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建議－代結論 

我國現行智慧財產司法保護制度雖有民事、刑事及行政三種救濟方式

可供權利人選擇，但同一事件分屬三處法院審理，常有使訴訟紛爭無法一

次解決，雙方需奔波於不同法院之間，花費數倍的勞力、時間與費用，且

智慧財產紛爭所涉民事、刑事及行政問題彼此有關聯性，尤其涉及專利侵

權紛爭之案件，系爭專利是否有效亦是原被告雙方所爭論之要點，民、刑

事進行之訴訟程序須待雙方於另件行政訴訟經法官判斷系爭專利是否有

效，才能續行民、刑事訴訟程序，無法使權利人獲得及時之救濟。 

另有關我國智財審判制度保全程序中之假處分規定，除專利法第八十

六條設有假扣押及訴訟救助之規定，其他智慧財產相關法規並無規定，故

聲請假處分之程序規定係回歸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二條以下保全程序

之相關規定。按現行民事訴訟法對於假處分之聲請要件，雖於民國 92 年

有修正將法院審理之方式由書面審理改採任意辯論方式，賦予原告（即聲

請人）需釋明聲請假處分之理由即必要性，不能於無說釋明理由為何僅聲

請供擔保以代釋明之方式即獲准假處分，亦賦予被告（即相對人）有陳述

意見之機會，可以挑戰原告聲請假處分之理由，使被告受有較多之程序保

障。 

然而民事訴訟有關假扣押之規定並未配合上述將聲請假處分要件限

縮一併修改，為防免相對人脫產及保持秘密性，仍以書面審理方式決定是

否核發假扣押裁定，致使權利人不願意耗費較多時間精力聲請假處分之

際，改以聲請假扣押方式凍結相對人之資金、影響其營運，迫使其願意洽

談和解條件。再加上專利法除罪化之後，權利人於頓失具有嚇阻力及免費

之刑事救濟程序，除紛紛改採取保全程序行使權利，造成保全案件數量增

多，且訴訟救助的事件將會增多，因為不能先以刑事告訴、起訴，而後提

起附帶民事訴訟，而我國民事訴訟採有償主義，並輔以訴訟救助制度，以

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第 225 號參照），則專利侵權

之損害賠償又不易認定，實務上許多原告往往先高高提起，再由法院決

定，在附帶民事訴訟時，較無疑問，因原告毋庸繳交訴訟費用，但在專利

權除罪化之後，原告即應斟酌損害賠償金額之提起，以免繳交過多訴訟費

用1。 

況我國現行保全程序與本案審理程序分割審理，也產生大企業挾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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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力壓制競爭之中小企業的不合理狀況。故促成司法院決定參考國外立法

例成立將智慧財產專責法院，除將智慧財產所涉及之民刑事及行政訴訟紛

爭集中審理，亦有限縮聲請假處分之要件、具體規定法院判斷是否有核發

假處分必要性之應審酌事項及法院處理命聲請人限期起訴之明確期間為

三十日（案件審理法草案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參照）等改進現

行缺失之規定。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要能達到有效、及時保護智慧財產目的，又能保

障企業不因保全程序發動而受有不公平、不合理之權益受損，有下列建議

供參考： 

一、我國現制智財訴訟假處分無法對智慧財產權為有效、及時之保護： 

    智慧財產之有效保護，需有健全之智慧財產法規、堅強之執法人員及

守法的人民相互配合。否則法令不健全行政機關無法依法行政、法院

無從依法裁判、更遑論行政人員得有學識能力執法。且即使有良好法

制規定，如人民不守法，專門鑽法律漏洞也無濟於事2。而於智慧財產

司法保護中，智慧財產案件與一般民刑事案件最大不同之處即係智財

案件不是僅有法律、事實涵攝之邏輯推理判斷問題，往往涉及與法律

無關之專門技術知識，尤其在專利案件審理更是如此。 

我國現行審理智財案件法官於專利爭訟案件，特別需要仰賴專業

人員出具之鑑定意見報告，加以判斷案件所涉之爭點，尤應注意判決

理由之合理性。最高法院 79 年台上字第 540 號民事判決意旨：「法院

固得就鑑定人依其特別知識觀察事實，加以判斷而陳述之鑑定意見，

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然就鑑定人之鑑定意見可採與否，則應

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而後定其取捨。倘法院不問鑑定意見所由生之理

由如何，遽採為裁判之依據，不啻將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鑑定

人，與鑑定僅為一種調查證據之方法趣旨，殊有違背。」固如不問具

體案情如何，均一面認為專家之意見絕對可靠，一級法院一律無條件

引用行政法院 51 年判字第 516 號判例以專家之意見，有其科學上之

根據，並憑其專業技術之經驗與學理，而為結論，一律加以採信，而

不進一步說明其證據取捨之具體正當之合理理由，仍有判決不被法令

之違法。況查，審查委員或鑑定專家之意見有時未必正確，而審查委

員之品質不問內審或外審委員，其審查品質是否夠水準、對比資料是

否正確齊全、審查結果是否因趕結案期限而草率，均與鑑定品質有

關，需一一探究以明該鑑定意見是否可採。司法院擬定設置智財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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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解決上述鑑定紛爭困擾，增設技術審查官之制度（法院組織法

草案第十五條、第十六條規定參照），將法院本需尋求外援輔助判斷

系爭案件有關技術之爭點，改為向法院內部設置之技術審查官諮詢，

可免除尋找專家、等待鑑定報告耗費訴訟程序之困擾。 

         再者，假處分制度與一般解決紛爭之訴訟制度相同，均係要求

正確性與速度，但有關假處分之聲請與審理等事，依現行規定為求能

及時核發假處分裁定，係將聲請假處分案件劃分由執行處法官審理，

因假處分屬於保全程序之一環，法官僅能做形式上之審理，無法就雙

方爭議之問題作實體判斷，否則即有僭越將來受理該案之民事庭法官

調查事實、蒐集證據權限之嫌，導致我國現行智財訴訟假處分制度之

修正，僅係因應一般企業反應現制之缺失作局部修正，並未加以全面

檢討限制問題實係立法設計矛盾、缺乏配套措施所生「治標不治本」

之制度缺陷。 

二、案件審理法有關假處分之修正規定並無法完全解決現制之缺失： 

    智慧財產法院之設立係符合國際發展趨勢。由於智慧財產權案件，須

整合法律、科技、商業等不同領域的知識，世界各國多傾向由專業法

院或專責法官審理。 然而在高度期望下成立的智慧財產法院，運作

成敗的最大關鍵將是「法官素質」及「假處分制度」之變革。 

首先係有關法官素質部分，依我國向來法學教育培養之法官，因

僅受法律知識之訓練，有關法律以外之專業素養較不足，尤其係涉及

高度技術之專利訴訟，更是無法憑己力判斷雙方爭點有無理由。此問

題亦與教育制度有關，國內法律人的養成管道向來只以大學法律系為

主，而在英美法系國家，學生是要大學畢業後，才能念法學院（Law 
School），擁有理學、法學雙學位的法官、律師比比皆是，但在台灣則

屬鳳毛麟角。在此種養成環境下，要求法官做出專業且不出錯的專利

訴訟判決，實屬強人所難，即使未來智慧財產法院將編制技術審查官，

協助法官審案，但是否真能改善法官對專業技術認知的困難，仍是一

大疑問。針對我國現行法學教育所生之弊病，總統府日前邀請司法、

教育相關單位開會決議，大學法律系將逐步停止招生，大學畢業生須

念完法律專業研究所後，才能參加律師及司法官考試，原法律系畢業

生保障報考資格到西元 2021 年3。 

        其次係有關案件審理法草案第二十二條規定將假處分聲請審理

要件明文化部分。按現行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八條，雖已將聲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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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須具備之「必要性」作限縮規定，但就現行大企業運用假處分以

達恫嚇競爭對手之中小企業而言，法律未排除準用聲請假扣押時得供

擔保以代釋明之規定，使假處分制度有本質上之矛盾產生，因聲請假

處分係為免日後有無法回復之損害發生，但如准聲請人以供擔保代釋

明核發假處分，讓日後假處分被撤銷時如相對人有受損害可從該擔保

金求償，然而既是無法回復之損害就非金錢彌補之損失；況查，依現

行「得供擔保以代釋明」之文義解釋，係指聲請人於盡釋明之責任後，

如法院認為該釋明不足，才以提供擔保金方式補充該釋明之不足，非

謂聲請人得不盡釋明之責任，僅以提供擔保金方式聲請核發假處分。

再者，因法院於聲請人提供擔保聲請核發假處分時，法院審理重點容

易落在系爭擔保金是否足夠、計算方式是否妥當等，忽略應審理聲請

人聲請該保全程序是否有將來勝訴可能性等要件，非單憑一紙專利侵

害鑑定報告，即認定聲請人有權利得聲請之。故案件審理法第二十二

條明定，聲請人聲請假處分時應釋明聲請理由，法院審理假處分聲請

時，也須審酌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原被告雙方利益、公益與私益

間之考量等因素，可將法院審理假處分聲請時，不再將審理重心置於

核算聲請人提供之擔保金數額是否妥適，應可解決現行部分實務之問

題，減緩假處分制度與供擔保金制度兩者之間本質上存在之矛盾。 

有關我國智財審判假處分制度中相當重要的議題係審理保全程序

與本案審理是否應歸屬同一法院審理。或有論者認為，要改進現行假

處分制度之缺失，只有修改法律規定並沒有用，應該要有仿效美國事

證開示（Discovery）之配套措施，否則如法官要求聲請人盡釋明義務，

但大部分證據資料係偏在相對人處，如相對人年銷售額、銷售地區等

商業機密資料，聲請人無法自力取得，需法官命相對人配合提出；另

有論者主張應將保全案件本案化審理，避免同一事實繫屬於民事法院

執行處或民事庭有不同之判斷與認定，也可正當化要求聲請人應盡釋

明義務之依據。但筆者認為，美國事證開示制度，係搭配臨時禁制令

之聲請非單獨於專利侵權訴訟之外，而係在原告提起本案訴訟之際，

因此美國就臨時禁制令之審核，並未分割歸屬不同訴訟程序審理，自

得要求雙方需進行事證開示程序作為是否核發禁制令之判斷，但我國

就保全程序之設計為符合核發迅速以保障權利人權利之目的，將審理

保全程序之法院與審理本案程序之法院切割，由執行處法官做審理與

執行保全程序之便宜規定，致生前述現行實務上有關假處分審理核發

之諸多問題。 

因此筆者建議，如無法將現制之保全程序與本案程序合而為一，

案件審理法有關假處分制度，至少應訂明保全程序與本案程序之法官

同一，以免徒生判決歧異或原告獲得假處分裁定後遲遲不繳納裁判費

用，拖延續行本案程序之時間，而無法迅速終局解決紛爭之不利益。 



三、企業需加強智慧財產權之管理工作： 

    「預防勝於治療」，企業與其日後碰上假處分案件或被訴侵權之際，

再尋找律師協助處理，除需花費大筆律師費用，也要支付龐大的訴訟

費用，還有訴訟繫屬期間商機、商譽之損失等問題。當律師知悉企業

有遭競爭對手藉由假處分程序，被迫停止生產、銷售、進口系爭商品

之問題時，應及時研究產生扣押問題所屬國家之相關法律規定，迅速

提出建議解套方案以安撫客戶，不讓客戶心生恐慌。 

此外，企業應從平日即著手進行智慧財產之管理工作，除設立法

務部門或智權部門，將自己所有之智慧財產權分不同性質做申請專利

或營業秘密等不同之保護措施，且台灣企業普遍有搶先揭露自身研發

之新產品而寄望能搶佔先機之商業行銷習慣，但此種行為可能使公司

研發中產品喪失新穎性而無法申請專利權保護，更遑論日後可主張以

營業秘密方式保護其權利，故企業於搶佔商機之際所欲揭露之消息需

相當戒慎。且企業內部編制設置之智權部與法務部門平日應與公司研

發部門配合確認公司所擬進行之研發產品是否有侵害他人專利之

虞，而加以規避設計或是與專利權人洽談授權使用技術之事，以避免

日後面臨冗長繁複之訴訟紛爭程序需支出大筆律師費用、訴訟費用及

時間等損失，等公司所有之智慧財產權到達相當數量、公司成長至較

大規模營收獲利穩定之際，甚可進行年度訴訟規劃，化被動為主動以

保障公司之智慧財產權。 

四、企業因應假處分及智慧財產訴訟之策略： 

當企業面臨假處分或智慧財產訴訟時，企業首重之事，係先將所涉之

紛爭事件交由法務部門或智權部門研究因應之道，再尋找具豐富處理

該類紛爭之律師處理洽談和解、授權或進行訴訟，如針對對方聲請假

處分理由加以爭執是否有核准之必要或請對方提出侵權之明確事證，

增加對方取得假處分之核准裁定難度等事。切忌慌亂應付或不回應對

方之侵權警告信函，以免遭認定係惡意侵權行為。 

    按原告依我國現行法制，於所有之智慧財產權利受侵害之際，多

享有民刑事及行政程序等不同訴訟程序之救濟權利，當其使用上述救

濟方式時，不外乎想要達到商業目的，因此在原告所定各種攻勢下被

告需如何應變？例如，當被告侵權之消息被揭露後，被告要如何面對

安撫客戶及往來廠商？如何穩住市場？如何因應原告之指控加以回應

發表於新聞媒體？尤其是上市上櫃公司之重大訊息揭露應如何聲明？



4上述問題都是企業需謹慎處理之要事，避免不當或過度之揭露訊息遭

對方於訴訟程序中引證其該公司自認有系爭侵權之不法情事。若原告

在台灣是上市上櫃公司，當其提起侵權訴訟時，多利用證券交易所的

記者會處理訊息，即係將之當成「重大事件」，在證券交易所召開記者

會是合法、依法之行為，原則上不會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之問題。即

使其日後未能獲得系爭侵權訴訟之勝訴判決，實質上已贏得市場，亦

即原告免費、合法使用媒體與證券交易所協助打擊被告，使消費大眾

對被告產生反感，避免與之交易而間接使原告獲得市場商機。 

況且被告於台灣有時亦可能是上市上櫃公司，原告只要藉媒體略

施技巧誘引被告過當反應，代表被告回應者之發言，時常不經意將許

多侵害及損害賠償之具體資料及數字洩漏，而減低原告許多舉證責

任。再參酌 2004 年間日本企業使用日本假處分程序處理專利侵害之情

形，相當類似台灣過去二年來定暫時狀態假處分遭濫用之情況。台灣

與日本民事訴訟程序均承襲自歐陸法系，均係同類型之架構思惟；現

在反而係日本 TFT LCD、PDP、LED 業者開始善加利用上述商業措施

之部分。 

    台灣之企業當被告之機會較多，雖然不同行業類別所面臨之情況

不一樣，但企業應該發展出處理上述情形之標準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即一但成為被告，不管新聞是否有報導，

商業措施之市場應如何處理？技術方面從設計到製造，要如何做確

認？若確有必要，可以做許多設計變更，甚至重新做產品認證

（qualification），均須有一套 SOP 以資因應。反之，如處於被告之地

位，一定會受限於原告於訴訟程序上所給予之時間壓力，故於處理美

國訴訟時，即有許多技巧，例如：僅有關公示送達之訴訟程序進行部

份即可多出長達半年之程序爭執問題。就算被告最後經法院認定真有

侵害情事，企業僅需承擔該件紛爭案件敗訴之結果，然而其於該侵權

爭議訴訟進行中所之爭取到之半年時間，已足夠供被告做迴避設計，

贏得整個產品之市場，故從訴訟送達之點上做很多阻擾與拖延，形式

上雖未能於系爭侵權訴訟中免責，實際上仍可贏得許多商業利益5。 

                                                 
4 例如，當台灣 CM 公司被日本半導體能源公司（SELC）告其 TFT LCD 產品侵權時，CM 公司

發布新聞稿表示，他們已用一份未侵害專利的鑑定意見作為答辯。這種聲明並不是一個恰當

的聲明，對被告來講，這樣的商業處理措施並不妥當（即被告間接承認有為原告指控之行為，

而非否認沒有侵權之情事），同註 107，第 311 頁。 
5 台灣企業面臨跨國專利訴訟時，通常不知所措，包括委任之律師對外發言亦同。以執行長立場

來看，許多律師應被終止聘任，很多台灣律師代表被告再第一時間的發言，竟不懂得要先做否

認，反而是作抗辯，例如：「我們可能有原告所述的行為或問題，但是我們應該是如何如何，



    綜上所述，以前企業對於專利侵權訴訟之控制與管理，總是在遭

受訴訟指控涉嫌侵權之後，始開始處理應如何應對之問題，甚而對於

公司本身擁有之專利也是在銷售人員反應後、市場產生反應後，或是

在市場中已經書給競爭者之後，才尋求法律支援、訴訟可能性，然如

前所述，現今隨知識經濟時代來臨，企業對智慧財產權日趨重視，日

後應有「化被動為主動」之改變6。故企業對於未來專利之研究方法，

必須要做到下列二點： 

（一）必須以很快的速度掌握組織所屬產業的靜態專利佈局，必且能

以有效之分析方法或工具協助，快速得知、拆解與分析資料； 

（二）組織所屬特定產業之中，過去所發生相關之每一件訴訟，包括

原告、被告是誰、爭議專利為何、訴訟過程與結果、以及對商

業面造成之影響等等，此類資訊應在每年規劃中事先提出研討。 

況且未來台灣越來越多企業主，對公司擁有許多跨國專利之情形

下，將會要求組織成員提出國內或跨國專利訴訟之具體規劃和步驟，

包括今年預計告幾家公司等計畫7。然而企業進行上述活動時，必須有

一些關鍵性之技術作配套，包括評價、評估，且亦須加上政府對於有

關法令機制作相對之改變，始能實現上述事項。屆時智慧財產法律訴

訟之領域將會與現行實務大相逕庭，蛻變成與做生意相同之企劃、執

行方式。 

最後，現因台灣並無訴訟保險制度，企業無法將日後面臨訴訟所

需支出巨額律師、訴訟程序等費用之風險，藉由保險機制加以分散、

減輕企業之財務負擔，建議企業在財務規劃時，應編列常年訴訟費用

預算，以免訴訟案件發生時，突需支出大筆費用導致公司營運困難，

無法存續。 

 

                                                                                                                                            
所以不會有侵害．．．」這不適用否認（沒有做該等行為）的技巧，而是用抗辯（可能有該等

行為，但應該不是侵害）。同註 116，第 314 頁。 
6 Alexander L. Brainerd、Daphne Gronich、Alan Ratliff、Patrick R.Thesing，Managing IP litigation，

ACCA’s 2001Annual Meeting 
7 例如：晚近幾年，台灣某電子公司和某晶片公司每年都要報告當年度被告是誰、告哪些產品、

預計目標為何，等於將專利訴訟視為一種生意。因此不管是屬於侵害、授權、買賣、作價投資、

或作價入股等活動，如果能夠將商業上有形產品行銷的觀念，做適度的改變、調整與納入，那

麼智慧財產價值及其交換實現的機制活動，都會有很大的改變；整個智慧財產動態的經營方

式，應該也有很大的突破。同註 116，第 316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