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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03月 09日 專利部  陳邦禮經理  撰 

專利訴訟最新判決模式—更正抗辯扮演關鍵角色 

一、 前言 

最近如果有以專利權人的身分參與訴訟，應該會發覺法官常會問到：「這個

案子有沒有向智慧局提出更正？」，事實上，這個以往在法庭上鮮少出現的提問，現

在幾乎成了法官的例行公事，到底法官這句話代表什麼意思？背後是不是有什麼陷

阱？專利權人應該如何因應呢？詳見本文以下的說明。 

二、 行政訴訟的慣行作法 

以往，專利舉發事件中，專利權經智慧局審定舉發不成立，舉發人向智慧財

產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提出新證據時，即使智慧財產法院認為新證據單獨或與原來證

據組合可證明系爭專利不具專利要件，惟考慮專利權人仍有可更正之程序利益，依據

司法院 101 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結論1，智慧財產法院大多會判決撤銷訴願決

定與原處分，發回智慧局重為審查，使專利權人有更正機會，以衡平專利權人更正權

益與舉發人之利益。實際案例如智財法院 100 年度行專訴字第 88 號判決2與智財法院

101年度行專訴字第 106號判決3。 

上述二案例中，智慧局審查後認為部分請求項應准而部分請求項不應准，據

以作成全案舉發成立之行政處分前，已踐行通知申復更正之程序，且專利權人未作更

正，故該行政處分符合前揭專利審查基準之規定，智財法院自應予以維持。 

                                                 
1 智慧財產法院於作成『被告應作成撤銷專利權處分』之判決前， 應已充分考量智慧財產局

是否曾給專利權人更正之機會，及系爭專利是否仍有更正之可能。如系爭專利仍有更正之可能，而智慧

財產局又未曾給予更正之機會時，為保障當事人之程序利益，智慧財產法院以作成『被告應依本判決之

法律見解另為適法處分』之判決為宜。 
2 惟因本件原告所提新證據資料，雖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至 6 項不具進步 

性，而本件系爭專利有無可能在參加人為更正後，另有不同之審定結果，因事涉參加人權利，有待被告

查明後另為適法之處分，況且原告僅就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至 6 項提出舉發，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範圍第 7 至 11 項並非本件舉發之對象，系爭專利猶存有更正程序利益之問題，是本件原告請求命被告

就系爭專利舉發案應命被告為「舉發成立， 撤銷專利權」之處分部分，並未達全部有理由之程度，原

告 此部分之請求，即應予以駁回。 
3 然因證據 5、6 係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始提出之新證據，參加人無法及時於被告舉發審查階段

斟酌是否為申請專利範圍之更正，為兼顧參加人提出更正申請專利範圍之程序利益，尚有待被告依本院

上開法律見解另為適法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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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來智財法院有部分判決採不同見解，如 103 年行專訴字 41 號判決

4、103 年行專訴字第 83 號判決5，認為行政訴訟中對於原告（舉發人）提出的新證

據，無論專利權人（即參加人）是否提出答辯，如未自行向智慧局聲請更正，法院認

定各請求項不具專利要件時，即無須再考量專利權人更正之程序利益問題，逕判決命

智慧局作成舉發成立撤銷其專利權之處分。 

三、 最高行政法院 104年度 4月份第 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由於智財法院對此類案件應如何判決有所分歧，為求判決步調一致，最高行

政法院 104年度 4月份第 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即提出討論，設問題如下： 

智慧局於民國 97年 7月 1日後（即 96年 3月 28日制定公布之智慧財產案件

審理法施行後）102年 1月 1日前（即 100年 12月 21日修正公布之專利法施行前），

就Ａ專利（發明或新型專利，請求項一項以上，下稱系爭專利）舉發案作成舉發不成

立之審定。舉發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爭訟，訴請智慧財產法院判決：訴願決定及原

處分均撤銷，智慧局應就系爭專利舉發案作成舉發成立之處分。於該舉發不成立審定

之課予義務訴訟中，舉發人援用原舉發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同一撤銷理由

提出新證據，經智慧法院審酌，或經技術審查官為意見陳述後，認定舉發人所提出之

原舉發證據或新證據或新證據與原舉發證據之任意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全部或部

分）請求項不具可專利性，而專利權人於該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未向智慧局申請更

正該原處分中審定舉發不成立之請求項後向智慧財產法院陳明該事證，則智慧財產法

院究應依行政訴訟法第 200 條第 3 款6規定，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智慧局應

                                                 
4 雖原告於本件訴訟始提出新證據，然本院已就各該獨立項及附屬項逐一論斷均不符合專利要

件，本件事證已臻明確， 而無事證未臻明確或請求項尚待被告審查之情事，參加人於本院審理時亦稱

現無考慮更正系爭專利等語。從而，原告請求命被告為撤銷系爭專利權之審定，為有理由，亦應准許。 
5 雖證據 1 與證據 3 之組合係原告嗣後始提出之新證據，參加人無法及時於被告舉發審查階段

斟酌是否為申請專利範圍之更正，然本院業依職權命參加人參加訴訟，參加人均未於準備程序及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聲明或答辯，而本件經兩造充分攻防後，本院認定證據 3 已揭露系爭

專利請求項 2 之整體技術特徵，系爭專利請求項 2 並無不可預期之功效，是系爭專利請求項 2 確不符專

利要件，且已無更正之可能，專利權人即無更正之程序利益。從而，本件並無事證未臻明確或請求項尚

待被告審查之情事，原告訴請命被告應就系爭專利請求項 2 為舉發成立撤銷專利權之審定，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6 行政法院對於人民依第五條規定請求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應為

下列方式之裁判：三、原告之訴有理由，且案件事證明確者，應判命行政機關作成原告所申請內容之行

政處分。 



 

www.dpt.com.tw 

 台中市 40877南屯區永春東一路 549號 3樓 

電話：04-23808393   傳真：04-23808395 

E-Mail：direction@dpt.com.tw 

文章內容為個人意見，不代表事務所立場 

 

 

就系爭專利舉發案作成舉發成立之處分。」之判決？抑或應依同法條第 4 款7規定，為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智慧局應就系爭專利舉發案依本判決之法律見解另為處

分。原告其餘之訴駁回。」之判決？ 

經決議如下：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33條第 1項規定，當事人於行政訴訟程序中得提出

新證據。為兼顧專利權人因新證據之提出未能及時於舉發階段向智慧局提出更正之申

請，專利權人於專利舉發行政訴訟程序中自得向智慧局提出更正之申請。而依目前現

制，因專利舉發不成立而提起之行政訴訟程序，智慧局均列為被告，專利權人則為參

加人，不論當事人於行政訴訟程序中是否提出新證據，智慧局及專利權人就舉發證據

均應為必要之攻擊防禦。於有新證據提出之場合，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33 條第 2

項8規定，智慧局亦應就新證據之主張有無理由提出答辯狀，同理，專利權人就新證據

之主張有無理由，亦應為必要之答辯，是以，就新證據之攻擊防禦而言，應無突襲之

虞。故不論係基於原舉發證據或新證據或新證據與原舉發證據之組合，於行政訴訟程

序中倘經法院適當曉諭爭點，並經當事人充分辯論，而專利權人自行判斷後，復未向

法院表明已向智慧局提出更正之申請時，依行政訴訟法第 200 條第 3 款及民國 100 年

12 月 21 日修正公布，102 年 1 月 1 日施行前之專利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10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9，法院審理之結果不論專利全部請求項或部分請求項舉發成立

者，均得就全案撤銷舉發不成立之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命智慧局為舉發成立、撤銷專

利權之處分。 

依據前述決議，就 100 年 12 月 21 日修正公布之專利法施行之前，即 102 年

1月 1日之前智慧局所為之舉發不成立處分，於訴請全案撤銷的課予義務訴訟中，無論

是基於新證據、新證據與原舉發證據之組合、或原舉發證據，經法院認定部分或全部

請求項不具專利要件，且有以下情形： 

1. 經法院適當曉諭爭點，並經當事人充分辯論 

2. 專利權人自行判斷後，並未向法院表明已向智慧局提出更正之申請 

                                                 
7 四、原告之訴雖有理由，惟案件事證尚未臻明確或涉及行政機關之行政裁量決定者，應判命

行政機關遵照其判決之法律見解對於原告作成決定。 
8 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就前項新證據應提出答辯書狀，表明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有無理由。 
9 條文意旨係智慧局僅得就專利權做全案准駁之處分，而非針對個別請求項之准駁來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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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財法院即得依行政訴訟法第 200 條第 3 款之規定，命智慧局做成舉發成

立、撤銷專利權之處分。 

四、 新的行政訴訟判決模式 

前述決議作成之後，目前已有判決在專利權人未主動申請更正的狀況下，當

法院認定系爭專利不具可專利性時，已無需再考量專利權人仍有可更正之程序利益，

不僅將「舉發不成立」之原處分撤銷，更直接命智慧局作成「舉發成立」之處分，最

極端的例子是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判字第 352 號判決10，該判決中，系爭專利共有 10

個請求項，舉發人僅舉發請求項 1，而於行政訴訟階段提出新證據，由於該判決中系爭

專利的舉發不成立處分是於 102 年之前做成，符合前述決議的預設情境，故雖法院認

為僅請求項 1 不具專利要件，其餘 9 個請求項具有專利要件，惟專利權人並未自行申

請更正並向法院陳明，因此，系爭專利仍遭全案撤銷之命運。 

面對法院此一作法，專利權人需特別留意，對於舉發人的主張如果認為某些

請求項的勝算不大時，應謹慎考慮是否應更正專利範圍，如確有更正的需要，務必於

訴訟進行中即時向智慧局提出，否則即使只有一顆老鼠屎，也可能壞了整鍋粥。 

前述決議是針對 102 年以前審定的舉發不成立案件，至於 102 年以後審定的

舉發案件，因適用之專利法規定智慧局應逐項審定而非全案准駁，原非前述最高行政

法院決議預設的標的，理應不會被類推適用，然近來發現有多個案例遭智財法院逕為

課予義務判決，其中未涉及新證據者如智財法院 104 年行專訴字第 12 號判決11、智財

                                                 
10 本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 10 項，上訴人於舉發階段提出原舉發證據(即證據 2 至 7)舉發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嗣於行政訴訟程序中提出新證據(即證據 8)，經原

判決認定前開原舉發證據與新證據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不具進步性，雖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尚有 1 項直接附屬項及 8 項間接附屬項，惟於行政訴訟程序中業經原審適當曉諭爭點，

並經當事人充分辯論，而參加人自行判斷後，復未向原審表明已向被上訴人提出更正之申請，案件事證

明確，並無涉及行政機關之行政裁量決定，揆諸前揭行政訴訟法第 200 條第 3 款、專利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及上揭決議意旨，原判決得就全案撤銷舉發不成立之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命被上訴人就系

爭專利舉發事件，應為舉發成立、撤銷專利權之審定。 
11 查本件關於證據 1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6 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證據 1 、3 組合均可證

明系爭專利第 4 至 6 項不具進步性，均屬原告於舉發程序中所提之舉發證據而非於本院審理時始提出

之新證據，而參加人就該舉發事由及證據於被告審查時，業已提出更正並經准許，自無所謂應保障其更

正程序利益之考量，且本院已適當曉諭爭點，並經當事人充分辯論，參加人復未再向被告提出更正之申

請，本院業就系爭專利請求項 4 至 6 逐一論斷均不符合專利要件，而無事證未臻明確尚待被告審查之

情事，自應命被告就系爭專利請求項 4 至 6 為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處分。 



 

www.dpt.com.tw 

 台中市 40877南屯區永春東一路 549號 3樓 

電話：04-23808393   傳真：04-23808395 

E-Mail：direction@dpt.com.tw 

文章內容為個人意見，不代表事務所立場 

 

 

法院 104 年行專訴字第 58 號判決12，而涉及新證據者如智財法院 103 年行專訴字第

112號判決13、智財法院 104年行專訴字第 90號判決14。與前述 104年判字第 352號判

決不同的是，這些案件中所有（而非部分）被請求撤銷的請求項均遭法院認定不具專

利要件，且專利權人未表明已提出更正，針對此類案件法院即可逕為課予義務之判

決，命智慧局撤銷這些請求項甚至整個專利權。 

為了避免法院以課予義務判決來撤銷專利權，專利權人在訴訟中發現被訴請

撤銷的請求項確實有不具專利要件情事時，便即時向智慧局提出更正，如此系爭專利

的命運是否會大不同呢？智財法院 103 年行專訴字第 97 號判決似乎提供了解答，該判

決認為「原證 4或原證 4、原證 6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至第 7

項不具進步性，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至 7項有違系爭專利核准審定時之 90年

專利法第 98條第 2項規定，原處分未及就原告於行政訴訟時所提之新證據即原證 4原

證 6 及其如上所示之相關組合予以審酌，則其所為舉發不成立之處分即有未合，訴願

決定予以維持，亦非妥適，是原告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然因原證 4、原證 6 及其如上所示之相關組合係原告嗣於行政訴訟始提出之新證

據，參加人無法及時於被告舉發審查階段斟酌是否為更正之申請，經自行判斷前開新

證據後，始於 104年 6月 12日向被告申請更正，並向本院表明已向被告提出更正之申

請，有參加人陳報狀暨參證 5 附卷可按，參酌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 4 月份第 1 次庭長

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本件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於案件回復舉發程序，由被

告審酌是否准予參加人更正申請專利範圍；如准予更正，再依得為更正之項次逐項審

                                                 
12 組合證據 1 、2 或組合證據 2 、3 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第 1 、8 、18 項不具進步

性，是系爭專利請求項第 1 、8 、18 項違反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 94 條第 4 項規定 ，應予以撤銷。又

本院於行政訴訟程序業已適當曉諭爭點，並經當事人充分辯論，而參加人自行判斷後，復未向本院表明

已向智慧局提出更正之申請，本院基於原舉發證據，已就系爭專利各該請求項逐一論斷均不符合專利要

件，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而無事證未臻明確或請求項尚待原告審查之情事，從而，原告請求命被告就系

爭專利請求項第 1 、8 、18 項為「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處分，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13 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至 10 有應撤銷之原因，而本件業經本院適當曉諭爭點，並經當事人充分

辯論，參加人自行判斷後，復未向被告提出更正之申請，故被告因不及審酌原告於本件行政訴訟所提之

新證據，致為舉發不成立之審定，於法不合，訴願決定未及糾正予以維持，亦非妥適。從而，原告訴請

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並命被告應就系爭專利為請求項 1 至 10 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處分，即無不

合，應予准許。 
14 本院於行政訴訟程序業已適當曉諭爭點，並經當事人充分辯論，而參加人自行判斷後， 復

向本院表明並未向智慧局提出更正之申請，本院基於原告於起訴後所提出之新證據，已就系爭專利各該

請求項逐一論斷均不符合專利要件，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而無事證未臻明確或請求項尚待原告審查之情

事，從而，原告請求命被告就系爭專利為「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處分，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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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這樣看來，專利權人如有自知之明，看到苗頭不對，趕緊申請更正，似乎可免

除課予義務之判決（即命智慧局撤銷專利權）的結果。 

不過，事實並不然，該案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之後，遭 105 年度判字第 337

號判決廢棄原審判決，理由是「更正與否關涉系爭案專利技術特徵之解釋與確定，系

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不確定 ，則無從進行進步性判斷，若專利權人已依法申請更

正，自應待更正處分，並提示更正處分內容，使當事人得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

之辯論，及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始可謂已 經當事人充分辯論，方得作成判決。」、

「因原證 4、原證 6 及其如上所示之相關組合係被上訴人嗣於行政訴訟始提出之新證

據，榮益公司無法及時於智慧局舉發審查階段斟酌是否為更正之申請，經自行判斷前

開新證據後，始於 104年 6月 12日向智慧局申請更正，並向原審表明已向智慧局提出

更正之申請，有榮益公司陳報狀暨參證 5 附卷可按，則原審自應待更正處分之結果，

再依更正結果，經當事人充分辯論後，依行政訴訟法第 200 條第 3 款裁判，而不得僅

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回復舉發程序。」由此可見，專利權人面對舉發人的攻擊，

即使以提交更正作為抗辯時，智財法院仍不得以事證尚未臻明確或涉及行政機關之行

政裁量決定，而免除課予義務之判決，上述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應是希望智財法院能

夠畢其功於一役，等待智慧局做出更正准否的審定，再考量一切情狀、並經當事人充

分辯論之後，才做出判決，避免當事人反覆提起行政訴訟。這樣的作法似乎是在訴訟

經濟與尊重行政機關第一次裁量權的天秤中，明顯偏向了訴訟經濟。 

因此，如本文開頭所提，目前專利訴訟中法官常會詢問專利權人系爭專利有

無提出更正，並以此作為裁判的依據，故當法官詢問此問題時，專利權人應有所警

覺；雖法官此詢問幾乎已成例行公事，然智財法院是否必然會詢問此問題？若未詢及

此問題是否表示法院就不會作出課予義務的判決？仍未有定論，況且，智財法院蔡惠

如庭長曾為文15表示專利權人即應自行判斷舉發證據或新證據，並向法院表明已向智慧

局提出更正之申請，法院並無義務詢問專利權人是否已為更正之申請。因此，筆者建

議，專利權人應視訴訟的進行程度，謹慎評估有無更正的必要，並主動向法院表明已

無提出更正之申請，無需等待法官詢問，以免誤判情勢而全盤皆輸。 

 

                                                 
15 專利行政訴訟之新發展-以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 4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為鑑 

https://www.tipa.org.tw/p3_1-1.asp?nno=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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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民事訴訟的判決模式 

專利權除了在行政訴訟中會遭遇挑戰，在民事訴訟中也常會遇到對造主張專

利無效，前述最高行政法院的決議係針對行政訴訟，那麼，在民事訴訟中，被告舉出

證據主張專利無效，專利權人如以更正專利作為抗辯時，法院所持的態度是否會有所

不同呢？且讓我們觀察以下二個案例： 

智財法院 105年度民專訴字第 19號判決中，法院認為本件原告主張系爭產品

落入系爭專利之專利權範圍，被告抗辯系爭專利更正前、後各請求項均不具新穎性或

進步性，本院就此抗辯應自為判斷。又關於專利權侵害之民事訴訟，當事人主張或抗

辯專利權有應撤銷之事由，且專利權人已向智慧財產專責機關申請更正專利範圍者，

除其更正之申請顯然不應被准許，或依准許更正後之請求範圍，不構成權利之侵害

等，得即為本案審理裁判之情形外，應斟酌其更正程序之進行程度，並徵詢兩造之意

見後，指定適當之期日，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32 條定有明文。上開有關得即為本

案審理裁判之情形，屬例示規定，倘依准許更正後之申請範圍，系爭專利仍有應撤銷

之事由，則法院亦無須斟酌更正程序之進行程度而可為本案裁判。本件原告於 105年 9

月 2 日向智慧局申請更正系爭專利，更正案尚在智慧局審查中等情，業經原告陳明。

而系爭專利之更正內容符合現行專利法第 120 條準用第 67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4

項規定，顯無不予准許之情形，是以本院無須斟酌智慧局更正程序進行程度而得為本

案審理。...系爭專利之更正雖應准許，然依前揭專利有效性爭點分析所示，證據 2、

3、4 及 5 之組合足以證明更正後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至 4 及 9 不具進步性，系爭專利更

正後具有撤銷原因，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原告於本件民事訴訟

中不得對被告主張權利。 

智財法院 105 年度民專訴字第 2 號判決中，原告於 104 年 11 月 27 日就系爭

專利向智慧局提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申請，經智慧局比對於 105年 2月 26日通知函通

知內容略為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等情，原告乃於同年 3 月 28 日向智慧局申請更正系爭

專利，更正案尚在智慧局審查中等情，業經原告陳明，並有專利更正申請書影本附卷

可參。而觀諸系爭專利之更正內容，係將系爭專利原請求項 6 之附屬技術特徵併入原

請求項 1 中，並將原請求項 6 刪除，更正後請求項 1 係限縮申請專利範圍，屬申請專

利範圍之減縮。又更正後請求項 1 至 5 增加一側開孔，係設置於該基座之環形框體與

該框蓋之間之更正內容，實質相當於原請求項 6，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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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符合專利

法第 120 條準用第 67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4 項規定，應予准許更正。惟本院認縱

依准許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系爭專利仍有應撤銷之事由存在，是以本院無須斟酌

智慧局更正程序進行程度而得為本案審理。...系爭專利之更正雖應准許，然依前揭專利

有效性爭點分析所示，系爭專利更正後仍具有撤銷原因，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6

條第 2項規定，原告於本件民事訴訟中不得對被告主張權利。 

由此可見，民事訴訟中若專利權人以更正抗辯來防禦對造專利無效的指控，

法院已不再等待智慧局對更正准否的審定，而對更正的准否自為判斷，且民事訴訟中

並無智慧局參與表達意見，與行政訴訟中智慧局居於被告的地位就舉發證據為必要之

防禦不同，法院可說是在沒有智慧局參與的狀況下（或許有參酌技審官的意見，目前

絕大多數技審官借調自智慧局），獨立判斷專利權人的更正是否應准，即逕為專利權

是否有應撤銷事由的認定，就訴訟經濟層面而言，似乎較行政訴訟更勝一籌。 

六、 結論 

綜觀前述最高行政法院決議以及各判決，可明瞭目前專利訴訟的新趨勢，對

行政訴訟而言，無論舉發案件的審定是在 102 年之前或之後，如法院認為請求項不具

專利要件且專利權人未提更正時，已可逕以課予義務判決命智慧局撤銷系爭專利，差

別在 102 年以前的案件需全案准駁，故只要有部分請求項不具專利要件，即可撤銷專

利權；而 102 年之後的案件為逐項審查，故需所有請求撤銷的請求項均不具專利要件

且專利權人未提更正，才會下課予義務判決。並且，即使專利權人提出更正抗辯，也

不必然可避免課予義務判決，法院需待智慧局做出更正准否的審定之後，才會做出最

終判決。而於民事訴訟中，法院對於專利權人的更正抗辯的准否更可自為判斷，無需

等待智慧局的行政處分，雖有助於提昇訴訟效率，但對於智慧局的行政裁量權似有弱

化的情況。 

由於目前專利訴訟的趨勢是傾向訴訟經濟或訴訟效率，專利權人在面臨專利

無效的挑戰時，需更積極地評估專利有效性以及更正的可能性，如有提更正宜主動向

法院陳明，尤其是在民事訴訟中，在目前法院會針對專利權人的更正抗辯直接認定准

否之現況下，專利權人需特別審慎應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