by the Director 

under subsection (a) shall be final and non-appealable. Upon a 

determination that no substantial new question of patentability has 

been raised, the Director may refund a portion of the inter par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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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xamination fee required under section 311. 

35 U.S.C. 313 

(pre-AIA) 

If, in a determination made under section 312(a), the Director 

finds that a substantial new question of patentability affecting a 

claim of a patent is raised, the determination shall include an 

order for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of the patent for resolution of 

the question. The order may be accompanied by the initial action 

of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on the merits of the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314. 

35 U.S.C. 314 

(pre-AIA) 

(a) IN GENERAL.—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is section, 

reexamination shall b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procedures 

established for initial examination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s 132and 133.In any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proceeding 

under this chapter, the patent owner shall be permitted to propose 

any amendment to the patent and a new claim or claims, except 

that no proposed amended or new claim enlarging the scope of the 

claims of the patent shall be permitted. 

(b) RESPONSE.— 

(1)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request, any document filed by either the patent owner or the 

third-party requester shall be served on the other party. In 

addition, the Office shall send to the third-party requester a copy 

of any communication sent by the Office to the patent owner 

concerning the patent subject to the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proceeding.  

(2)  Each time that the patent owner files a response to an 

action on the merits from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the 

third-party requester shall have one opportunity to file written 

comments addressing issues raised by the action of the Office or 

the patent owner’s response thereto, if those written comments are 

received by the Office within 3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service of 

the patent owner’s response. 

(c)  SPECIAL DISPATCH.—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by the 

Director for good cause, all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proceedings under this section, including any appeal to the 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s, shall be conducted with 

special dispatch within the Office. 

35 U.S.C. 315 

(pre-AIA) 

(a) PATENT OWNER.— The patent owner involved in an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proceeding under this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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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y appeal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34 and may 

appeal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s 141 through 144,with 

respect to any decision adverse to the patentability of any original 

or proposed amended or new claim of the patent; and  

(2)  may be a party to any appeal taken by a third-party 

requester under subsection (b).  

(b) THIRD-PARTY REQUESTER.— A third-party requester— 

(1) may appeal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34, and may 

appeal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s 141 through 144, with 

respect to any final decision favorable to the patentability of any 

original or proposed amended or new claim of the patent; and 

(2) may, subject to subsection (c), be a party to any appeal 

taken by the patent owner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34or 

sections 141through 144.  

(c)  CIVIL ACTION.—  A third-party requester whose request 

for an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results in an order under section 

313is estopped from asserting at a later time, in any civil action 

arising in whole or in part under section 1338 of title 28, the 

invalidity of any claim finally determined to be valid and 

patentable on any ground which the third-party requester raised or 

could have raised during the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proceedings. This subsection does not prevent the assertion of 

invalidity based on newly discovered prior art unavailable to the 

third-party requester and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at the 

time of the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proceedings. 

35 U.S.C. 316 

(pre-AIA) 

(a)  IN GENERAL.—In an inter partreexamination proceeding 

under this chapter, when ttime for appeal has expired or any 

appeal proceeding hterminated, the Director shall issue and 

publish certificate canceling any claim of the patent 

finaldetermined to be unpatentable, confirming any claim the 

patent determined to be patentable, and incorporatiin the patent 

any proposed amended or new cladetermined to be patentable.  

(b) AMENDED OR NEW CLAIM.—Any proposamended or new 

claim determined to be patentable aincorporated into a patent 

following an inter partreexamination proceeding shall have the 

same effect that specified in section 252of this title for 

reissupatents on the right of any person who made, purchaseor 

use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ed into t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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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thing patented by such proposamended or new claim, or who 

made substantpreparation therefor, prior to issuance of a 

certifica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ubsection (a) of this section. 

35 U.S.C. 317 

(pre-AIA) 

(a)  ORDER FOR REEXAMINATION.—Notwithstanding any 

provision of this chapter, once an order for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of a patent has been issued under section 313, 

neither the third-party requester nor its privies may file a 

subsequent request for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of the patent 

until an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certificate is issued and 

published under section 316, unless authorized by the Director.  

(b) FINAL DECISION.—Once a final decision has been entered 

against a party in a civil action arising in whole or in part under 

section 1338 of title 28, that the party has not sustained its burden 

of proving the invalidity of any patent claim in suit or if a final 

decision in an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proceeding instituted by 

a third-party requester is favorable to the patentability of any 

original or proposed amended or new claim of the patent, then 

neither that party nor its privies may thereafter request an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of any such patent claim on the basis of 

issues which that party or its privies raised or could have raised in 

such civil action or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proceeding, and an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requested by that party or its privies on 

thebasis of such issues may not thereafter be maintained by the 

Office, notwithstanding any other provision of this chapter. This 

subsection does not prevent the assertion of invalidity based on 

newly discovered prior art unavailable to the third-party requester 

and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at the time of the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proceedings. 

35 U.S.C. 318 

(pre-AIA) 

Once an order for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of a patent has been 

issued under section 313, the patent owner may obtain a stay of 

any pending litigation which involves an issue of patentability of 

any claims of the patent which are the subject of the 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 order, unless the court before which such litigation 

is pending determines that a stay would not serve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Inter partes review 

35 U.S.C. 311 (a)  IN GENERAL.—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hapte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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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 who is not the owner of a patent may file with the Office a 

petition to institute an inter partes review of the patent. The 

Director shall establish, by regulation, fees to be paid by the 

person requesting the review, in such amounts as the Director 

determines to be reasonable, considering the aggregate costs of 

the review.  

(b) SCOPE.—A petitioner in an inter partes review may request to 

cancel as unpatentable 1 or more claims of a patent only on a 

ground that could be raised under section 102or 103and only on 

the basis of prior art consisting of patents or printed publications. 

(c)  FILING DEADLINE.—A petition for inter partes review 

shall be filed after the later of either— 

(1) the date that is 9 months after the grant of a patent; or  

(2) if a post-grant review is instituted under chapter 32, the date 

of the termination of such post-grant review. 

35 U.S.C. 312 (a) REQUIREMENTS OF PETITION.—A petition filed under 

section 311may be considered only if— 

(1)  the petition is accompanied by payment of the fee 

established by the Director under section 311;  

(2)  the petition identifies all real parties in interest;  

(3)  the petition identifies, in writing and with particularity, 

each claim challenged, the grounds on which the challenge to 

each claim is based, and the evidence that supports the grounds 

for the challenge to each claim, including— 

(A)  copies of patents and printed publications that the 

petitioner relies upon in support of the petition; and  

(B) affidavits or declarations of supporting evidence and 

opinions, if the petitioner relies on expert opinions;  

(4) the petition provides such other information as the Director 

may require by regulation; and  

(5) the petitioner provides copies of any of the documents 

required under paragraphs (2), (3), and (4) to the patent owner or, 

if applicable, the designated representative of the patent owner.  

(b)  PUBLIC AVAILABILITY.—As soon as practicable after the 

receipt of a petition under section 311, the Director shall make the 

petition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35 U.S.C. 313 If an inter partes review petition is filed under section 311, the 

patent owne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file a preliminary respons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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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tition, within a time period set by the Director, that sets 

forth reasons why no inter partes review should be instituted 

based upon the failure of the petition to meet any requirement of 

this chapter. 

35 U.S.C. 314 (a) THRESHOLD.—The Director may not authorize an inter 

partes review to be instituted unless the Director determines that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the petition filed under section 

311and any response filed under section 313shows that there is a 

reasonable likelihood that the petitioner would prevail with 

respect to at least 1 of the claims challenged in the petition.  

(b) TIMING.—The Director shall determine whether to institute 

an inter partes review under this chapter pursuant to a petition 

filed under section 311 within 3 months after— 

(1)  receiving a preliminary response to the petition under 

section 313; or  

(2) if no such preliminary response is filed, the last date on 

which such response may be filed.  

(c)  NOTICE.—The Director shall notify the petitioner and 

patent owner, in writing, of the Director’s determination under 

subsection (a), and shall make such notic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as soon as is practicable. Such notice shall include the date on 

which the review  

shall commence.  

(d)  NO APPEAL.—The determination by the Director whether 

to institute an inter partes review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final 

and nonappealable. 

35 U.S.C. 315 (a) INFRINGER’S CIVIL ACTION.— 

(1)  INTER PARTES REVIEW BARRED BY CIVIL 

ACTION.—An inter partes review may not be instituted if, before 

the date on which the petition for such a review is filed, the 

petitioner or real party in interest filed a civil action challenging 

the validity of a claim of the patent.  

(2)  STAY OF CIVIL ACTION.—If the petitioner or real party 

in interest files a civil action challenging the validity of a claim of 

the patent on or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petitioner files a 

petition for inter partes review of the patent, that civil action shall 

be automatically stayed until either— 

(A) the patent owner moves the court to lift the 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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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patent owner files a civil action or counterclaim 

alleging that the petitioner or real party in interest has infringed 

the patent; or  

(C)  the petitioner or real party in interest moves the court 

to dismiss the civil action.  

(3) TREATMENT OF COUNTERCLAIM.—A counterclaim 

challenging the validity of a claim of a patent does not constitute 

a civil action challenging the validity of a claim of a patent for 

purposes of this  

subsection.  

(b) PATENT OWNER’S ACTION.—An inter partes review may 

not be instituted if the petition requesting the proceeding is filed 

more than 1 year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petitioner, real party 

in interest, or privy of the petitioner is served with a complaint 

alleging infringement of the patent. The time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e preceding sentence shall not apply to a request for joinder 

under subsection (c).  

(c)  JOINDER.—If the Director institutes an inter partes review, 

the Director, in his or her discretion, may join as a party to that 

inter partes review any person who properly files a petition under 

section  311that the Director, after receiving a preliminary 

response under section 313or the expiration of the time for filing 

such a response, determines warrants the institution of an inter 

partes review under section 314.  

(d) MULTIPLE PROCEEDINGS.—Notwithstanding sections 

135(a), 251, and 252, and chapter 30, during the pendency of an 

inter partes review, if another proceeding or matter involving the 

patent is before the Office, the Director may determine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inter partes review or other proceeding or 

matter may proceed, including providing for stay, transfer, 

consolidation, or termination of any such matter or proceeding.  

(e) ESTOPPEL.— 

(1)  PROCEEDINGS BEFORE THE OFFICE.—The 

petitioner in an inter partes review of a claim in a patent under 

this chapter that results in a final written decision under section 

318(a), or the real party in interest or privy of the petitioner, may 

not request or maintain a proceeding before the Office with 

respect to that claim on any ground that the petitioner raised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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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ably could have raised during that inter partes review.  

(2)  CIVIL ACTIONS AND OTHER PROCEEDINGS.—The 

petitioner in an inter partes review of a claim in a patent under 

this chapter that results  

in a final written decision under section 318(a), or the real party in 

interest or privy of the petitioner, may not asserteither in a civil 

action arising in whole or in part under section 1338 of title 28 or 

in a proceeding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nder 

section 337 of the Tariff Act of 1930 that the claim is invalid on 

any ground that the petitioner raised or reasonably could have 

raised during that inter partes review. 

35 U.S.C. 316 (a) REGULATIONS.—The Director shall prescribe regulations— 

(1)  providing that the file of any proceeding under this 

chapter shall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except that any 

petition or document filed with the intent that it be sealed shall, if 

accompanied by a motion to seal, be treated as sealed pending the 

outcome of the ruling on the motion;  

(2)  setting forth the standards for the showing of sufficient 

grounds to institute a review under section 314(a);  

(3)  establishing procedures for the submission of 

supplemental information after the petition is filed;  

(4)  establishing and governing inter partes review under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such review to other proceedings 

under this title;  

(5)  setting forth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for discovery of 

relevant evidence, including that such discovery shall be limited 

to— 

(A)  the deposition of witnesses submitting affidavits or 

declarations; and  

(B)  what is otherwise necessary in the interest of justice;  

(6) prescribing sanctions for abuse of discovery, abuse of 

process, or any other improper use of the proceeding, such as to 

harass or to cause unnecessary delay or an unnecessary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the  

proceeding;  

(7)  providing for protective orders governing the exchange 

and submission of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8) providing for the filing by the patent owner of a respons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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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tition under section 313after an inter partes review has been 

instituted, and requiring that the patent owner file with such 

response, through affidavits or declarations, any additional factual 

evidence and expert opinions on which the patent owner relies in 

support of the response;  

(9)  setting forth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for allowing the 

patent owner to move to amend the patent under subsection (d) to 

cancel a challenged claim orpropose a reasonable number of 

substitute claims, and ensuring that any information submitted by 

the patent owner in support of any amendment entered under 

subsection (d) is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as part of the 

prosecution history of the patent;  

(10) providing either party with the right to an oral hearing as 

part of the proceeding;  

(11) requiring that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in an inter partes 

review be issued not later than 1 year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Director notices the institution of a review under this chapter, 

except that the Director may, for good cause shown, extend the 

1-year period by not more than 6 months, and may adjust the time 

periods in this paragraph in the case of joinder under section 

315(c);  

(12) setting a time period for requesting joinder under section 

315(c); and  

(13)  providing the petitioner with at least 1 opportunity to file 

written comments within a time period established by the 

Director.  

(b)  CONSIDERATIONS.—In prescribing regulations under this 

section, the Director shall consider the effect of any such 

regulation on the economy, the integrity of the patent system, the 

efficient administration of the Office, and the ability of the Office 

to timely complete proceedings instituted under this chapter.  

(c)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The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6, conduct 

each inter partes review instituted under this chapter.  

(d) AMENDMENT OF THE PATENT.— 

(1)  IN GENERAL.—During an inter partes review instituted 

under this chapter, the patent owner may file 1 motion to amend 

the patent in 1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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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ncel any challenged patent claim.  

(B)  For each challenged claim, propose a reasonable 

number of substitute claims.  

(2)  ADDITIONAL MOTIONS.—Additional motions to 

amend may be permitted upon the joint request of the petitioner 

and the patent owner to materially advance the settlement of a 

proceeding under section 317, or as permitted by regulations 

prescribed by the Director.  

(3)  SCOPE OF CLAIMS.—An amendment under this 

subsection may not enlarge the scope of the claims of the patent 

or introduce new matter.  

(e)  EVIDENTIARY STANDARDS.—In an inter partes review 

instituted under this chapter, the petitioner shall have the burden 

of proving a proposition of unpatentability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35 U.S.C. 317 (a) IN GENERAL.—An inter partes review instituted under this 

chapter shall be terminated with respect to any petitioner upon the 

joint request of the petitioner and the patent owner, unless the 

Office has decided the merits of the proceeding before the request 

for termination is filed. If the inter partes review is terminated 

with respect to a petitioner under this section, no estoppel under 

section 315(e) shall attach to the petitioner, or to the real party in 

interest or privy of the petitioner, on the basis of that petitioner’s 

institution of that inter partes review. If no petitioner remains in 

the inter partes review, the Office may terminate the review or 

proceed to a final written decision under section 318(a).  

(b) AGREEMENTS IN WRITING.—Any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tent owner and a petitioner, 

including any collateral agreements referred to in such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made in connection with, or in contemplation 

of, the termination of an inter partes review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in writing and a true copy of such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shall be filed in the Office before the  

termination of the inter partes review as between the parties. At 

the request of a party to the proceeding, the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shall be treated as business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shall be kept separate from the file of the involved 

patents, and shall be made available only to Feder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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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cies on written request, or to any person on a showing of 

good cause. 

35 U.S.C. 318 (a)  FINAL WRITTEN DECISION.—If an inter partes review is 

instituted and not dismissed under this chapter, the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shall issue a final written decision with respect 

to the patentability of any patent claim challenged by the 

petitioner and any new claim added under section 316(d).  

(b) CERTIFICATE.—If the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issues 

a final written decision under subsection (a) and the time for 

appeal has expired or any appeal has terminated, the Director 

shall issue and publish a certificate canceling any claim of the 

patent finally determined to be unpatentable, confirming any 

claim of the patent determined to be patentable, and incorporating 

in the patent by operation of the certificate any new or amended 

claim determined to be patentable.  

(c)  INTERVENING RIGHTS.—Any proposed amended or new 

claim determined to be patentable and incorporated into a patent 

following an inter partes review under this chapter shall have the 

same effect as that specified in section 252 for reissued patents on 

the right of any person who made, purchased, or use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ything 

patented by such proposed amended or new claim, or who made 

substantial preparation therefor, before the issuance of a 

certificate under subsection (b).  

(d) DATA ON LENGTH OF REVIEW.—The Office shall mak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data describing the length of time between 

the institution of, and the issuance of a final written decision 

under subsection (a) for, each inter partes review. 

35 U.S.C. 319 A party dissatisfied with the final written decision of the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under section 318(a) may appeal the 

decision pursuant to sections 141 through 144. Any party to the 

inter partes review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be a party to the appeal. 

 

 

Post-grant review 

35 U.S.C. 321 (a)  IN GENERAL.—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hapter, a 

person who is not the owner of a patent may file with the Office a 

petition to institute a post-grant review of the patent. Th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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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ll establish, by regulation, fees to be paid by the person 

requesting the review, in such amounts as the Director determines 

to be reasonable, considering the aggregate costs of the post-grant 

review.  

(b)  SCOPE.—A petitioner in a post-grant review may request to 

cancel as unpatentable 1 or more claims of a patent on any ground 

that could be raised under paragraph (2) or (3) of section 282(b) 

(relating to invalidity of the patent or any claim). 

(c)  FILING DEADLINE.—A petition for a post-grant review 

may only be filed not later than the date that is 9 months after the 

date of the grant of the patent or of the issuance of a reissue patent 

(as the case may be). 

35 U.S.C. 322 (a) REQUIREMENTS OF PETITION.—A petition filed under 

section 321may be considered only if— 

(1)  the petition is accompanied by payment of the fee 

established by the Director under section 321;  

(2)  the petition identifies all real parties in interest;  

(3)  the petition identifies, in writing and with particularity, 

each claim challenged, the grounds on which the challenge to 

each claim is based, and the evidence that supports the grounds 

for the challenge to each claim, including— 

(A)  copies of patents and printed publications that the 

petitioner relies upon in support of the petition; and  

(B) affidavits or declarations of supporting evidence and 

opinions, if the petitioner relies on other factual evidence or on 

expert opinions;  

(4) the petition provides such other information as the Director 

may require by regulation; and  

(5) the petitioner provides copies of any of the documents 

required under paragraphs (2), (3), and (4) to the patent owner or, 

if applicable, the designated representative of the patent owner.  

(b)  PUBLIC AVAILABILITY.—As soon as practicable after the 

receipt of a petition under section 321, the Director shall make the 

petition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35 U.S.C. 323 If a post-grant review petition is filed under section 321, the 

patent owne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file a preliminary response to 

the petition, within a time period set by the Director, that sets 

forth reasons why no post-grant review should be instituted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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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on the failure of the petition to meet any requirement of this 

chapter. 

35 U.S.C. 324 (a) THRESHOLD.—The Director may not authorize a post-grant 

review to be instituted unless the Director determines that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the petition filed under section 321, if 

such information is not rebutted, would demonstrate that it is 

more likely than not that at least 1 of the claims challenged in the 

petition is unpatentable.  

(b) ADDITIONAL GROUNDS.—The determination required 

under subsection (a) may also be satisfied by a showing that the 

petition raises a novel or unsettled legal question that is important 

to other patents or patent applications.  

(c) TIMING.—The Director shall determine whether to institute a 

post-grant review under this chapter pursuant to a petition filed 

under section 321within 3 months after— 

(1)  receiving a preliminary response to the petition under 

section 323; or  

(2)  if no such preliminary response is filed, the last date on 

which such response may be filed.  

(d)  NOTICE.—The Director shall notify the petitioner and 

patent owner, in writing, of the Director’s determination under 

subsection (a) or (b), and shall make such notic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as soon as is practicable. Such notice shall include the date 

on which the review shall commence.  

(e)  NO APPEAL.—The determination by the Director whether 

to institute a post-grant review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final 

and nonappealable. 

35 U.S.C. 325 (a) INFRINGER’S CIVIL ACTION.— 

(1)  POST-GRANT REVIEW BARRED BY CIVIL 

ACTION.—A post-grant review may not be instituted under this 

chapter if, before the date on which the petition for such a review 

is filed, the petitioner or real party in interest filed a civil action 

challenging the validity of a claim of the patent.  

(2)  STAY OF CIVIL ACTION.—If the petitioner or real party 

in interest files a civil action challenging the validity of a claim of 

the patent on or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petitioner files a 

petition for post-grant review of the patent, that civil action shall 

be automatically stayed until 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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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patent owner moves the court to lift the stay;  

(B) the patent owner files a civil action or counterclaim 

alleging that the petitioner or real party in interest has infringed 

the patent; or  

(C) the petitioner or real party in interest moves the court to 

dismiss the civil action.  

(3) TREATMENT OF COUNTERCLAIM.—A counterclaim 

challenging the validity of a claim of a patent does not constitute 

a civil action challenging the validity of a claim of a patent for 

purposes of this subsection.  

(b)  PRELIMINARY INJUNCTIONS.—If a civil action alleging 

infringement of a patent is filed within 3months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patent is granted, the court may not stay its 

consideration of the patent owner’s motion for 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against infringement of the patent on the basis that a 

petition for post-grant review has been filed under this chapter or 

that such a post-grant review has been instituted under this 

chapter.  

(c)  JOINDER.—If more than 1 petition for a post-grant review 

under this chapter is properly filed against the same patent and the 

Director determines that more than 1 of these petitions warrants 

the institution of a post-grant review under section 324, the 

Director may consolidate such reviews into a single post-grant 

review.  

(d) MULTIPLE PROCEEDINGS.—Notwithstanding sections 

135(a), 251, and 252, and chapter 30, during the pendency of any 

post- grant review under this chapter, if another proceeding or 

matter involving the patent is before the Office, the Director may 

determine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post-grant review or other 

proceeding or matter may proceed, including providing for the 

stay, transfer, consolidation, or termination of any such matter or 

proceeding.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o institute or order a 

proceeding under this chapter, chapter 30, or chapter 31, the 

Director may take into account whether, and reject the petition or 

request because, the same or substantially the same prior art or 

arguments previously were presented to the Office.  

(e) ESTOPPEL.— 

(1)  PROCEEDINGS BEFORE THE OFFIC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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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itioner in a post-grant review of a claim in a patent under this 

chapter that results in a final written decision under section 

328(a), or the real party in interest or privy of the petitioner, may 

not request or maintain a proceeding before the Office with 

respect to that claim on any ground that the petitioner raised or 

reasonably could have raised during that post-grant review. 

(2)  CIVIL ACTIONS AND OTHER PROCEEDINGS.—The 

petitioner in a post-grant review of a claim in a patent under this 

chapter that results in a final written decision under section 

328(a), or the real party in interest or privy of the petitioner, may 

not assert either in a civil action arising in whole or in part under 

section 1338 of title 28 or in a proceeding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nder section 337 of the Tariff Act of 1930 

that the claim is invalid on any ground that the petitioner raised or 

reasonably could have raised during that post-grant review.  

(f) REISSUE PATENTS.—A post-grant review may not be 

instituted under this chapter if the petition requests cancellation of 

a claim in a reissue patent that is identical to or narrower than a 

claim in the original patent from which the reissue patent was 

issued, and the time limitations in section 321(c)would bar filing a 

petition for a post-grant review for such original patent. 

35 U.S.C. 326 (a) REGULATIONS.—The Director shall prescribe regulations— 

(1)  providing that the file of any proceeding under this 

chapter shall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except that any 

petition or document filed with the intent that it be sealed shall, if 

accompanied by a motion to seal, be treated as sealed pending the 

outcome of the ruling on the motion;  

(2)  setting forth the standards for the showing of sufficient 

grounds to institute a review under subsections (a) and (b) of 

section 324;  

(3)  establishing procedures for the submission of 

supplemental information after the petition is filed;  

(4)  establishing and governing a post-grant review under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such review to other proceedings 

under this title;  

(5)  setting forth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for discovery of 

relevant evidence, including that such discovery shall be limited 

to evidence directly related to factual assertions advanc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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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ther party in the proceeding;  

(6) prescribing sanctions for abuse of discovery, abuse of 

process, or any other improper use of the proceeding, such as to 

harass or to cause unnecessary delay or an unnecessary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the proceeding;  

(7)  providing for protective orders governing the exchange 

and submission of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8) providing for the filing by the patent owner of a response to 

the petition under section 323after a post-grant review has been 

instituted, and requiring that the patent owner file with such 

response, through affidavits or declarations, any additional factual 

evidence and expert opinions on which the patent owner relies in  

support of the response;  

(9)  setting forth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for allowing the 

patent owner to move to amend the patent under subsection (d) to 

cancel a challenged claim or propose a reasonable number of 

substitute claims, and ensuring that any information submitted by 

the patent owner in support of any amendment entered under 

subsection (d) is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as part of the 

prosecution history of the patent;  

(10) providing either party with the right to an oral hearing as 

part of the proceeding;  

(11) requiring that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in any post-grant 

review be issued not later than 1 year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Director notices the institution of a proceeding under this chapter, 

except that the Director may, for good cause shown, extend the 

1-year period by not more than 6 months, and may adjust the time 

periods in this paragraph in the case of joinder under section  

325(c); and 

(12)  providing the petitioner with at least 1 opportunity to file 

written comments within a time period established by the 

Director.  

(b)  CONSIDERATIONS.—In prescribing regulations under this 

section, the Director shall consider the effect of any such 

regulation on the economy, the integrity of the patent system, the 

efficient administration of the Office, and the ability of the Office 

to timely complete proceedings instituted under this chapter.  

(c)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The Patent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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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ppeal Board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6, conduct 

each post-grant review instituted under this chapter.  

(d) AMENDMENT OF THE PATENT.— 

(1) IN GENERAL.—During a post-grant review instituted 

under this chapter, the patent owner may file 1 motion to amend 

the patent in 1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ways:  

(A) Cancel any challenged patent claim.  

(B)  For each challenged claim, propose a reasonable 

number of substitute claims.  

(2)  ADDITIONAL MOTIONS.—Additional motions to 

amend may be permitted upon the joint request of the petitioner 

and the patent owner to materially advance the settlement of a 

proceeding under section 327, or upon the request of the patent 

owner for good cause shown.  

(3)  SCOPE OF CLAIMS.—An amendment under this 

subsection may not enlarge the scope of the claims of the patent 

or introduce new matter.  

(e) EVIDENTIARY STANDARDS.—In a post-grant review 

instituted under this chapter, the petitioner shall have the burden 

of proving a proposition of unpatentability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35 U.S.C. 327 (a) IN GENERAL.—A post-grant review instituted under this 

chapter shall be terminated with respect to any petitioner upon the 

joint request of the petitioner and the patent owner, unless the 

Office has decided the merits of the proceeding before the request 

for termination is filed. If the post-grant review is termi nated 

with respect to a petitioner under this section, no estoppel under 

section 325(e)shall attach to the petitioner, or to the real party in 

interest or privy of the petitioner, on the basis of that petitioner’s 

institution of that post-grant review. If no petitioner remains in the 

post-grant review, the Office may terminate the post-grant review 

or proceed to a final written decision under section 328(a).  

(b) AGREEMENTS IN WRITING.—Any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tent owner and a petitioner, 

including any collateral agreements referred to in such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made in connection with, or in contemplation 

of, the termination of a post-grant review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in writing, and a true copy of such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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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ll be filed in the Office before the termination of the post-grant 

review as between the parties. At the request of a party to the 

proceeding, the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shall be treated as 

business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shall be kept separate from the 

file of the involved patents, and shall be made available only to 

Federal Government agencies on written request, or to any person 

on a showing of good cause. 

35 U.S.C. 328 (a) FINAL WRITTEN DECISION.—If a post-grant review is 

instituted and not dismissed under this chapter, the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shall issue a final written decision with respect 

to the patentability of any patent claim challenged by the 

petitioner and any new claim added under section 326(d).  

(b) CERTIFICATE.—If the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issues 

a final written decision under subsection (a) and the time for 

appeal has expired or any appeal has terminated, the Director 

shall issue and publish a certificate canceling any claim of the 

patent finally determined to be unpatentable, confirming any 

claim of the patent determined to be patentable, and incorporating 

in the patent by operation of the certificate any new or amended 

claim determined to be patentable.  

(c)  INTERVENING RIGHTS.—Any proposed amended or new 

claim determined to be patentable and incorporated into a patent 

following a post-grant review under this chapter shall have the 

same effect as that specified in section 252for reissued patents on 

the right of any person who made, purchased, or use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ything 

patented by such proposed amended or new claim, or who made 

substantial preparation therefor, before the issuance of a 

certificate under subsection (b).  

(d) DATA ON LENGTH OF REVIEW.—The Office shall mak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data describing the length of time between 

the institution of, and the issuance of a final written decision 

under subsection (a) for, each post-grant review. 

35 U.S.C. 329 A party dissatisfied with the final written decision of the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under section 328(a)may appeal the 

decision pursuant to sections 141through 144. Any party to the 

post-grant review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be a party to the appe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