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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仲裁程序與其他紛爭解決之程序相較，具有有效、快速、專家判

斷、經濟、保密等優點，而智慧財產權之紛爭，因經常涉及專門之技

術或知識，且因科技日新月異，智慧財產權於產業上之生命週期日趨

短暫，對迅速解決紛爭、專家判斷及保密之需求益盛，故仲裁制度具

備之優點及特徵，十分符合智慧財產權紛爭解決之需求，故以仲裁之

方式解決智慧財產權糾紛，受到世界各國之重視，此由世界智慧財產

權組織（WIPO）亦設有仲裁中心（WIPO Arbitration Center）並制訂相

關之仲裁規則，以因應日益國際化之智慧財產權紛爭之需求，可見一

斑。 

雖然仲裁程序之眾多優點正符合智慧財產權紛爭解決之需求，惟

實際上，以仲裁程序解決智慧財產權爭議，以現況而言，其可行性仍

受到若干之限制，其原因與各類智慧財產權之相關法律規定有關，本

文擬自討論智慧財產權爭議之可仲裁性出發，並說明兩岸關於仲裁判

斷之相互認可與執行的情況。 

貳、智慧財產權爭議之可仲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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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內國法關於何種爭議具有可仲裁性之規定不同
註 1

，國際上，

亦尚乏對於智慧財產權爭議之可仲裁性予以明文約定國際公約或條

款，因此，討論此議題之前提，必須先探究就特定個案討論智慧財產

權爭議之可仲裁性時，所應納入考量之法律為何？方能進一步分析於

該特定法制下，智慧財產權爭議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的問題。以下謹先

分析討論可仲裁性所應納入考量之法律，再分別針對台灣與大陸現行

法制，討論智慧財產權爭議之可仲裁性。 

一、討論可仲裁性之時點 

可仲裁性之議題可能於下列四種不同情況被提出來討論，其一，

為當事人將爭議提付仲裁時，相對人可能主張該爭議不具有可仲裁

性；其二，仲裁判斷作成後，該仲裁判斷之執行階段；其三、任一方

當事人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的階段；其四、一方當事人就相同爭議

另向法院提起訴訟時。 

二、台灣法律之規定 

台灣法律關於可仲裁性之規定，主要為台灣《仲裁法》第 1 條規

定：「（第 1 項）有關現在或將來之爭議，當事人得訂立仲裁協議，約

定由仲裁人一人或單數之數人成立仲裁庭仲裁之。（第 2 項）前項爭議，

以依法得和解者為限」，本條立法理由揭明：本條第 2 項之修訂，係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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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iger, A Second Look at Arbitrability—Approaches to Arbi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witzerland and 
Germany, 19 ARB. INT’L 27-54 (2003)。 



考德、日立法例，增訂第 2 項，得以仲裁解決之爭議，以依法得和解

者為限。本條修訂說明進一步闡述：「所謂『依法得和解者』，係指系

爭之財產法上權利或法律關係得由私人以自由意思加以處分者，至於

親屬法上、繼承法上之權利或法律關係，即使具有財產內容，如受扶

養之權利，亦非屬之。至於刑事案件，因涉及公益，自非依法得和解。」

註 2
。 

依本條規定及其修訂說明觀之，須依法得和解之爭議，亦即，所

涉之財產法上權利或法律關係得由私人以自由意思加以處分者，方具

有可仲裁性。所謂「智慧財產權爭議」，有得由私人以自由意思加以處

分者，亦有非得由私人以自由意思加以處分者。前者例如專利授權契

約相關爭議等，後者例如專利權有效性之爭議等。兩者主要之區別在

於權利之取得，是否須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為要件，倘權利之存否須

經專責機關予以審核、登記，該權利即非完全得由私人以自由意思加

以處分者，故不具有可仲裁性，因此，在台灣法制下，專利權、商標

權、積體電路佈局等均須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後，方取得權利

註 3
，故關於該等權利之有效性的問題，均不具有可仲裁性

註 4
。相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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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與著作權之取得則不以登記為要件，故理論上而言，涉及營

業秘密與著作權存否之議題，應具有可仲裁性。至於因授權契約或侵

權而生之爭議，所涉及者為權利人之權利，倘不涉及專利權、商標權

等權利之有效與否的問題，則該等爭議應具有可仲裁性。謹再依著作

權、專利權、商標權與營業秘密等權利之特性與相關法規析述如下： 

（一）著作權爭議： 

1.非因交易行為而生之著作權爭議： 

按仲裁程序係以雙方具有仲裁之合意為前提，若雙方間之

著作權爭議非因交易行為而生，亦即雙方間原無任何契約關係

存在，自無可能於爭議發生前預定仲裁條款，而於著作權爭議

發生後，亦難期待爭議雙方能達成仲裁合意，尤以著作權之侵

害，對於侵權人除民事賠償責任外，依台灣《著作權法》第 91

條至第 96-1 條之規定，尚有刑事責任之處罰，致多數非因交易

行為而涉之著作權爭議案件，著作權人往往以刑事逼和民事之

方式，先行提出刑事告訴或刑事自訴後，於刑事法院第二審辯

論終結前再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以解決相關民事爭議，而鮮

有願與侵權人約定仲裁條款進行仲裁者，其原因在於： 

（1）蒐證之便利： 

刑事訴訟程序有搜索、扣押等強制處分權之規定，提出刑



事追訴權利人可於偵查中聲請檢察官、或於審判中聲請法

院進行搜索、扣押等強制處分，藉由公權力所介入之搜索、

扣押等程序，來進行證據之蒐集。 

（2）刑事追訴之撤回可供權利人作為與侵權人協商民事和解條

件之重要籌碼： 

因《著作權法》所定之刑責，除罰金外，尚有剝奪身體自

由之徒刑，故侵權人面對刑事追訴所承受之心理壓力遠超

過面對民事訴訟時所承受者；此外，《著作權法》所規定之

刑事責任，多屬告訴乃論之罪
註 5

，亦即權利人得於第一審

辯論終結前隨時撤回其告訴，因此，侵權人於面對刑事訴

追時，較易傾向於一審辯論終結前即與權利人協商民事和

解條件，以換得權利人撤回其刑事之追訴。 

（3）刑事訴訟與附帶民事訴訟均無須繳納裁判費用： 

按台灣之刑事訴訟程序，無論係採取向檢察官提出告訴或

自行向法院提出自訴，再於起訴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依

法均無須繳納裁判費；且日後即使刑事庭將附帶民事訴訟

移送該法院之民事庭審理時，依《刑事訴訟法》第 504 條、

第 505 條之規定，仍免納裁判費，故權利人採擇此方式，

                                                 
註 5依台灣《著作權法》第 100 條規定：「本章之罪，須告訴乃論。但犯第九十一條第三項、第九十

一條之一第三項及第九十四條之罪，不在此限。」 



即無任何裁判費之負擔。 

此外，依台灣《著作權法》第 90-1 條之規定，就輸入或輸

出侵害著作權之物者，著作權人可提供保證金，申請海關予以

查扣，但需於海關通知受理查扣之日起十二日內提起訴訟，否

則海關得廢止查扣該進出口貨物，申請人並應賠償被查扣人因

此所受之損害，因此，就非交易行為所涉之著作權紛爭，若著

作權人欲藉上述海關之邊境管制措施預先查扣侵權物品時，僅

能以訴訟方式解決本案爭執，而無法藉由仲裁程序解決之，更

無法期待雙方於紛爭發生後成立仲裁協議解決紛爭。尚且，同

法第 90-1 條第 5 項前段並規定：「查扣之物，經申請人取得法院

民事確定判決，屬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者，由海關予以沒入。」，

本項明文「法院民事確定判決」，而無「仲裁判斷」相關規定，

故申請人並無與被查扣人協商仲裁協議之誘因。 

綜上所述，於非交易行為而生之著作權爭議，按台灣《著

作權法》之規定，因著作權之侵害除民事賠償責任外，尚有刑

事責任，且刑事訴訟程序復有無須繳納裁判費、多屬告訴乃論

之罪而得由權利人於一審辯論終結前隨時撤回，並得藉檢察官

或法官強制處分權之行使由公權力介入進行蒐證等優點，因此

權利人往往採取以刑事逼和民事和解之方式處理，而鮮有願另



行與侵權人達成仲裁合意者，故仲裁程序之經濟、迅速等優點，

於解決此類紛爭時較無法突顯；此外，若著作權人欲藉海關邊

境管制措施查扣進出口之侵害著作權之物，亦僅能藉由民事訴

訟程序解決紛爭。 

2.因交易行為而生之著作權爭議： 

因著作權權利之取得不涉及國家公權力之行使，故因交易

行為而生之著作權爭議，只要雙方於交易時訂有仲裁條款，其

可仲裁性法理上並無爭議。 

惟宜注意者，仲裁條款所生「妨訴抗辯」之效力，並不及

於刑事訴追之提出，例如，關於著作權授權出版契約，若雙方

對授權之範圍有爭議，雖雙方訂有仲裁條款，約定因授權契約

所生之一切爭議應依仲裁程序解決，惟著作權人仍可能就被授

權人逾越授權範圍外之重製著作物行為提出刑事追訴，以迫使

交易之他方與其達成協議，此時交易之他方並無法以已訂立仲

裁條款為由請求駁回或停止該刑事追訴程序，故其仍可能面臨

前述刑事責任壓力；此外，最高法院 1937 年上字第 1906 號判例

意旨揭明：「告訴乃論之罪，除法律上有特別規定外，告訴人曾

否拋棄告訴權，與其告訴之合法與否，不生影響。」，故雙方亦

無法於契約中預先約定拋棄因契約所生爭議之相關刑事告訴



權。 

綜上所述，因著作權之侵害除民事責任外，尚可能涉有刑

事之處罰，且刑事告訴權無法經由契約事先拋棄，故因交易而

生之著作權爭議，雖經訂有仲裁條款，惟仍可能無法完全避免

著作權人之一方藉由以刑事逼和民事之方式解決紛爭，而削弱

依仲裁解決此類紛爭之可行性。 

（二）專利權爭議： 

台灣《專利法》經 2001 年 10 月 24 日之修正廢除侵害發明專

利之相關刑事責任、2003 年 2 月 6 日修正刪除《專利法》中所有

關於專利刑罰之規定後，關於專利權之侵害，已完全回歸民事救

濟途徑解決，而無刑事責任之問題，故上述於《著作權法》中因

伴有刑事訴訟程序可資運用逼和民事和解，因此削弱仲裁解決著

作權紛爭之可行性之情形，於關於專利權之紛爭並不存在，應先

敘明。 

1.非因交易行為而生之專利權爭議： 

非因交易行為而生之專利權爭議，因雙方間原無任何契約

關係存在，自無法於紛爭發生前預先訂立仲裁條款，而於專利

權紛爭發生後，因專利權之運用往往成為競爭策略之一環，在

策略之運用上，紛爭解決之快速性、經濟性、專業性常常不是



發動侵權訴訟者之主要考量因素，藉由滿足性之定暫時狀態假

處分先行停止對方之銷售行為、藉由訴訟程序干擾對方業務之

拓展、作為對方指控侵權之談判籌碼等，往往才是考量之核心，

因此亦難期雙方得於紛爭發生後達成仲裁協議，故此種非因交

易行為而生之專利權紛爭，得藉由達成仲裁合意而得依仲裁程

序解決紛爭之可能性較低。 

2.因交易行為而生之專利權爭議 

此類專利權爭議，雙方固可於契約中預先預定仲裁條款，

惟依前所述，依現行大陸及台灣《專利法》之規定，專利權之

取得涉及國家公權力之行使，故專利權之有效性，僅能由專利

主管機關決定，如有爭議，並應由行政法院認定，而無法由仲

裁人逕行判斷，故專利權是否遭受侵害，損害賠償之額度等，

雖因不涉及國家公權力之行使，而得由仲裁庭判斷之，惟就專

利權交易而引發之爭議，被控違約之一方所提出之抗辯，往往

亦包括專利權有應予撤銷之原因，並同時向專利主管機關提出

撤銷專利權之聲請，致仲裁程序可能需等候專利主管機關或法

院對於撤銷專利權聲請案有終局之決定，而得確認專利之有效

性後，仲裁人方得據以就其他爭議進行判斷，如此，仲裁程序

解決紛爭之快速性將因此大打折扣，而使其解決紛爭之可行性



降低。 

為使仲裁程序之快速性得妥善發揮，以作為智慧財產權紛

爭解決之機制，建議參考美國《專利法》第 294 條(a)、(c)項之

規定，於《專利法》中明確宣示當事人得約定將一切與專利有

效性及專利權侵權相關之爭議提付仲裁，並明訂仲裁人所為仲

裁判斷之效力僅拘束雙方當事人，而不及於任何第三人，以適

度擴大可仲裁性之範圍，俾紛爭之解決不因被割裂成二個程

序，而無法獲致仲裁快速、經濟解決紛爭之效果
註 6

。 

（三）商標權爭議： 

1.非因交易行為所生之商標權爭議： 

商標權之侵害，除民事賠償責任外，台灣《商標法》第 81

條、第 82 條亦訂有刑事責任之處罰規定，而刑事訴訟追加上附

帶民事訴訟程序，復有無須繳納裁判費、可供權利人作為與侵

權人協商民事和解條件之重要籌碼、蒐證之便利等特性，已如

                                                 
註 6 35 U.S.C. § 294. “Voluntary arbitration: (a) A contract involving a patent or any right under a patent 
may contain a provision requiring arbitration of any dispute relating to patent validity or infringement 
arising under the contract. In the absence of such a provision, the parties to an existing patent validity or 
infringement dispute may agree in writing to settle such dispute by arbitration. Any such provision or 
agreement shall be valid, irrevocable, and enforceable, except for any grounds that exist at law or in 
equity for revocation of a contract.(b) Arbitration of such disputes, awards by arbitrators and 
confirmation of awards shall be governed by title 9, to the extent such title is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is 
section. In any such arbitration proceeding, the defenses provided for under section 282 of this title shall 
be considered by the arbitrator if raised by any party to the proceeding.(c) An award by an arbitrator shall 
be final and bi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to the arbitration but shall have no force or effect on any other 
person. The parties to an arbitration may agree that in the event a patent which is the subject matter of an 
award is subsequently determined to be invalid or unenforceable in a judgment rendered by a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from which no appeal can or has been taken, such award may be modified by any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upon application by any party to the arbitration. Any such modification 
shall govern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etween such parties from the date of such modification.” 

http://web2.westlaw.com/find/default.wl?DB=1000546&DocName=35USCAS282&FindType=L&AP=&RS=WLW4.10&VR=2.0&FN=_top&SV=Split&MT=LawSchool


前述，因此，多數非因交易行為而涉之商標權爭議案件，商標

權人亦往往以刑事逼和之民事之方式，先行提出刑事告訴或刑

事自訴後，於刑事法院第二審辯論終結前再提起刑事附帶民事

訴訟以解決相關民事爭議，而鮮有願與侵權人約定仲裁條款進

行仲裁者。 

此外，依台灣《商標法》第 65 條、第 66 條之規定，就輸

入或輸出侵害商標權之物者，商標權人可提供保證金，申請海

關予以查扣，但需於海關通知受理查扣之日起十二日內提起訴

訟，否則海關得廢止查扣該進出口貨物；因此，就非交易行為

所涉之商標權紛爭，若商標權人欲藉上述海關之邊境管制措施

預先查扣侵權物品時，依法僅能藉訴訟程序解決本案之商標權

侵害爭議，而無法藉由仲裁程序解決之，更無法期待雙方於紛

爭發生後成立仲裁協議解決紛爭。 

綜上所述，非因交易行為而生之商標權爭議，於同時涉有

侵害商標權之刑事責任時，仲裁程序之經濟、迅速等優點較無

法突顯，且若商標權人欲藉海關邊境管制措施查扣進出口之侵

害商標權之物，亦僅能藉由民事訴訟程序解決商標權紛爭，而

無法依仲裁程序為之。 

2.因交易行為而生商標權爭議： 



此類商標權爭議，雙方固可於契約中預先預定仲裁條款，

惟與專利權相同者，依現行大陸及台灣商標法之規定，商標權

之取得涉及國家公權力之行使，故商標權之有效性，僅能由商

標主管機關決定，如有爭議，並應由法院認定，而無法由仲裁

人逕行判斷，故商標權是否遭受侵害，損害賠償之額度等，雖

因不涉及國家公權力之行使，而得由仲裁庭判斷之，惟就因交

易行為而引發之商標權爭議，倘被控違約之一方所提出之抗辯

包括商標權有應予撤銷之原因，並同時向商標主管機關提出撤

銷商標權之聲請時，仲裁程序即需等候商標主管機關或行政法

院對於撤銷商標權之聲請案有終局之決定，而得確認商標之有

效性後，方得據以就其他爭議進行判斷，如此，仲裁程序解決

紛爭之快速性將因此大打折扣，而使其解決紛爭之可行性降低。 

此外，因商標權之侵害除民事責任外，尚可能涉有刑事之

處罰（台灣《商標法》第 81 條、第 82 條參照），且刑事告訴權

亦無法經由契約事先拋棄，已如前述，故因交易行為而生之商

標權爭議，雖訂有仲裁條款，惟仍可能無法完全避免主張商標

權之一方藉由以刑事逼和民事之方式解決紛爭，而削弱依仲裁

解決此類紛爭之可行性。 

另一可能之爭議，則在於因交易行為而生之商標權爭議，



若雙方訂有仲裁條款，惟商標權授權人主張被授權人違約將其

商標標示於未經授權之商品上並為進出口時，依法商標權人若

欲藉上述《商標法》第 65 條、第 66 條之規定申請海關依邊境

管制措施查扣違約進出口之侵權物品時，若未於海關通知受理

查扣之日起十二日內提起訴訟，海關「應」廢止其查扣，惟若

雙方間訂有仲裁條款，商標權人依約提付仲裁，並向海關提出

已提付仲裁之證明，海關應如何處理？尚無實務見解可供參

酌，為免因海關認提付仲裁不符合《商標法》第 66 條規定應提

起訴訟之要件而逕行廢止查扣行為，建議商標權人仍於期限內

提起訴訟，蓋違反仲裁協議而提起訴訟，僅生於他方提出妨訴

抗辯時，法院將作成停止訴訟之裁定並命限期提付仲裁之效

果，惟若不提起訴訟，而遭海關逕行廢止查扣行為，商標權人

所遭受之損害將難以計數。 

（四）營業秘密爭議： 

涉及營業秘密爭議之解決，除講求經濟、迅速、專業外，

對保密之要求更為殷切，猶以爭議雙方於仲裁過程所提出之各

項資料，如涉及機密資訊時，如何確保其機密性，台灣《仲裁

法》第 15 條雖已規定：「仲裁人應獨立、公正處理仲裁事件，

並保守秘密」，惟此僅明訂仲裁人之保密義務，但對於爭議之雙



方及其他參與仲裁程序之人則無任何條文保密義務之規定，故

依台灣現行法律，當事人僅得依《仲裁法》第 52 條之規定聲請

準用台灣《民事訴訟法》第 242 條之規定，請求仲裁庭禁止或

限制對造閱覽其所提出涉及營業秘密之資料，而無法進一步要

求對方負保密義務。 

為確保此類爭議之機密性，建議參考WIPO仲裁規則第 52

條之規定，明訂機密資訊之定義，及一方當事人欲主張其餘仲

裁程序提出之資訊具機密性時，得聲請仲裁庭將之列為機密資

訊，若仲裁庭決定將之列為機密資訊時，得限制該機密資訊揭

露之對象，並要求該機密資訊揭露之對象簽署保密承諾書，較

為完備（WIPO仲裁規則第 52 條第(a)、(b)、(c)款參照）；此外，

於仲裁庭認為機密與否及是否採取保護措施之認定將可能對主

張機密性之一方當事人造成重大損害時，仲裁庭亦可指定鑑定

人鑑定該資訊是否屬於機密性資訊及其適當之揭露對象與方

式，此鑑定人並亦應簽署保密承諾書（WIPO仲裁規則第 52 條第

(d)款參照）；仲裁庭並得指定專家，於不向仲裁庭及他造揭露機

密資訊之情況下，基於一方當事人所提出之機密資訊就仲裁庭

所指定之特定爭點提出報告（WIPO仲裁規則第 52 條第(e)款參



照）
註 7

。 

另宜注意者，依保密契約負有保密義務而無故違約洩漏該

營業秘密者，除應依法負民事賠償責任外，依台灣《刑法》第

317 條，亦有刑事責任之規定，故此種情形，主張營業秘密之權

利人若與侵權人未曾訂立仲裁條款時，往往以刑事逼和民事之

方式，而鮮有願與侵權人約定仲裁條款進行仲裁者；即使雙方

間曾訂立仲裁條款，因刑事告訴權無法經由契約預先拋棄，故

仍可能無法完全避免主張營業秘密權利之一方藉由以刑事逼和

民事之方式解決紛爭，而削弱依仲裁解決此類紛爭之可行性。 

實務上，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曾處理過因光電積體電路、金

                                                 
註 7 Article 52 of WIPO Arbitration Rules provides that:  

“Disclosure of Trade Secrets and Other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rticl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shall mean any information, regardless of the medium in which it is expressed, 
which is:(i) in the possession of a party; (ii) not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iii) of commercial, financial 
or industrial significance; and(iv) treated as confidential by the party possessing it. (b) A party 
invoking the confidentiality of any information it wishes or is required to submit in the arbitration, 
including to an expert appointed by the Tribunal, shall make an application to have the information 
classified as confidential by notice to the Tribunal, with a copy to the other party. Without disclosing 
the substance of the information, the party shall give in the notice the reasons for which it considers 
the information confidential. (c) The Tribunal shall determine whether the information is to be 
classified as confidential and of such a nature that the absence of special measures of protection in the 
proceedings would be likely to cause serious harm to the party invoking its confidentiality. If the 
Tribunal so determines, it shall decide under which conditions and to whom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may in part or in whole be disclosed and shall require any person to whom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is to be disclosed to sign an appropriate confidentiality undertaking. (d)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in lieu of itself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information is to be classified as confidential 
and of such nature that the absence of special measures of protection in the proceedings would be 
likely to cause serious harm to the party invoking its confidentiality, the Tribunal may, at the request of 
a party or on its own motion and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parties, designate a confidentiality advisor 
who will determine whether the information is to be so classified, and, if so, decide under which 
conditions and to whom it may in part or in whole be disclosed. Any such confidentiality advisor shall 
be required to sign an appropriate confidentiality undertaking.(e) The Tribunal may also, at the request 
of a party or on its own motion, appoint the confidentiality advisor as an expert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55 in order to report to it, on the basis of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n specific issues 
designated by the Tribunal without disclosing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either to the party from 
whom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does not originate or to the Tribunal.” 



屬氧化半導體控制器、光電控制固態繼電器技術移轉契約所生

技術顧問費與權利金相關爭議之仲裁事件
註 8

。 

三、大陸法律之規定 

大陸《仲裁法》第 2 條規定：「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

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同法第 3 條

則規定： 「下列糾紛不能仲裁：（一）婚姻、收養、監護、扶養、繼

承糾紛；（二）依法應當由行政機關處理的行政爭議。」，雖有學者認

為本法第 3 條第 2 項所謂「行政爭議」之具體範圍為何，宜予進一步

明文定義
註 9

，惟一般認為依中國於 1987 年加入《紐約公約》時所為之

商事保留聲明
註 10

，及最高人民法院於 1987 年 4 月 10 日發布《關於執

行我國加入〈承認及執行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的通知》第二點：「根據

我國加入該公約時所作的商事保留聲明，我國僅對按照我國法律屬於

契約性和非契約性商事法律關係所引起的爭議適用該公約。所謂『契

約性和非契約性商事法律關係』，具體的是指由於合同、侵權或者根據

有關法律規定而產生的經濟上的權利義務關係，例如貨物買賣、財產

租賃、工程承包、加工承攬、技術轉讓、合資經營、合作經營、勘探

開發自然資源、保險、信貸、勞務、代理、諮詢服務和海上、民用航

                                                 
註 8中華仲裁協會編，《仲裁案例選輯（III）》，第 206-225 頁，1999 年 1 月。 
註 9 Song Lianbin, Zhao Jian & Li Hong, Approaches to the Revision of the 1994 Arbitration Ac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 J. INT’L ARB. 169, 180 (2003). 
註 10關於該商事保留聲明，請參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我國加入〈承認及執行外國

仲裁裁決公約〉的決定》，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小文庫編選組編，《仲裁法司法解釋及相關

法律規範》，第 72 頁，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年 1 月。 



空、鐵路、公路的客貨運輸以及產品責任、環境污染、海上事故和所

有權爭議等，…」
註 11

，可見關於侵害智慧財產權之侵權爭議，應具有

可仲裁性
註 12

。實務上，亦曾見合資之一方以「專有技術」出資，並簽

署《技術轉讓協議》，嗣後，合資各方當事人爭執係以「專利權之轉讓」

抑或「專利權之使用許可」為出資之仲裁案例
註 13

。 

惟倘涉及專利權、商標權、積體電路布圖設計專有權有效性的爭

議，因依大陸相關法令，專利權、商標權、積體電路布圖設計專有權

之取得，需經國家專責機關之審查、登記
註 14

，故關於專利權、商標權、

積體電路布圖設計專有權有效性之爭議，尚不具可仲裁性；相對地，

著作權及商業秘密之取得並不以向主管機關登記為要件
註 15

，故理論上

而言，涉及著作權與商業秘密有效性之爭議，應具有可仲裁性。 

雖然在不涉及專利權、商標權、積體電路布圖設計專有權有效性

的情況下，理論上，當事人可在爭議發生之前或之後，以書面約定仲

                                                 
註 11引自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中國國際經濟貿易仲裁委員會秘書局編，《中華人

民共國仲裁法全書》，第 537 頁，法律出版社，1995 年 2 月。 
註 12宋連斌，《國際商事仲裁管轄權研究》，第 125-126 頁，法律出版社，2000 年 3 月；韓健，《現代

國際商事仲裁的理論與實踐》，第 452-454 頁，法律出版社，2000 年 8 月。 
註 13請參見：曹家瑞，〈案例：一個在中外合資中涉及專利權的“技術出資”的爭議〉，《仲裁與法律通

訊》，1997 年 10 月第 5 期，第 30-35 頁。 
註 14請參見韓健，前揭註 12，第 454 頁，以及大陸《專利法》第 3 條：「國務院專利行政部門負責

管理全國的專利工作；統一受理和審查專利申請，依法授予專利權。」；《商標法》第 2 條第 1 項：

「國務院工商行政管理部門商標局主管全國商標註冊和管理的工作。」；《積體電路布圖設計保護

條例》第 8 條：「布圖設計專有權經國務院知識產權行政部門登記產生。未經登記的布圖設計不受

本條例保護。」等規定 
註 15請參見大陸《著作權法》第 2 條第 1 項：「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作品，不論是否發表，

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權。」及《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關於禁止侵犯商業秘密行為的若干規定》第 2
條第 1 項：「本規定所稱商業秘密，是指不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利人帶來經濟利益、具有實用性

並經權利人採取保密措施的技術資訊和經營資訊。」等規定。 



裁協議，俾將智慧財產權相關爭議循仲裁程序解決，惟因法院之民事

訴訟程序有財產保全、證據保全和先予執行等強制措施程序之規定
註

16
，當事人可依具體情況聲請法院為相關處置，再加上在非因交易行為

而生之爭議的情況，本難期待紛爭當事人間能於爭議發生後，達成仲

裁協議，故整體而言，依仲裁程序解決智慧財產權爭議之案例，仍非

多見。 

參、實務上常見智慧財產權爭議之類型 

除專利權、商標權、積體電路佈局等權利之有效性的爭議不具有

可仲裁性外，智慧財產權侵權之爭議，理論上而言，具有可仲裁性，

惟實務上此類之仲裁案例卻不多，蓋侵權爭議常發生於原本無契約關

係之當事人間，一旦一方當事人主張其智慧財產權受侵害或實際發生

侵害智慧財產權之事實後，鮮見爭議當事人間嗣後達成仲裁協議，合

意將系爭侵權爭議提付仲裁程序解決者。侵權爭議當事人間之所以難

達成仲裁協議，其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侵權爭議所涉之智慧財產權，倘涉為當事人公司賴以營運、

獲利之關鍵技術，即一般所謂之「鎮家之寶（Family Jewels）」，關於該

權利之存否與歸屬，並無任何可協商之空間，並且，倘實體判斷有誤

時，因所涉至關重大，故當事人亦希望有上訴審程序，以救濟原判斷

                                                 
註 16關於財產保全部分，請參見大陸《民事訴訟法》第 92 至 96 條；關於證據保全部分，請參見大

陸《民事訴訟法》第 74 條；關於先予執行部分，請參見大陸《民事訴訟法》第 97 至 99 條。 



之錯誤，而仲裁制度具有協調之特性與「一審終結」之性質，與上開

需求不儘相符，故當事人多不傾向選擇依仲裁程序解決該爭議
註 17

。 

其次，關於侵權之爭議，當事人間原本無仲裁協議，一旦一方當

事人主張其智慧財產權受侵害，兩造間之關係多已劍拔弩張，難於爭

議發生後達成仲裁協議。 

況且，目前台灣及大陸之《仲裁法》均未賦予仲裁庭直接採取保

全措施之權利。相對地，依台灣《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第 1 項之規

定，當事人於「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

類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向法院聲請定暫時狀態之處分，依大陸《民

事訴訟法》第九章之規定，法院得在符合法定要件之情況下，採取財

產保全或先予執行之措施，請求法院作出停止侵權行為之禁令，因此，

主張權利受侵害之一方當事人較傾向循訴訟程序解決其爭議，而無意

願與他造達成仲裁協議。 

最後，於商業競爭對手不知情之情況下，先向法院聲請假處分等

保全程序，再向法院提出主張對造侵權之本案訴訟，已成為科技公司

間擴張商業版圖，運用法律程序以進行商業競爭的手段之一，故實務

上，侵權爭議之當事人多無意願與對造達成仲裁協議，而選擇逕向法

                                                 
註 17請參考美國學者David D. Caron之論述，其亦自高科技產業與律師界之生態，討論此一議題，請

參見David D. Caron, The Wor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Decision to Arbitrate, 19 ARB. INT’L 
441-449 (2003)；此外，亦可參考William W. Park, Irony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bitration, 19 ARB. 
INT’L 451-455 (2003)。 



院提出侵權訴訟。 

因此，循仲裁程序解決智慧財產權相關爭議之案例，絕大多數係

於爭議發生前，當事人間已存在有效之仲裁協議之情況，而此仲裁協

議多以仲裁條款之形式，成為下列契約的契約條款之一： 

一、授權契約 

例如授權他人使用特定之專利技術以製造產品、授權他人使用商

標或授權他人使用具有著作權之著作等，與該授權契約有關之爭議。 

二、合資契約 

例如合資之一方當事人以智慧財產權出資之情況。 

三、併購契約 

例如合併或併購之一方當事人於合併或併購契約中聲明且擔保其

擁有特定智慧財產權，保證該智慧財產權業已依法完成註冊、登記等

法定程序，並以該智慧財產權作價，成為考量併購價格之各項因素之

一，惟嗣後發現該智慧財產權實際之價值並不如該當事人原先所聲明

及擔保者時，當事人間所發生之爭議。 

四、僱佣契約 

僱主僱佣職員發明新的智慧財產權或就原有之智慧財產權予以改

良、升級，嗣後發生該新的智慧財產權或改良、升級後之智慧財產權

權利歸屬之爭議。 



肆、兩岸仲裁判斷之認可與執行 

一、臺灣地區仲裁判斷在大陸之認可與執行 

最高人民法院於 1998 年 5 月 22 日公布《關於人民法院認可臺灣地

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依本《規定》第

19 條，申請認可臺灣地區仲裁機構仲裁判斷者，適用本《規定》。可見

本《規定》已提供各級人民法院認可臺灣地區仲裁機構仲裁判斷一明

確依據。於本《規定》在 1998 年 5 月 26 日起施行後，即陸續有臺灣法

院之民事裁判在大陸地區獲得認可
註 18

。而就臺灣地區之仲裁判斷的認

可部分，臺灣地區受案量最大，亦最具有歷史者，為「中華民國仲裁

協會」
註 19

，因其名稱有「中華民國」字樣，與大陸向來堅持的「一個

中國」原則有所杆格，亦與本《規定》第 4 條及第 19 條所定：申請人

應提交申請書，並須附有不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臺灣地區仲裁機構之

仲裁判斷書正本或經證明的副本、證明文件的規定不符
註 20

，故「中華

民國仲裁協會」之仲裁判斷一直無法獲得大陸人民法院之認可
註 21

。其

                                                 
註 18本《規定》自 1998 年 5 月 26 日起施行，旋於同年 6 月 9 日發生兩岸間關於民事判決之承認之

首例，即：浙江省臺州市人民法院裁定認可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請參見：1998 年

6 月 13 日《人民法院報》第 1 版，轉引自：宋連斌，〈我國內地承認和執行臺灣地區仲裁裁決的若

干問題探討〉，收錄於《中國國際私法與比較法年刊 1999（第二卷）》，第 399 頁起，第 402 頁（北

京：法律出版社；1999 年 9 月第 1 版）。 
註 19目前依法許可設立之仲裁機構，除「中華仲裁協會」外，尚有「台灣營建仲裁協會」、「中華民

國勞資爭議仲裁協會」及「中華工程仲裁協會」。 
註 20本《規定》第 19 條及第 4 條參照。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唐德華於 1998 年 5 月 26 日在《關

於人民法院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新聞發佈會上的講話中亦一再強調：「『一個

中國』是我們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不違反『一個中國』原則，是人民法院受理當事人認可申

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引自：馬原（主編），《經濟審判司法解釋及相關案例（第二輯）》，

第 453 頁起，第 454 頁（北京：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 年 1 月第 1 版）。 
註 21林俊益，《仲裁法實用權益》，第 387 頁（臺北；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 年 4 月）；

李虎，《國際商務仲裁裁決的強制執行－特別述及仲裁裁決在中國的強制執行》，第 181-182 頁（北



後，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於 1998 年 8 月 27 日第 12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修

正通過該協會章程第 2 條，增訂該會之簡稱為「中華仲裁協會」
註 22

，

自增訂此簡稱後，倘有欲在大陸地區申請認可「中華（民國）仲裁協

會」之仲裁判斷者，在仲裁判斷中有提及「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者，宜特別注意以簡稱之方式為之，應可避免因上述政治考量，導致

仲裁判斷無法獲得大陸人民法院認可之情況。 

二、大陸地區仲裁判斷在臺灣之認可與執行 

臺灣於 1997 年修訂《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簡稱

《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 74 條規定： 

「在大陸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不違背臺灣地

區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 

前項經法院裁定認可之裁判或判斷，以給付為內容者，得為執行名

義。 

前二項規定，以在臺灣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

得聲請大陸地區法院裁定認可或為執行名義者，始適用之。」 

實務上已有台灣法院依《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 74 條之規定，在

台灣法院獲得認可之判決先例，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2003 年度仲聲

                                                                                                                                               
京：法律出版社；2000 年 10 月第 1 版）。 
註 22 「中華仲裁協會」於 1998 年 8 月 27 日第 12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該協會章程第 2 條為：

「本會定名為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簡稱中華仲裁協會（The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上述修正經臺灣內政部 1999 年 4 月 16 日臺（八八）內社字第 8880655 號函准予備查。 



字第 1 號民事裁定暨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2003 年度抗字第 1209 號民

事裁定可資參照
註 23

。 

伍、結論 

綜上，就涉及需國家公權力認定之專利權、商標權之效力的爭議，

囿於兩岸現行法制，恐難付諸仲裁程序解決，此需待法律制度之變更，

方較可能有進一步之發展。惟在不涉及上述效力爭議的範圍內，關於

授權契約、合資契約、併購契約與僱佣契約等之爭議，應仍有依仲裁

程序解決爭議之空間。並且，就仲裁判斷之執行面而言，已有相關法

令及實務案例足證兩岸之仲裁判斷可相互獲得認可與執行，故應無需

顧慮獲得有利之仲裁判斷後，能否在對岸獲得認可與執行之問題。 

                                                 
註 23關於兩岸仲裁判斷之認可及執行，詳請參見陳希佳，〈海峽兩岸仲裁判斷之相互認可〉，《律師雜

誌》，第 261 期，第 66 頁以下，2001 年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