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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從法律面談健全我國研發服務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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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設計訴訟程序 

 

 

 

創新是既觀念性又具認知性的。因此，想要創新，就必須多看、多問、多

聽。 

---彼得‧杜拉克《創新與創業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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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走出去的台灣，走出去的法律市場 

第四節 重新思考律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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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為就科技研發來說，法律服務業（legal services）雖無直接幫助，

但是法律制度乃至法律服務卻是維繫整體產業競爭力極為重要的

infrastructure建制，好的法律制度與法律服務有大幅價低廠商成本的功能，

因此本文將之納入廣義的研發服務業，並同樣視為具高附加價值的知識密

集服務業，且特闢本章討論如何健全我國的法律制度與法律服務，以期建

立一良好的外在環境，有利包含科技產業等之整體產業發展。 

第一節 法令鬆綁與法律創新(LEGAL INNOVATION) 

壹、經濟自由v.s.行政管制 

私法自治是每一個唸法律的人都耳熟能詳的名詞。其意義為個人得依

其意思形成其私法上權利義務關係，乃源自於自由主義的思想，為民法的

礎石之一。1私法自治具有保障經濟活動自由運作不受國家管制之功能，對

經濟效率之促進貢獻至大，為資本主義市場的重要Infrastructure。但是我國

法制師承德國法，而德國法在進入二十世紀後(特別是二次大戰後)，整個

法學思潮乃逐漸由社會國思想取得主流地位，其乃是希望對工業化與資本

主義所帶來的負面後果加以修正，並對社會中的弱勢族群提供保障。2在這

個背景下，由德國基本法所型塑的德國法律體系，特別是行政法理論，就

越來越強調對人民私經濟生活的管制了。3我國受到德國法相當深刻地影

響，長期以來不僅憲法中充斥社會國之條款，現實行政上政府對人民經濟

活動亦多所管制(Regulation)，在學理上法界通說亦認為私法自治在社會國

家中早已不再絕對了，而應對(管制)法律或公義讓步。4而由於政府對人民

處處管制，乃有人稱此種國家為「管制國家」(Regulatory state)。在管制性

                                                 
1 關於私法自治的介紹，可參考王澤鑑，《民法總則》，自刊，民國89年增訂版，頁264-268。 
2 關於社會國的概念及其發展，可以參考蔡維音，《社會國之法理基礎》，正典，民國90年初版，
頁62-65。 
3 H.Maurer在他的名著《行政法學總論》第二章的第一句話就指出:「行政和行政法主要由所在
時代的憲法所決定。」顯見法律(特別是公法)往往受到時代與環境的深刻影響。請參考H.Maurer
著，高家偉中譯，《行政法學總論》，元照，民國91年初版，頁13。 
4 最典型的例子就如民法第 71條規定:「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第72
條規定:「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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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維下，型塑了我國產官界的保守文化，也就是如果沒有得到官方的許

可，則就算法令沒有明文禁止，人民(或企業)也不敢輕舉妄動，長此以往

扼殺了業者的競爭力。 

當然，此種管制性的做法對社會公益的促進有一定的貢獻。但是限縮

了私法自治的空間，也代表著人民經濟活動受到壓縮，整體經濟效率也將

受到影響。此點可由德國本身近年來持續經濟不振可以為證。時至二十一

世紀，世界進入了全球化與資訊化的新競爭環境，在此知識經濟的環境中

不論是國家或企業若想要勝出，關鍵就在於創新(innovation)。但是採取社

會國立場的國家卻突然發現，無所不在的管制，已經成為民間經濟活力的

枷鎖，且不論是人民或企業在政府的管制與保護下已喪失在國際上與人一

較長短的競爭力。時代推移到此，在經濟上回歸自由主義的呼聲再次響

起，世界各國又進入了一波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的風潮中，所謂越小的

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此種傳統自由經濟思想在當前產業環境下又找到了

有利之支撐。 

   我國以往對服務業的管制比重就較製造業高。基本上政府似乎並沒有

把服務業當作一個「產業」。不僅沒有像製造業般訂立有所謂「促進產業

技術升級條例」提供各種租稅上優惠，甚至對某些服務業，例如金融業，

更採取特許制度，築起極高的進入門檻。這些都體現了我國政府在管制思

想上沒有觀察到世界潮流之變遷，長年不當管制使我國廠商失去的許多機

會，相當可惜。 

 

貳、政府鬆綁法令限制的嘗試 

    雖然我國以往對服務業的管制密度相當高，但是我國整體產業結構還

是逐漸由製造業為主轉移到以服務業為主，根據近年來的統計，服務業佔

我國GDP的比重已超過三分之二。有鑑於此，民國九十三年五月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召集專家學者制定了「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民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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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行政院第二八八四次會議決議通過)，針對十二項重點

服務業加以重點推展。而其中該計畫特別提到必須要以負面表列的思維通

盤檢討與鬆綁相關法令規範。所謂負面表列乃指，只要是法律所不禁止的

人民都可以去做5，讓人民享有充分自由與想像力去自行創造最有利的商業

模式。 

    而研發服務業也屬於前述方案中的一項子計畫，根據「研發服務業發

展綱領及行動方案」，政府擬採行之措施與修訂之法令有如下表: 

 

表5-1研發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 

 

發展策略 具體措施 
應增修法令 

或配合事項 

10.1建構良好的研發

服務業發展環境。 

10.1.1進行研發服務

業與學術研究機構

公平競爭之可行性

研究，以發掘最佳解

決方案。 

10.1.1.1進行「研發服

務業租稅優惠及相

關議題可行性研

究」。 

 10.1.2推動研發服務

業進行策略聯盟。 

 

 

 

10.1.2.1運用「企業研

發聯盟推動計畫」協

助研發服務業進行

合作研發；並研擬合

作研發法人法（草

案），以提高企業進

                                                 
5 純就法律理論而言，此種負面表列的思考毋寧乃法治國家之當然之理。蓋基於rule of law 的理
念，政府的權力必然是有限的(limited)，而人民的權利在法令限制外，原則上是自由的。不過此

非本文研究範圍，有興趣之讀者可自行參閱以下著作: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憲法

---權力分立》，學林，民國92年初版，頁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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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發聯盟之意願。

  10.1.2.2運用「促進企

業開發產業技術辦

法」協助研發服務業

者成立研發聯盟，目

前已推動一項研發

聯盟。 

 10.1.3吸引國外企業

來台設立研發部門

與研發公司，以吸引

高階技術人員與研

發人員來台工作。 

10.1.3.1依據「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

計畫」，將於2008年

之前推動跨國企業

在台設立成立30個

研發中心。 

 

 10.1.4進行制定研發

服務業者僱用外國

技師或高階研發人

員其薪資成本及研

發軟體的投資等項

支出給予租稅減免

優惠獎勵辦法之可

行性研究。 

10.1.4.1進行「研發服

務業租稅優惠及相

關議題可行性研

究」。 

 10.1.5加強推動產學

合作計畫。 

10.1.5.1運用「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科技計

畫產學合作實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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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10.1.6研擬農業科技

創育中心規範 

10.1.6.1研擬「農業科

技創新育成中心設

置輔導辦法」草案。

 10.1.7擬訂「植物種苗

法」增修條文。 

 

10.2建立研發服務交

易機制。 

10.2.1健全企業委外

研發制度，如建立完

整的委託研發服務

交易法規體系，甚至

可以建立定型化契

約，以簡化訂定契約

流程。 

10.2.1.1進行「研發服

務業租稅優惠及相

關議題可行性研

究」。 

 10.2.2建立研發服務

業之業務範圍、研發

能量、研發人才等登

錄制度，使研發服務

業相關資訊透明

化，輔導廠商能力逐

步升級。 

10.2.2.1推動研發服

務業服務能量登錄

制度，並登載於網站

上。 

 

 

 

 10.2.3藉由研發服務

業者定期集會，提供

研發服務業資訊，增

加其能見度。 

10.2.3.1舉辦研發服

務業聯誼會，以論壇

方式推動交流活動。

10.3促進研發服務業 10.3.1推動建立我國 10.3.1.1運用「台灣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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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 研發服務業之國際

網站。 

術交易市場資訊網」

與國際接軌，以推廣

我國研發服務業服

務能量。 

 10.3.2舉辦或參加國

際性之研發、展覽或

論壇，輔導並促成國

內研發服務業者與

國際知名大廠進行

合作研發或接受委

託研發。 

10.3.2.1舉辦「台灣國

際技術交易博覽

會」，以推廣我國研

發服務業。 

  10.3.2.2運用「研發服

務產業推動計畫」鼓

勵國內研發服務業

者與國際大廠進行

合作研發或接受委

託研究。 

 10.3.3加強與國際間

各技術交易資料庫

合作。 

10.3.3.1運用「台灣技

術交易市場資訊

網」，與國際知名技

術交易相關機構策

略聯盟。 

 10.3.4協助成立公會/

學會，與美國、日

本、韓國及大陸等進

10.3.4.1舉辦研發服

務業聯誼會，以論壇

方式推動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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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流與合作。 

10.4其他輔導研發服

務業措施。 

10.4.1進行研發服務

業者僱用之研發人

員的薪資成本給予

扣抵，以降低營運成

本，強化租稅優惠的

功能之可行性研究。

10.4.1.1進行「研發服

務業租稅優惠及相

關議題可行性研

究」。 

 10.4.2簡化國際研發

人才取得研發服務

企業股票的程序，以

吸引國際研發人才。

 

 10.4.3建立技術經紀

制度，培育技術經紀

人。 

10.4.3.1培育智慧財

產鑑價及交易等專

業人才，擴充智慧財

產技術服務業人才。

  10.4.3.2推動「跨領域

科技管理高級人才」

及「創新研發管理人

才」二項培訓計畫，

培育具智財、投資、

技轉及研發管理人

才。 

 10.4.4推動實施專利

申請之前案檢索制

度。 

10.4.4.1配合「智慧財

產權ｅ網通計畫」整

合我國專利檢索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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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以提供國人更

完善的國內外資料

檢索查詢，以及加值

服務。至於申請人檢

附前案檢索報告

書，現行專利法施行

細則已有規範，申請

人可儘量配合提

供，以利加速案件審

查。 

 10.4.5加強鑑價、信用

保證及融資等制度

間的配套措施。 

10.4.5.1推動無形資

產鑑價制度（包含推

動鑑價服務能量登

錄、建立鑑價準則及

培育鑑價專業人才

等）。 

  10.4.5.2 研訂「中小

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轉型發展方案」，提

具新評鑑制度，及擴

大直接保證業務等

策略，將智慧財產運

用信用保證措施配

套擴展。 

 10.4.6將現有之專家 10.4.6.1運用「台灣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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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如中小企業處

的區域育成網絡、投

資業務處的網絡與

學研機構的技術授

權中心網絡等加以

整合。 

術交易市場資訊

網」，整合產學研研

發成果，活絡技術交

易市場。 

  10.4.6.2建構育成中

心服務網站，並發行

創業創新育成雙月

刊，提供育成及研發

服務資訊，建立產官

學研之研發、服務交

流平台。 

 10.4.7推廣智慧財產

管理及運用策略，因

應知識經濟時代產

業競爭力。 

10.4.7.1編輯「智慧財

產管理暨鑑價導覽

手冊」，登載於「台

灣技術交易市場資

訊網」，提供業者下

載及參考。 

  10.4.7.2結合智慧財

產技術服務業，舉辦

北中南地區研討

會，強化產業智慧財

產管理及運用之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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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3研訂「農業科

技研發成果申請智

慧財產權作業規

範」。 

 10.4.8建構「農業生物

技術產業資訊網路

系統」。 

10.4.8.1執行「農業生

技產業研究與資訊

推廣計畫」。 

 10.4.2簡化國際研發

人才取得研發服務

企業股票的程序，以

吸引國際研發人才。

 

 10.4.3建立技術經紀

制度，培育技術經紀

人。 

10.4.3.1培育智慧財

產鑑價及交易等專

業人才，擴充智慧財

產技術服務業人才。

※資料來源: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研發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

頁10-16。 

 

參、法律創新以協助研發服務業的推展 

    根據前段所述之政府計畫，可以看出政府目標宏大，但也可以看出政

府仍懷有大政府心態，想要積極教導產業之發展方向。例如政府想協助業

界進行研發聯盟、預計在2008年前吸引至少30家跨國企業在台設立研發

中心、建立智財鑑價系統等，內容包山包海反而令人有失焦之感。管理理

論有所謂的「刺蝟原則」，乃源自柏林(Isaiah Berlin)在其名著《刺蝟與狐狸》

中所援引古希臘之一段寓言:「狐狸知道很多事情，刺蝟卻只知道一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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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根據學者觀察，能把公司帶向卓越的領導人往往屬於刺蝟一型6。其

實治理國家的道理又何其不然?政府與其以家父主義之立場處處想要指導

人民或廠商，還不如認清在私經濟之領域政府之能力其實完全比不上私

人，人民根本不需要政府告訴我們哪裡有錢賺。政府更不必事必躬親，好

的政府要懂得利用民間力量完成政策任務，要懂得利用最少的資源達成最

大的效益。以我們鄰近的香港為例，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5 月

12日公布 2005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在 60個受評選地區及國家中的競

爭力排名，由去年的第 6位躍升至今年第 2位，僅次於美國。7而同時美國

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報聯合發表的 2004 年世界經濟自由度指數顯示，

香港的經濟自由度名列世界第一。8由此兩項評比可以看出，香港政府做的

最少但卻得到最大的效益。本文以為這是因為香港政府充分懂得政府應扮

演的角色---政府是經濟發展的協助者與競爭環境的維護者。港府多年來專

注於基礎建設的興建與公平競爭環境之塑造（特別表現在稅制與司法兩

點）。事實上香港政府能做好這兩件大事，已經難能可貴了，實在不必好

大喜功。 

    相對於香港的表現，我國政府雖想要塑造國內良好的產業環境，以協

助科技業與研發服務業之發展，但目前問題是往往卡在法令規範龐雜卻又

落伍。並且我們如果檢視我國的諸多商業法規(特別是公司、證交、勞工與

租稅等)的立法目的或背景，幾乎政府當初立法時皆理所當然地認為規範對

象一定是本國人，這也不適合全球化的格局了。然而，法律畢竟仍然是政

府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因此如要改革仍必須從法律革新下手，所謂「水能

覆舟，亦能載舟」，好的法律制度對產業發展必有助益。本文以為未來我

國在法令創新上的重點分別是: 

                                                 
6 Jim Collins,齊若蘭中譯，《從A到A+》，遠流，民國91年初版，頁156以下(第五章「刺蝟原則」) 。 
7請參考以下網站: 
http://www5.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Hongkong/2005_5_12_17_54_51_756.html  
8 請參考以下網站: http://www.epochtimes.com/b5/4/1/10/n4459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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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平的稅制與適度的優惠措施間應取得平衡:租稅是政府最重

要的政策工具之一。本文以為政府應該賦予若干重要服務業類似

於科技業之租稅優惠。並可考慮香港作法調降一些不合理的稅

賦，例如遺產稅等9。但同時地，考慮到跨國企業的興起，政府在

租稅稽核上亦應有國際化的租稅審核能力，避免廠商利用國際租

稅規劃(International Tax Plan)規避租稅，使國際大廠對本土小廠變

相形成不公平競爭。 

二、 放寬組織上的法令規範:商業管理理論的核心之一即在於組織

理論(organization theory)，蓋一家企業組織設計之良窳對該企業生

產力之發揮關鍵至巨10。此部分原應讓私人盡情發揮創意，自行創

造最適於環境的組織，但以往我國對於私人組織卻處處加以管

制，例如對於律師，我國法限制僅得採取合夥組織，此種規定即

相當不利於律師業之發展。蓋合夥組織的人合色彩濃厚，組織獨

立性不足，事務所常常因為合夥人來去而起落，人亡而政息，且

合夥的無限責任亦使合夥人承擔相當大的風險。凡此都不利於律

師業的企業化經營，亦使我國律師業難以與國際上大事務所競

爭。本文以為以往政府根本沒有把律師視為一項產業，且傳統上

基於公益理由而限制律師或醫師等不得組織公司的理論事實上已

難以因應當前環境之需求，故應適度放寬，使律師業亦能朝向組

織化之路邁進以提升競爭力。目前國內學界提倡律師組織法人化

者亦頗有其人11，其並具體建議可仿照國外制度採取「專業公司」

(Professional Corporation, PC)、「有限責任組織」(Limited Liability 

                                                 
9 周延鵬老師就曾經說過，政府把遺產稅訂到 50%，有錢人根本不可能接受此種高稅賦，不得以
乃想盡辦法節稅避稅，結果台灣首富蔡萬霖過世時卻只需繳一億多的稅。如果政府當初遺產稅是

訂為 10%或許反而可以課到更多的稅。我國政府此種具有反效果的租稅制度實在相當多。 
10 在商業上可以常聽到一句話: Organization does mattera! 
11 參見林桓，〈設立公司型態律師事務所之可行性初探〉，律師雜誌，第275期，民國91年8月，
頁1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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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LLC)與「有限責任合夥」(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LLP)

等，本文深表贊同。 

三、 創新使智慧資等得以入賬之會計法令:由於不論是科技業或研

發服務業均屬於高知識密集的產業，此種產業的資產主要存在於

員工的知識或KNOW-HOW，或公司組織所累積之技術等的無形資

產，但以往的會計法令亦是以實體資本為假設而制定，故無法涵

蓋此部分，使得許多優質的科技或研發服務公司的價值無法充分

顯現在財務報表上，結果是使得公司融資困難，而科技或研發服

務公司往往又是最迫切需要資金的產業。此項議題在歐美已研究

多年，理念可行但會計技術上還有待突破，此雖不可能一蹴可及，

但是個相當值得我國努力之方向12。就此議題，國內有學者具體建

議13，公私部門應將自行發展或向外購買的智慧財產權，在會計科

目資產類無形資產項下按實際成本入賬。所謂實際成本，指智慧

財產權購入或自行發展取得之全部代價而言。因此，智慧財產權

如係向外購買者，按實際成本入賬。智慧財產權屬自行發展而又

能證明可生經濟收益者，則按取得之全部代價作為資本性支出入

賬，否則應以當期費用處理。14此項看法，甚具參考價值。 

四、 人事法令制度鬆綁:此呼應本論文前章第一節之要求，政府應

致力於鬆綁國外人才(包含大陸人才)來台之限制，此已如前所述，

茲不贅。在此僅需提醒政府一點，根據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六日

聯合報頭版新聞：「（今年）十月一日起，大陸企業可以自主聘雇

                                                 
12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以及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MIC）在經濟部技術處學界科專計畫的指導下，於
92年成立了「台灣智慧資本研究中心」(Taiwan Intellectual Capital Research Center,簡稱 TICRC)，
致力於智慧資本的研究，其中一項重點即在於智慧資本的入賬與規範。請參考以下網站: 
http://www.st-pioneer.org.tw/modules.php?name=St_News&pa=Show_News&tid=134  
13 參見周延鵬，〈智慧資本投資保障的完整性〉，政大智慧財產評論，第1卷第1期，民國92/10，
頁37。 
14 根據我國現行商業會計法第 50條第 2項規定，就自行發展智慧財產權的入賬基礎，仍僅
以申請登記成本作為智慧財產權的取得成本，而其發生之研究發展費用，應作為當期費用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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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員工，台灣民眾可自由應聘，並一體享受大陸社會保險制度

保障，在大陸畢業的台灣學生也可直接在當地就業。」15對岸在人

才競爭上已敞開大門，而我們卻仍在閉關自守，使我們不得不對

台灣在兩岸競爭的未來擔心。 

五、 建立方便商業(特別是科技業)糾紛解決之司法制度:台灣的司

法制度不合時宜已非新聞。訴訟程序冗長、法官不懂產業與科技、

賠償金額低等等都是問題。本文建議循「事件類型審理必要論」

之理論，針對商業糾紛（特別是涉及科技業的案件）特別制定一

套特別且嚴格的訴訟程序(司法程序的客制化)16，並可適當引進陪

審或參審制度以補強法官專業知識之不足。尤其是本文認為應特

別參考美國制度健全事證開示(Discovery)程序17，由原被告雙方

經由其代理律師依取證程序進行有關訴訟之事證蒐集，主要包括

雙方當事人資料提出(Production of Documents)、相互詢問

(Interrogatory)及對訴訟有關人員進行訊問(Deposition)，以獲取專利

侵權與否、損害估計以及專利無效(Invalidity)和不可執行

(Unenforceability)有關的所有事實及證據，包括但不限於公司組

織、研究開發、生產製造、市場行銷、財務會計、專利申請和實

施過程等。再隨著取證程序進展，由雙方律師就據以涉訟專利在

聽證程序(Markman hearing)向法官提出專利範圍界定(Claim 

construction)之裁定，進而據此判斷涉訟專利與涉訟產品間是否構

成侵權。在判斷是否有專利侵權之審理程序，雙方當事人尚須各

                                                 
15 參見聯合新聞網：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1/2735661.shtml 根據該項報導，大
陸已修正公布「台灣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就業管理規定」，放寬台灣居民到大陸就業的多項限制。

根據這項規定，台灣民眾赴大陸工作，只需符合下列條件：一、年齡十八至六十歲（投資者和大

陸急需的技術人員不受限）；二、身體健康（要有健康證明）；三、持有效旅行證件（台胞證）；

四、從事大陸國家規定的職業（例如必須持有專業證照才能從事的技術工種）應按規定具備相應

資格證明；五、大陸法律規定的其他條件。 
16 台灣訴訟實務不注重程序合法性與嚴格性，是長久的積病。 
17 以下的介紹主要引自:周延鵬，前揭文，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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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聘請專家(Expert)提出專家意見，並接受對方律師詢問，以輔助

法官侵權與否之判斷。另外當法院判斷專利侵權成立後，再根據

取證程序所獲取的涉訟侵權產品的產銷與財務會計資料，由雙方

當事人各自聘請損害賠償估算專家提出意見，並接受雙方律師詢

問。美國此種程序充分發揮當事人主義之精華，相當值得我們參

考。最後，本文認為在實體法上則應針對科技商業糾紛重新思考

損害賠償之理論基礎，適度提高賠償額，並納入無體財產之思維

重新架構整個財產法與契約法體系，尤其是在債篇各論中應納入

技術移轉與專利授權之規範18。 

 

總之，政府若放眼世界，則法律也該國際化。而國際化除了表示若干

法令有世界統一之需求外，另一方面則表示政府利用法令從事管制時應以

全球為著眼點，例如設計吸引全球廠商的商業法令、制定適於管理國際人

才的勞工與人事法令、並強化全球租稅稽核之能力等。本文以為歸根到底

我國政府如果能做好法治(rule of law)，就可以大幅提升我國的競爭力

了，因為良好的法治環境可以大幅降低廠商的營運成本，美國與香港等之

經驗可以為證。 

 

 

 

 

 

                                                 
18 本文以為此為民法學之重大議題，但卻長期為人所忽略。我國民法基本上對於物，均假定其
為有體物(動產或不動產)，而架構整個規範體系。但隨著資訊革命與科技發展，無體財產甚至是

資訊在商業上之重要性與日俱增，可是整個民法卻對此部分空白，實在相當可惜。此種情形在契

約法中亦非常明顯，例如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契約與一般買賣或租賃性質上差異甚大，但民法債

各中的典型契約卻未加以規定(債各中很多典型契約實務上其實用到的不多，但專利授權等相當

重要的契約卻沒有規定)，而遁入無名契約之領域。我國民法債各增修加入合會與旅遊等契約，

卻沒有增訂無體財產交易契約，顯示我國立法者的眼光不夠廣也不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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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專利制度的改革 

企業的智慧資本固然可以表現在許多方面，例如營業機密、關係資

本、組織資本、KNOW HOW 等，但是最具體且法律上提供最完整保障的

仍然是專利權。我國專利法在去年（93/7/1 施行）曾經大幅修正，修正的

重點，依據立法說明計有十九項，包括： 

一、明確界定本法有關期間之計算：期間之計算，影響當事人權益甚鉅，

修正前條文中有「之日起」或「之次日起」規定，用語不一，滋生疑義，

爰一致修正為「之日起」，並明定原則上始日不計算在內，僅於有特別規

定時，如專利權存續等期間，即日起算。（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二、修正專利新穎性、進步性及創作性之規定：有關專利新穎性、進步性

及創作性之認定，攸關專利申請案件之准駁，影響人民權益至鉅，修正前

條文容有疏漏或未周延之處，爰參照國外立法例，酌為增修正，以資完備。

（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第九十四條及第一百十條）   

三、刪除繳納規費作為取得申請日之要件：按申請日之取得除具備申請

書、說明書及必要圖式外，依修正前條文第二十三條規定尚需繳納規費，

惟規費之繳納於修正後條文第八十條已有明文，且應屬可補繳之事項，不

宜因未繳納或未繳足規費而無法取得申請日，而影響申請人權益。至於申

請人未繳納規費或未繳足規費，且經通知補正仍未繳納者，申請案將不予

受理。爰參考國際上其他國家之作法，不將規費之繳納，作為取得申請日

之要件。（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及第一百十六條） 

四、修正說明書記載、補充、修正、更正之規定：為順應國際上對說明書

撰寫方式採鬆綁之趨勢，並落實簡政便民之施政，且避免現行實務上執行

所生之爭議，爰就專利說明書記載、補充、修正、更正之規定，酌作文字

修正，以資明確。（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第四十九條、第六十四條、第

一百十七條及第一百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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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確列舉不予專利之法定事由：參照行政程序法第五條規定意旨，對

於不予專利之行政處分，宜有明確規定，爰將本法中所有不予專利審定之

事由予以列舉，俾專利審查人員及申請人有所遵循。（修正條文第四十四

條、第九十七條及第一百二十條）   

六、整合提起異議與舉發事由而廢除異議程序：修正前本法關於專利之公

眾審查區分為核准審定後領證前之異議制度及領證後之舉發制度。由於異

議爭訟曠日費時，以致有無專利權之爭議遲遲無法確定，或常有藉異議程

序阻礙專利權人領證之情事，對於專利權人之保護，實顯不周。況我國現

行舉發程序，對於得提起舉發與得提起異議之法定事由大致相同，且二者

所踐行之程序，並無二致，對之不服者，所能提起之行政救濟程序亦完全

相同，實無併存之必要。爰整合提起異議與舉發之法定事由，將修正前條

文第四十一條刪除，異議程序廢除，使得提起異議事由納入舉發事由中，

以保留原有公眾審查之精神，達到簡化專利行政爭訟層級，使權利及早確

定。   

七、刪除審定公告中之依職權審查之規定：本次修正專利權一經核准即可

繳費領證，自公告之日起取得專利權。對於已發給之專利權，如發現有不

合法情事，專利專責機關另可依修正條文第六十七條第一項依職權撤銷

之，已無發證前（即審定公告中）依職權審查之問題，爰刪除修正前條文

第四十五條核准審定後尚未領證前，專利專責機關對於不應給予專利得依

職權撤銷之規定。   

八、修正核發專利權之時點：依修正前本法關於專利申請案經核准後，需

俟公告後三個月無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審查確定後，始取得專利權。此種

領證前之異議制度，使申請人遲遲無法領證，迭遭質疑，國際立法趨勢上

已多不採用。爰明定申請案一經審定即可繳納規費，取得專利權。（修正

條文第五十一條、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十三條）   

九、增訂「為販賣之要約」亦為專利權效力所及：按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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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協定（TRIPs）第二十八條規定，專利權人得禁止第三人未經其同意製

造、使用、為販賣之要約（offering for sale）、販賣、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

其專利物品。故國際上已將『為販賣之要約』列為專利權人效力範圍，爰

參酌國際法例增列之，以符合國際規範。（修正條文第五十六條、第一百

零六條及第一百二十三條）   

十、刪除核准專利權得分割之規定：按專利核准後之分割，必須重新審查

有無超出原核准之範圍，不但增加審查程序之複雜化，並且造成權利範圍

之變動，影響第三人瞭解核准專利範圍之內容。目前其他國家並無核准專

利權後得分割專利權，爰刪除修正前條文第六十八條，有關專利權得分割

之規定。   

十一、增訂舉發審查程序規定：舉發審查程序依修正前本法之規定，原係

準用異議有關之規定，本次修正已廢除異議程序，舉發之審查無法準用異

議程序之條文，爰另為規定。（修正條文第六十九條至第七十二條） 

十二、刪除專利物品之標示及刑罰規定：修正前本法規定專利權之標示不

得逾越專利權之範圍，對於非專利物品或非專利方法所製物品，不得附加

請准專利字樣或讓人誤為已准專利之標示；如有違反，應負刑事責任。惟

專利物品應如何標示，其標示是否確實，有無欺騙行為或致損害於他人，

刑法、公平交易法及民事侵權等現行法律之規範已足資適用，爰刪除修正

前條文第八十三條及第一百三十條。   

十三、修正專利權人專利年費之減免規定：為有效激勵自然人、學校及中

小企業利用其發明專利權，提升我國科技產業之創新發展，爰參考國外立

法例之獎勵規定，修正專利年費減免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八十三條） 

十四、增訂涉侵權訴訟之舉發案專利專責機關得優先審查：為保障專利權

人合法權益，有關於專利專責機關審查中之舉發案，如知有提起專利侵權

爭端訴訟案，為使涉訟二造糾紛儘早解決，有必要使舉發案早日審查確

定，爰增訂涉有侵權訴訟之舉發案，專利專責機關得優先審查。（修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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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九十條）   

十五、新型專利改採形式審查制：參考世界主要國家新型專利審查制度，

均將技術層次較低之新型專利，捨棄實體要件審查制，改採形式審查，以

達到早期賦予權利之需求，爰參考修正之。（修正條文第九十七條至第九

十九條）   

十六、增訂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由於新型專利改採形式審查，未對其新穎

性及進步性進行實質審查，導致新型專利權之權利內容有相當之不安定性

及不確定性，爰參考外國立法例，引進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制度，任何人於

新型專利公告後均可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另為防止新

型專利權人利用此制而濫用行使權利，對第三人技術利用及研發帶來相當

大之危害，爰參考國際立法例，新型專利權人於行使權利前，應提示由專

利專責機關所作成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修正條文第一百零三條至第一

百零五條）   

十七、廢除新型專利及新式樣專利之刑罰規定：修正前本法業將侵害發明

專利權除罪化，卻仍維持侵害新型、新式樣專利之刑事責任，屢遭批評，

咸認侵害技術層次較高之發明專利無刑事責任，侵害技術層次較低之新

型、新式樣專利，反科以刑事責任，顯有輕重失衡之不合理情況。再以本

次修正，新型專利已改採形式審查，對於僅經形式審查之新型專利權，是

否合於取得專利權之實質條件，並不確定，如仍採取刑事罰，以國人習慣

以刑逼民之作法，易對被告造成無法彌補之傷害，爰將侵害新型、新式樣

專利權，均予廢除刑罰，完全回歸民事解決，以解決現行本法輕重失衡體

例不一之狀況，並避免將來專利權人動輒發動刑事程序影響企業之發展，

爰刪除修正前條文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六條、第一百二十八條及

第一百二十九條。   

十八、增訂過渡條款：本次修正重點包括廢除異議程序、新型專利改採形

式審查、導入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等等，皆屬專利制度重大變革，爰增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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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法律過渡期間規定。（修正條文第一百三十四條至第一百三十六條）   

十九、明定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因本次修正為全案修正，實務作

業程序亦須配合調整修正，另廢除異議程序，新型專利改採形式審查，屬

專利制度之重大變革，須有足夠時間準備及因應，更有必要使各界有充分

瞭解及適應修正後之制度運作，爰明定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修

正條文第一百三十八條） 

 

基本上本文以為專利法經過此次修正大致上已與國際潮流接軌，不過

我國目前的專利制度仍有以下諸點問題有待改革: 

一、 專利審查品質有待提升:專利要有價值必須經得起訴訟的檢

驗，因為權利人提起專利侵權訴訟時，在訴訟中對手必定會想辦

法否定原告專利之有效性，唯有經過不斷挑戰皆無法推翻的專利

才具有產業上之價值，可作為談判授權或提起訴訟之利器。但是

以往我國專利審查實務之品質不彰，且囿於智慧財產局人力之不

足而大量外包專利審查工作19，使得審查品質上難以統一。故常常

使得專利申請人經過多年申請好不容易取得專利註冊後，一旦持

以行使權利，他人卻可以輕易找到漏洞而推翻該專利。此不僅斲

喪智慧財產局之威信，更使申請人對專利之信賴落空，更造成資

源之浪費。凡此都有待智慧財產局戮力改進，並應建立一套完整

的審查員培訓方案，施以專業訓練。 

二、 專利資訊網路化有待加強:目前專利實務上相當令人詬病的一

點就是智慧財產局所提供的專利搜尋系統相當簡陋，且連進去後

大剌剌地寫著連穎科技偍供，更讓人有圖利私人之嫌。如同本論

文第四章第四節所述，資訊對於研發工作至關重要，研讀他人之

                                                 
19 國內各大專院校之工學院教授大多都有「兼差」審查專利。但工學院教授在學校之工作本來
就在於從事技術研發，難免球員兼裁判的問題，且其可透過審查之名對他人未公開之技術「先睹

為快」，更有抄襲他人技術之道德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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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內容，不僅可以防止侵權，更可觸發靈感進行改進，又如資

訊業者更可就該資訊進行加工或整理(例如 Chi Research)，以創造

更高的價值，故建立一套強大的專利資訊系統應是智慧財產局責

無旁貸的任務。例如美國USPTO的免費專利搜尋系統，功能強大，

且更新迅速，帶給科技業研發與研發服務業(例如專利事務所)極大

的便利，値得我國效法。 

三、 類似美國 ITC 的保護制度有待建立20:為了保護美國的專利所

有權人免於受到「進口貿易方面的不公平競爭」，並為當事人間的

爭執提供一可進行訴訟之強而有力的法院，美國在1930年制頒了

關稅法(Tariff Act of 1930)，並於該法第337條授權美國貿易委員會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對該涉嫌侵權之進口案

件21，根據原告聲請或主動依據職權發動調查程序。基本上ITC的

程序屬於行政程序的一種，由行政法法官(Administrative Law Judge)

審理，並以雙方當事人對證人交互詰問(cross-examination)的聽證方

式進行程序，法定調查程序期間不得超過五個月，最後如果 ITC

認定個案違反了 337 條時，即可發出全面或局部排除令(Exclusion 

Order)之保護措施，禁止侵權物品輸入美國及銷售，這對權利人相

當有利，而對向美國出口之企業造成相當大的打擊。由於根據該

調查程序，專利權人享有美國專利法所未規定之許多救濟保護，

例如有力的執行方法、迅速和廣泛的揭露(discovery)、緊湊的審理

程序與集中審理、可預測終局裁判的時間等，因此自1990年起，

已有將近200件向ITC提起的訴訟案件。22目前我國只有在商標法

                                                 
20 本段關於美國 ITC的簡介，主要參考王本耀主編，《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訴訟實務》，財

團法人亞太智慧財產權發展基金會，民國93年出版。 
21 Under Section 337, it is unlawful to impor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sell for importation or sell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importation articles that infringe a valid and enforceable U.S. patent, registered 
trademark, copyright or mask work for which a domestic industry exists or is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established. 
22 根據本文作者所聆聽過的一場由美國MOFO法律事務所主辦的演講，台灣是美國ITC的大戶，



論促進我國研發服務業發展之商業機制與法律制度 

 91

中有類似之保護規定(新修正商標法第六十五條到第六十八條)，但

在專利法卻沒有加以規範，立法上似乎有疏漏，本研究建議我國

應模仿美國的ITC制度，架構我國完整之智慧財產權保障措施。 

 

 

 

 

 

 

 

 

 

 

 

 

 

 

 

 

 

 

 

 

 

                                                                                                                                            
在所有國家涉及ITC的案件中台灣所佔比重屬一屬二，更糟的是台灣的ITC案件的勝訴率竟然又

是各國中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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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走出去的台灣，走出去的法律市場 

壹、台灣律師市場概況 

台灣的律師市場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塊:本地訴訟，外人境內投資法律服

務與本國企業赴外投資法律服務。其中本地訴訟業務主要由散居各地方以

個人為主的小事務所競食此塊大餅，由於此種小事務所數量極多，且難以

從事差異化競爭，故市場競爭激烈，接近獨占性競爭的程度。至於外人境

內投資法律服務國內長期由少數幾家大型事務所(理律、國際通商、常在、

眾達等)把持，市場接近寡占性質，近來雖有不少中型事務所想瓜分此塊大

餅，但一定規模以上的案件仍難以與大型事務所競爭。至於本國企業赴外

投資這塊，以往國內趨近空白，幾乎沒有事務所在經營這領域之業務，國

內最大之理律法律事務所早年曾在美國、最近在上海有設點經營，但似乎

都成效不彰，無疾而終。目前國內的做法是如果有本國企業赴外投資需要

法律服務時，則由本國事務所將案件轉給國外大型事務所處理(如為跨國大

型事務所，則轉給母所承辦)，而本國事務所僅扮演中間聯絡人的角色，故

此部分業務幾乎都被國外事務所拿去。 

至於現今整個台灣法律市場的規模，依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

之統計，我國法律服務業(包括海事案件、軍法辯護、非訟事件、財稅案件、

法律諮詢、行政訴訟、代辦法律公證、民刑事訴訟案件、商標專利案件及

涉外及華僑投資申請等)在 2000年之整體營業收入為新台幣一一七點七億

元，年增加率為 9.39%。其中個人市場佔28%，法人市場佔 72%。至 2000

年底，法律服務業的家數估計達1603家，就業人數約為八千四百人。而在

這1603家中，年營業額超過新台幣一千萬的只有二二二家，五百萬到一千

萬的有一九七家，一百萬到五百萬的有一零四三家，一百萬以下的有一四

一家。23茲整表列如下以方便參考: 

                                                 
23 資料轉引自:劉孔中，〈論律師業之困境及其改善之芻議〉，律師雜誌，第275期，民國91年8
月，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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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2000年台灣律師事務所營業額與家數分布圖 

2000年台灣律師事務所營業額與家數分布圖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低於100萬 100-500萬 500-1000萬 超過1000萬

家數

 

※本圖來源:本論文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之資料所自行繪製 

由以上所引之產值雖可看出其有增加，但相對於外國(特別是美國)仍

相差甚多，例如美國最大法律事務所Baker&Mckenzie一年營收就接近新台

幣四百億元(US $1.228 Billion)24，約為全台灣全部事務所加起來的三倍有

餘。 

 

貳、台商大舉出走造成法律市場的變遷 

承上所述，以往台灣三塊法律市場涇渭分明，小型事務所、國內大事

務所與國外大事務所業務重疊處不多，彼此井水不犯河水。不過近年來台

灣經濟持續低迷，加上中國大陸的吸金效應，使得外人赴台投資金額逐年

下滑25，連帶使得傳統國內的大型非訟事務所的經營環境越來越困難，近

年來雖因台灣加入 WTO 而放寬外國律師在台執業之限制，但卻甚少國外

大型法律事務所直接來台設立分所(相反地，國外大型事務所紛紛到大陸設

所，佈局卡位)，則國內法律市場之萎縮即可略窺一斑。 

                                                 
24 See: http://www.bakernet.com/BakerNet/Firm+Profile/Key+Facts+Figures/default.htm 該事務所目
前全球計有 3200名律師，在38個國家中有69家事務所，其規模與國際化程度台灣完全沒有事
務所可以相提並論。 
25 請參考經濟部技術處之統計資料: http://www.idic.gov.tw/content/doc/9402-1.xls 。茲不贅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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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台灣的產業又大舉外移，特別是到中國大陸、美國與東歐

等。26但國內律師產業長期沒有對外發展的能力，以往因為沒有開放國外

事務所來台執業，因此也喪失向國外優秀事務所學習的機會，故相較於國

內會計師事務所這幾年已經完成整合並與國際接軌，我國律師事務所的國

際化能力還相當有待加強。台灣法律事務所並沒有隨著本國客戶出走而提

供台商在投資國所需要的法律服務(就像以往美國大型事務所，如

Baker&Mckenzie提供在台美商的諮詢服務)，使此塊法律市場平白被國外律

師事務所搶去，實在相當可惜。 

令人相當憂心的是，我國律師事務所面對當前的競爭環境，不想辦法

努力走出去，彼等的因應策略竟然是向下發展，競食傳統本土中小型事務

所之業務。 

 

 

 

 

 

 

 

 

 

 

 

 

 

                                                 
26 詳細數據亦請參考經濟部技術處之網站資料: http://www.idic.gov.tw/content/doc/940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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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重新思考律師的角色 

壹、深受傳統觀念束縛的律師法制 

傳統上我國法制上將律師定位為公益性質的服務業以管制的態度加

以規範，這可以律師法為例，該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律師以保障人權、

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第二條規定:「律師應砥礪品德、

維護信譽、遵守律師倫理規範、精研法令及法律事務。」學說上則更加理

想化地說:「律師制度，均源自國民主權，係以保障國民之諸基本權及貫徹

尊重人之原則為上位目的，而非自我目的。」進而認為「尊重國民之法主體

地位，應是律師法修正之前導法理;而國民的意願則應成為決定律師法修正

方向之指標。」27並且傳統法學界更有意無意地帶有一種意識形態，認為律師

產業化是一種不道德的事，亦即不應「純然僅從競爭原理、市場原理將律師

業務予以產業化」。28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律師法制長期以來就是以管制的

角度加以規範，基本上根本沒有將律師業視為一項產業加以推展。並且根

據學者的研究，導致台灣法律服務業無法正常發展的還有一項原因就是政

府的職權干涉替代了律師的功能。此項干涉或管制普遍存在於行政、立法

或司法各部門，其特徵為政府擔心人民之智力、財力或經驗不足，或單純

只是為了討好選民，而總是在免費或僅收取不足反應行政成本之規費的條

件下主動提供人民各種法律上協助或排難解紛。29 

    另一方面，或許受到傳統中國舊社會文化的影響，民間或政府往往視

律師為訟棍，專司挑撥離間(刑法第一五七條並設有刑事處罰規定)，認為

律師如果越多社會就會越亂，結果就是律師錄取率每年均只有個位數，就

人口與律師比來看，台灣與歐美差異極大。台灣的律師不僅少，問題更大

的在於受過完整與良好訓練的律師又更少。以美國為例，律師養成基本上

                                                 
27 以上引言參見:邱聯恭，〈律師法修正之應有方向〉，律師通訊，第1197期，民國85年2月，
頁19與25。 
28 同前註，頁20。 
29 參見劉孔中，前揭文，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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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三階段:第一階段為學校教育，第二階段為BAR EXAM，第三階段為事

務所的Practice。而美國律師制度的精華就在於第三階段的實務訓練，一個

人就算以優秀的成績從最TOP的法學院畢業並通過律師考試，但如果沒有

執業訓練，在美國是無法被視為一位適格的律師的。可是國內的生態則完

全相反，如前所述國內以個人的中小型事務所的經營型態佔絕大多數，在

人力與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事務所招聘新進律師後通常僅簡單交代一下作

業流程，就讓新進律師獨立辦案，基本上沒有給與任何有系統的訓練。針

對此種現象，美國學者康涵真(Jane K. Winn)就指出台灣法律的被邊緣化問

題，而促使法律被邊緣化的諸多因素中，其中一項就是訓練有素的律師太

少。訓練有素的律師太少又導致人民缺乏接近法律制度的管道。30 

 

貳、律師組織的公司化 

    根據本文作者多年觀察，以為法律人往往太注重表面而忽略了現實

（這是法律家與經濟學者思考上很重要的一點差異）。以律師的角色與律

師事務所的組織為例，法律人一再強調律師的公益角色，甚至使律師帶有

準公務員的色彩，但現實上律師不僅是營利事業，根據本文的觀點律師更

是具有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並且組織只是工具，本身是中性的。公司組

織、財團法人組織或合夥組織現實上完全無法限制該組織的目的，例如醫

院是財團法人，照理說應以公益為重，但長庚醫院每年營收超過三百六十

億台幣，毛利超過六十億台幣，毛利率高達百分之十六以上，遠遠把國內

的「電子五哥」拋在後面31。律師事務所也是如此，雖然法律基於「公益」

理由限制律師事務所只能採取合夥組織，但現實上所有事務所仍莫不以營

利為首要目標。則法律上對組織的限制，不但是昧於現實，且扼殺了人民

                                                 
30 參見康涵真，〈關係運作與法律的邊緣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7期，民國 83年 7月，
頁 1-40。 
31 例如五哥中的一哥鴻海，94年最新一季毛利率也不過 5.94%。請參考：
http://tw.stock.yahoo.com/d/s/company_23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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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私法自治發揮創意設計組織的空間，最終使我國法律服務業發育不

良，不僅人民無法享受到如美國等先進國家般的法律服務，也無法提昇整

體GDP的成長，最終受損的仍是人民，政府立法管制原是一片好心，但有

時好心反而造成不好的結果。其實根據學者研究，公司組織具有永續性的

特點，而合夥組織常常因為合夥人聲明退夥、合夥人同意解散等因素而難

以長久持續。而公司具獨立人格得以永續發展的特性，更可以使組織的智

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得以累積，並進行組織記憶（organization memory）

與學習（organization learning）。並且藉由公司組織內專業分工的特性，可

以培養律師的專業能力。並且公司型態的事務所可以一體適用政府獎勵產

業之相關法令規定，此外並有利於事務所經營管理的科技化，以及有利於

融資取得資金。總之，我國律師事務所應朝公司組織改革，如此才能有效

整合生產要素，以提昇我國律師產業的國際競爭力。32 

     

參、代表當事人的律師才應是訴訟程序的主導者 

律師的角色在傳統台灣法學教育與立法設計上均被邊緣化，在學校的

法學家很大的比例研究興趣均在於抽象的「實體法」分析，而專精與人民

實際發生糾紛時最密切相關的「程序法」者不多。且在教學上多以訓練學

生學術能力為主要目標。至於所謂法律門診或訴訟實務等課程均僅是點輟

性質。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傳統法學教育在思考問題的立場上，基本上是

站在類似法官的立場在論理，而非站在當事人的立場考量。事實上不論是

法律系課堂上提到「實務」時，或者教科書名上所使用之「實務」字樣，

其所指的實務，皆為「審判實務」的代名詞。其實法學院少數課程雖會請

一些實務界的老師授課，例皆為法官出身，以筆者上過台大與政大數十位

法學教授的課程，卻幾乎沒上過有老師屬於律師實務界者33。至於法學界

                                                 
32 請參考：林桓，前揭文，頁 34。 
33 少數幾位，例如政大兼任的陳長文老師與台大兼任的徐小波老師是律師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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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最高牛耳的大法官，依據司法院組織法第四條第一項，其所謂之實務界

人士僅限於具有「最高法院法官十年以上經驗（第一款）」、「曾任立法委

員九年以上（第二款）」或「曾任國際法庭法官者（第四款）」，則律師根

本依法不得出任大法官。由以上敘述，可以明顯看出，我國整體法律制度

與文化環境，把律師相當地邊緣化。 

本文認為我國傳統的站在法官立場的法律關應有改弦易轍之必要。蓋

就理論而言，既然根據國民主權原則人民是程序上的主體，則應貫徹當事

人主義，以律師（也就是當事人的代理人）角度重新思考整個訴訟實務運

作。目前我國司法改革雖曰朝當事人主義邁進，但與美國制度相較，仍有

極大的改進空間，目前台灣不論民刑事訴訟程序實務運作（而非法律條

文），仍是由法官主導整個程序進行與證據調查，律師能施得上力的點很

少，這也導致律師在訴訟中的加值功能（value-added）不彰，使律師的

價值難以體現34。我國法制深受德國法與中國傳統法的影響，封建色彩濃

厚35，此種落伍制度早已不能因應現代產業競爭環境的需求。而無法藉由

有利的司法制度作後盾，也使得在市場競爭下業者紛紛選擇在美國進行專

利訴訟，這也是學者高呼台灣專利無用論的原因之一36。 

   

 

 

 

 

                                                 
34 根據筆者執業律師 4年的經驗，總感覺當事人是否請律師似乎沒有太大的差別，反而白花了
一比律師費，勝訴後也無法向對方索償，這或許也是實務上民眾請律師比例不高的原因之一吧。 
35 德國的法治主義（rule by law）由於未受到市民革命（civil revolution）的洗禮，相對於英美法
的法治主義（rule of law）就顯得封建與不民主許多，且處處帶著家父主義的色彩。 
36 台灣專利無用論是周延鵬律師所提出的，請參考：周延鵬，前揭文，頁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