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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專論》

摘要

伍偉華＊

科技爭議之仲裁案件，通常較一般仲裁案件更為複雜，因其同

時需要法律與科技領域之專家，且所涉之法律，包括智慧財產法、

電腦法或網路法、政府採購法、國際法等；又其爭議之標的甚為廣

泛，從電腦軟體、工程機械至生物科技等，不一而足，使得科技爭議

之仲裁，值得特別歸成一類加以研討，以促進此類紛爭公平、合理、

迅速、有效之解決。本文之探討，乃以專利為中心，先探究科技爭議

之可仲裁性問題，因其常涉及各國之公共秩序與基本政策，尤其係專

利有效性之可仲裁性問題，如能解決，則舉重以明輕，其餘科技問題

應均具可仲裁性。其次，本文分析以仲裁方式解決科技爭議之優點，

並說明何以仲裁可為解決科技爭議之利器。另外，並回歸我國法制，

探討以仲裁解決科技爭議之解釋論及立法論，而集中焦點於業界最關

心之證據、保密與保全程序三項問題，期能紓解訟源，促進以迅速有

效、保密專業及公平合理之仲裁程序解決科技紛爭。

＊伍偉華：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法官，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碩士，美國

芝加哥約翰馬歇爾法學院法學碩士。

科技爭議之仲裁—以專利仲裁為主

壹、前言

科技爭議之仲裁案件，通常較一般仲裁案件更為複雜，因其同時需要法

律與科技領域之專家，且所涉之法律，包括智慧財產法、電腦法或網路法、

政府採購法、國際法等；又其爭議之標的甚為廣泛，從電腦軟體、工程機械

至生物科技等，不一而足（註一），使得科技爭議之仲裁，值得特別歸成一

註一：Sandra J. Frankl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bitrating Technology Cases: Why 
Arbitration May be More Effective than Litigation when Dealing with Technology 
Issues, 80 MI Bar Jul. 30, 3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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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加以研討，以促進此類紛爭公平、合理、迅速、有效之解決。本文擬先探

究科技爭議之可仲裁性問題，因其常涉及各國之公共秩序與基本政策，尤其

係專利有效性之可仲裁性，並分析以仲裁方式解決科技爭議之優點。

科技爭議係以智慧財產權之爭議最具代表性，企業因其智慧財產而備具

價值，尤其係專利權之價值（註二）。在美國，過去約10年間之專利侵害爭

議數額，累積達到15億美元，其中約6成案件，請求權人在單一案件中即獲
得100萬美元以上之損害賠償（註三）。以此為例，可知科技爭議之處理結

果，對一企業而言，可謂為生死大事。然而，訴諸訴訟方式解決科技爭議，

常導致冗長程序及昂貴費用，尤其係在美國進行訴訟。以Hughes Aircraft 公
司之案件（註四）為例，訴訟程序自1973年開始繫屬，竟長達25年。一般

專利訴訟甚為昂貴，訴訟期間通常為10年以上（註五），一般專利訴訟案

件之訴訟費用，竟達2百萬至5百萬美元（註六）。至於跨國智慧財產權訴

訟，更是有增無減（註七）。專利爭議通常具有國際性，以致涉及複數法域

（註八）。在一國之國內進行專利訴訟，已屬耗費耗時，已如前述，遑論進

行跨國專利訴訟，而歐美先進國家普遍認為國際間智慧財產權受保護之程度

不足（註九），因各國主權問題，使得跨國訴訟相較於內國訴訟更具困難性

註二：Robert Pitkethly, The Valuation of Patents: A Review of Patent Valuation Methods with 
Consideration of Option Based Methods and the Potential for Future Research,1 (1997).

註三：Murray Lee Eiland, The Institutional Role in Arbitrating Patent Disputes, 9 Pepp. Disp. 
Resol. L.J. 283 (2009).

註四：Hughes Aircraft Co. v. United States, 140 F.3d. 1470 (Fed. Cir. 1998), reh'g granted 148 
F.3d 1384 (Fed. Cir.1998), 525 U.S. 1177 (1998). 

註五：Carl G. Love, The Risk/Reward Factors of U.S. Patents (Jan. 2006), available at http://
knowledgebase.pub.findlaw.com/scripts/getfile.pl?FILE=articles/pmsllp/pmsllp000036&
TITLE=Subject&TOPIC=Science%20%20Technology%20Law Patents&FILENAME=sc
iencetechnologylaw 1454

註六：Gregg A. Paradise, Arbitration of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Encouraging the Use of 
Arbitration Through Evidence Rules Reform, 64 Fordham. L. Rev. 247, 253 (1995).

註七：Marshall A. Leaffer, Protecting United Stat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broad: Toward a 
New Multilateralism, 76 Iowa L. Rev. 280 (1991).

註八：Henry P. DeVrie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 Contractual Substitute for 
National Courts, 57 Tul. L. Rev. 42, 45 (1982) ; Bryan Niblett,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Arbitrating the Creative, 50 Disp. Resol. J. 64 (1995).

註九：Michael L. Doane, TRIPS and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an Age of 
Advancing Technology, 9 Am. U.J. Int'l L. & Pol'y 465, 466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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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〇），且跨國專利訴訟具相當不確定性，因當事人通常較不熟稔外國

法制。因此，國際間早已發展智慧財產權爭議解決方式，例如︰關稅貿易

總協定（GATT,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及世界智慧財
產權組織（WIPO,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架構下之
爭議解決機制（註一一）。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之爭議解決程序，係自關稅

貿易總協定及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 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註一二）發展而來，並汲取

美國仲裁協會（AAA, 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之國際仲裁規則
（註一三），因而成為最完善、複雜及專業之國際仲裁程序（註一四）。因

此科技爭議之仲裁，應非空中閣樓，其實際需求甚殷，應有研討實益。本文

擬探討關於科技爭議仲裁之數個重點，希能供仲裁法制或程序之參考。

貳、科技爭議之可仲裁性

一、問題之發生

可仲裁性（Arbitrable, Arbitrability），係指紛爭是否得以仲裁之方式終
局解決之（註一五）。關於科技爭議之仲裁標的，其內涵包羅萬象，尚非

專利有效性一端。然其中最具可仲裁性之爭議性者，非專利權有效性（是否

取得、撤銷及無效等）之爭議莫屬，蓋因某些國家法制基於公共政策，排除

註一○：Frank J. Garcia,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A Successful Case of Regional Trade Regulation, 8 Am. U. J. Int'l L. 
& Pol'y 817, 819 (1993).

註一一：Harvey J. Winter, Endnote,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n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2 J. L. & Tech. 325, 325 (1987); Bal 
Gopal D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 GATT, WIPO: of Playing by the Game Rules 
& Rules of the Game, 35 J. L. & Tech. 149, 159 (1994).

註一二： Monique L. Cordray, GATT v. WIPO, J. Pay. & Trademark off. Soc'y 122 (1994).

註一三：Hans Smit, Managing a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 Arbitrator's View, Worldwide F. 
on the Arb. of Intell. Prop. Disp., WIPO Publication No. 728(E), 216 (1994).

註一四：Mitsuo Matsushita, Taiwan and the GATT: Panel Three: A Japanese Perspectiv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GATT, Colum. Bus. L. Rev. 81, 82(1992).

註一五：Ballentine's Law Dictionary, 3rd Ed. via Lexis-Nexi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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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之仲裁標的，例如︰勞資糾紛、專利、商標爭議等（註一六），以達

成其經濟、社會之目的（註一七）。專利有效性是否具可仲裁性之議題，

乃源於專利權乃國家所賦予之獨佔權。許多美國文獻之討論，甚至迴避使用

「獨佔」（Monopoly）之字眼，以免觸及反壟斷法（Sherman Act, 15 U.S.C. 
2）之問題（註一八）。然而，在英美法系下，專利權向來被視為係獨佔權

（註一九）；在歐陸，早期法國學者將專利權形容為一種獨佔（註二〇）；

在大陸法系，工業財產權為一種獨佔之特權（註二一）；當代歐盟法，則認

為專利權可能為反壟斷法所侵害（註二二）。由此可見，專利有效性之爭

議，最易觸動公共政策議題，如在法制上能有所貫通突破，則其他科技爭議

問題之可仲裁性，即能迎刃而解，此何以本文將焦點集中於專利有效性爭議

之可仲裁性。

所謂專利權之獨佔性問題，係指在一社會中，不特定多數人因其獨佔，

蒙受利益或不利益，因此，公權力機關之行政機關或法院需要介入，畢竟照

顧公共利益乃政府職責所在。另一方面，政府行政或司法機關，通常掌握較

多資源，衡平各種相衝突之法益，以維護公平正義，並扮演中立第三人之角

色。至於民間仲裁機構，無論其規模如何宏大、制度如何健全，或如何追求

公益，均遭質疑是否能取代政府職能，因此不難理解，何以專利有效性爭議

之可仲裁性乙節，其本身即具爭議性（註二三）。

註一六：W. Laurence Craig et. al.,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Arbitration 87-90,402 
(2d ed., 1990).

註一七：William Grantham, The Arbitr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14 
Berkeley J. Int'l L. 173, 179(1996).

註一八：J. Thomas McCarthy, Desk Encyclopedia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10 (1991).

註一九：Bainbridge Lipscomb III, 1 Walker on Patents 1-67 (3d ed., 1984).

註二○：Augustin-Charles Renouard, Traite des brevets d'invention, de perfectionnement et 
d'importation ix (1825).

註二一：Paul Roubier, 1 Le droit de la propriete industrielle 63-65 (1952).

註二二：Radio Telefis Eireann and Another v.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Magill case], Joined 
Cases Nos. C-241-242/91 P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pr. 6, 
1995).

註二三：Paladino v. Avnet Computer Technologies, Inc., 134 F.3d 1054, Part XII.A (11th Ci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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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否定說

部分學者反對專利有效性仲裁之理由，在於法律賦予法院或適格行政

機關決定專利是否具有效性，因此該等機關應具專屬管轄權（註二四），

倘民間仲裁機構亦得決定專利有效性，無異違背該專屬管轄，是故，即使包

含專利有效性爭點之專利侵權訴訟，亦不得提付仲裁（註二五），專利因

國家公權力而生，故僅代表國家主權之政府機關，始得賦予或宣告其無效

（註二六）。

另有否定說，其論點係基於仲裁人先天上之限制。其認為︰因仲裁係當

事人合意之結果，故仲裁之效果，亦應僅限於仲裁當事人之間（註二七），

仲裁庭無從作成具有對世效力之仲裁；再者，專利有效性問題涉及公法與

私法之區分，因其屬公法問題，故無可仲裁性（註二八）。此外，仲裁

僅為私人事務，對第三人並無拘束力，仲裁庭無法逾越權限宣告專利無效

（註二九）。實則，此部分之否定說，與認為專利有效性仲裁效力僅及於仲

裁當事人間之肯定說，並無二致。

三、肯定說

肯認專利有效性得為仲裁標的之說，係執下列各端予以分析：

註二四：e.g., 28 U.S.C. § 1338 (2000); The Patents Act, 1970, No. 39, Acts of Parliament, 
1970, § 104 (India); Patentgesetz [PatG] [Patent Law], Dec. 16, 1980, BGBI. 1981 
I at 1, § 65 (F.R.G.); Rijksoctrooiwet 1995 [Patent Act 1995], art. 80, Stb. 1995, 51 
(Neth.).

註二五：Rijksoctrooiwet 1995, Arts. 80(2)(a)-(b) (Neth.).

註二六：BTDrucks 13/5274 35 (F.R.G.); Nelson Holzner, Die Objektive Schiedsfahigkeit von 
Immaterialguterrechtsstreitigkeiten 101 (2001); Redfern & Hunter, Alan Redfern & 
Martin Hunter,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3-23 (3d ed. 
1999).

註二七：William Grantham, supra, at 187.

註二八：William Grantham, supra, at 183.

註二九：Christopher John Aeschlimann, The Arbitrability of Patent Controversies, 44 J. Pat. 
Off. Soc'y 655, 662-663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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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利有效性判斷於仲裁當事人間之效力

此說認為：因世界各國法律均允准專利權人拋棄、授權或移轉其專利

（註三〇）, 故專利權人亦得選擇仲裁程序，作為其專利有效性爭議之終局解

決途徑，並在該仲裁程序中喪失其專利權，既然仲裁當事人及仲裁人對此均

無異議，則何以能拒絕專利有效性之仲裁？

至於否定說所稱涉及之公共政策，其內涵甚為模糊，欠缺明確且審慎

之界定（註三一）。以美國法為例，專利有效性之仲裁效力，僅存於仲裁當

事人之間（註三二），其效力不及於第三人，即無公共秩序或公共政策之問

題；亦即，一項關於專利有效性之仲裁判斷，一如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契約

關係，並不影響國家登記、授權及宣告專利無效之專屬權利（註三三），此

與反壟斷法制有間。在專利有效性之紛爭，吾人甚難指出，有何特定法律明

文禁止專利有效性之判斷（註三四）。

（二）專利有效性判斷之對世效力

  部分美國學者，除贊同專利有效性得由仲裁判斷之外，更進一步大膽主
張，專利有效性之仲裁判斷，具有對世效力，其認為專利制度所涉及之公共

利益，包括國家利益與非仲裁判斷當事人之不特定多數利益，專利制度背後

之公共利益，係在藉由保障專利權人及專利投資人之收益，以刺激發明及進

步（註三五）。此外，專利制度亦在鼓勵專利權人公開其專利，而非將之保

持為祕密（註三六）。而專利有效性，意指將特定專利之獨佔性，予以合法

化，並滿足前述刺激發明進步之目的，故專利有效性是否得提付仲裁之真正

註三○：35 U.S.C. § 41(b) (2000); PatG §§ 58, 64 (F.R.G.).

註三一：Beckman Instruments, Inc. v. Technical Dev. Corp., 433 F.2d 55, 63 (7th Cir. 1970).

註三二：35 U.S.C.A. § 294(c) (2002).

註三三：Murray Lee Eiland, supra, at 292.

註三四：William Grantham, Comment, The Arbitr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1996 Berkeley J. Int'l L. 173, 183 (1996).

註三五：Rebecca S. Eisenberg, Patents and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Exclusive Rights and 
Experimental Use, 56 U. Chi. L. Rev. 1017, 1017-19 (1989).

註三六：Pennock v. Dialogue, 27 U.S. I, 19-20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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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係仲裁是否得妥適衡平賦予其專利權所付出之社會成本，以及社會自

該專利權中所獲得之利益。美國法院既然認為仲裁人具有處理科技議題之能

力（註三七），當事人復得針對特定爭議選任適格仲裁人，常使仲裁庭較法

院更適於處理專利有效性之紛爭，仲裁人因而有能力衡平此等利益，並足以

代表公共利益（註三八）。

此外，大多數仲裁當事人均為公司行號而非自然人，因此，難謂在仲裁

程序中，專利權人或侵權人之一方必然較他方更為強大，以致有何影響仲裁

庭發現事實或專業判斷之虞。如其中一方當事人為弱勢消費者，仲裁契約條

款常被宣告為無效（註三九），更無庸擔心因仲裁一方強過他方致使仲裁結

果失衡。在仲裁程序中，強有力之兩造當事人，盡其所能攻擊防禦以發現真

實，應能保障公共利益，仲裁當事人間之利益，亦因而與公共利益相符，難

謂公共利益在該仲裁程序中未經正當代表，又即使仲裁判斷系爭專利無效，

將使世人均得自由運用該專利之內容，公共利益又有何受損之處？反而言

之，在適格行政或司法機關確定系爭專利權係屬無效之前，如仲裁判斷認為

專利權係屬有效，則其認定結果，與適格行政或司法機關之既有認定相符，

仲裁當事人以外之不特定第三人，又有何較現行法律狀態更受不利益之處？

（註四〇）

四、本文之見解

（一）自法理言之

註三七：Saturday Evening Post Co. v. Rumbleseat Press, Inc., 816 F.2d 1191, 1198 (7th Cir. 
1987).

註三八：Robert H. Smit, General Commentary on the WIPO Arbitration Rules, Recommended 
Clauses, General Provisions and the WIPO Expedited Arbitration Rules: Articles 1 to 5; 
Articles 39 and 40, 9 Am. Rec. Int'l Arb. 3, 5 (1998).

註三九：Chusai Ho [Arbitration Law], Law No. 138 of 2003 (Japan), Supplemental Provisions, 
Art. 3, no. 2; Zivilproze [beta] ordnung [ZPO] [Civil Procedure Statute] July 27, 2001, 
Bundesgesetzblatt, Teil I [BGBI. I] 1887, § 1030 (F.R.G.).

註四○：M.A. Smith, M. Couste, T. Hield, R. Jarvis, M. Kochupillai, B. Leon. J.C. Rasser, M. 
Sakamoto, A. Shaughnessy, J. Branch, Arbitration of Patent Infringement and Validity 
Issues Worldwide, 19 Harv. J. Law & Tec 299, 31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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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專利有效性之仲裁判斷，並非當然影響公共利益或具對世效
專利權固有之獨佔性，並不當然導出專利有效性爭議不具可仲裁性之結

論，而專利有效性之仲裁，亦非必然與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相關。所謂公共

政策或公共利益，其概念甚為抽象，宜審慎予以解釋適用，而不宜僅以抽象

空洞之概念推演結論。換言之，倘專利有效性之仲裁效力，原則上僅及於仲

裁當事人之間，而不及於第三人，則並無涉及獨佔或公共利益可言，因而不

宜以涉及獨佔或公共利益，作為否定專利有效性仲裁之理由。即使仲裁係基

於專利無效性之前提所作成，就適格行政或司法機關而言，該專利權仍屬對

世有效力；反而言之，經適格行政或司法機關確認無效之專利權，仲裁庭仍

得以其有效為前提作成仲裁判斷。因此仲裁庭之認定，與系爭專利權究竟是

否對世有效，並無絕對關聯，因仲裁庭之認定，僅係為定調仲裁當事人間之

權利義務關係，而非對專利權之有效與否，做相衝突公共利益之權衡審查。

再者，即使適格司法機關所做成之專利有效性裁判，都未必有對世效

力，更何況仲裁機構？例如：我國之智慧財產法院，尚且依職權裁定命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為訴訟參加（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7條第1項規定參照），始
有擴張具體個案裁判效力於該訴訟當事人以外第三人之餘地（註四一），自

不能因適格司法機關之裁判有時可能並無對世效力，用以否定專利有效性爭

議之可裁判性，則又如何能以專利有效性之仲裁判斷欠缺對世效力為由，來

否定關於專利有效性爭議之可仲裁性？

       2、基於程序保障，專利有效性之判斷不及於第三人
自程序保障之觀點而言，倘某一利害關係人並未參與仲裁程序，則其自

不受該仲裁程序之拘束，或不受該仲裁判斷之效力所及。例如在某一專利侵

權之仲裁程序中，自命權利人向相對人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相對人提出

專利無效之抗辯，如仲裁判斷該專利權有效，則第三人既未參與仲裁程序，

自不受其拘束，仍得另行與權利人爭執該專利之有效性；如仲裁判斷該專利

權無效，則屬相對人在仲裁程序中努力打下之江山，第三人無從不勞而獲分

一杯羹，故不得直接援引該仲裁判斷之結果對權利人主張該專利無效，該專

註四一：例如：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4號判決、98年度民專上字第42號
判決、98年度民專上字第45號判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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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人，仍得對第三人主張侵害專利權。該仲裁判斷，形同仲裁當事人間之

契約權利義務關係，或其權利義務之重塑，原則上與第三人或不特定多數人

之公共利益無關，其並未真正宣告系爭專利權之有效與否，該仲裁判斷之當

事人，亦未預期其將對第三人產生影響。尤其在當事人之合意下，適用衡平

仲裁時（註四二），乃名正言順地與法律規定脫節，故更有不依法判斷專利

有效性之理由，其判斷結果，當然與專利事實上對世有效與否無關。 

      3、基於私法自治及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專利有效性得為仲裁
標的

基於私法自治及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所謂公共政策之概念，應予限縮

解釋，尤其涉及國際仲裁之場合，亟具促進國際貿易之需求（註四三），故公

共政策之概念，並不當然得以全盤否定專利有效性之可仲裁性。以不動產案件

為例，在古典英美法時代，土地屬於國王，迄今在英國，仍認屬英國女皇所有

（註四四），而在美國獨立之初，土地屬於各州所有，由州政府管理土地之登

記及授權（註四五），其公共政策之性質，與專利權並無二致，甚至土地所有

權較專利權更具公益性質，因傳統上其係自王權而來；然而，土地權利人得透

過仲裁自由處分土地，何以其不能透過仲裁自由處分其專利權？

即使在大陸法系之下，不動產向來被認為與公共利益有關，然當事人

得在仲裁程序中，同意拋棄、移轉、授權其不動產，何以其不得在仲裁程序

中，就其專利權對相對人為相同之處分？例如：甲、乙在仲裁程序中，合意

註四二：e.g.,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Art. 33, 15 I.L.M. 701; 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ules art. 29, American Arbitration Ass'n,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Kit 139, 146 (Laura Ferris brown ed., 4th ed., 1995); WIPO 
Arbitration Rules art. 59,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Mediation 
Rules, WIPO Arbitration Rules, WIPO Expedited Arbitration Rules 22, 34 (1995).

註四三：Mitsubishi Motors Corp. v. Soler Chrysler-Plymouth, Inc., 473 U.S. 614 (1985); 
Llewellyn J. Gibbons, Creating a Market for Justice; A Market Incentive Solution to 
Regulating The Playing Field: Judicial Deference, Judicial Review, Due Process, and 
Fair Play in Online Consumer Arbitration, 23 NW. J. Int'l L. & Bus. 1, 60-62.

註四四： Kevin Gray, Elements of Land Law 52, 55 (2d ed., 1993).

註四五： William R. Vance, The Quest for Ten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33 Yale L. J. 248, 263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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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筆不動產所有權歸屬於甲，或仲裁判斷認定該筆土地歸屬於甲，因此最後

仲裁判斷乙應給付租金或不當得利若干金額予甲，然事實上，該筆土地所有

權及登記名義人均歸屬於丙，與甲、乙毫無任何干係，則又如何能否定該土

地所有權歸屬爭議在甲、乙間之可仲裁性？甲、乙間之仲裁，僅係為解決其

間之爭議，故其仲裁判斷亦僅在甲、乙間有效即可，並無對世效力，更不具

對丙之效力，只要能解決甲、乙間之爭議，又何嘗不可？不能因甲、乙間之

仲裁標的為具有公共政策性質之土地，即斷然否定不動產所有權歸屬之可仲

裁性。不動產如是，專利權亦復如是。

由此可知，仲裁標的是否具有公益性質，與其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無關，

思考上應予兩相脫勾，始能突破否定說之迷思。基於私法自治及當事人意思

自主原則，當事人既得選擇以仲裁方式終局解決其間之紛爭，則專利有效性

自得為仲裁標的。

（二）自國際趨勢言之

國際商會（ICC,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於1989年一項關於
專利有效性之商務仲裁中間裁定中，認為專利有效性問題，難以與同一仲裁

程序中專利紛爭之其他部分予以分離。該仲裁庭認為，專利所有權人，既得

移轉、拋棄、限制其專利權，故在專利侵害或有效性紛爭中，自得一部或全

部放棄或處分其專利權利，並得將其拋棄或放棄，或出賣、贈與、移轉其專

利權利之一部或全部，或將之設定擔保。專利權人既然得自由處分其他財產

權，自得處分其專利權，並移轉其專利權予仲裁庭，由仲裁庭予以處分之，

因之仲裁庭既受當事人授權處分其專利權，即對專利有效性之判斷不受限

制，然此判斷效力，原則上僅及於當事人之間（註四六）。

在比較法上，美國聯邦法明文規定專利有效性之仲裁（註四七），聯邦

最高法院在三菱汽車公司案中，認為當事人基於仲裁協議所為之海外仲裁，

註四六：Interim Award in Case No. 6097 (1989), ICC Ct. Arb. Bull., Oct. 1993, at 76. For more 
discussion, see P. Schlosser,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recht 499(1987).

註四七：35 U.S.C. §135(d), 29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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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執行，即使依美國法可能獲致不同結果，亦在所不惜（註四八）。加拿

大及瑞士均准許專利有效性之仲裁（註四九）。瑞士在1976年，其聯邦智慧

財產局即聲明仲裁庭得判斷工業財產權之有效性，包括專利權、商標權及工

業設計之有效性（註五〇）。於仲裁之後，由瑞士法院發給證書，並得在聯

邦智慧財產局登記，就國際案件，並得依1987年之瑞士國際私法第193條第1
項規定發給證書（註五一）。多數國家，均承認專利有效性之可仲裁性，但

僅承認其在仲裁當事人間發生效力，對第三人不生效力，亦即不具對世效力 
（註五二）。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之仲裁及調解中心已作成若干關於美國及

歐盟專利侵權及有效性之仲裁，亦可代表國際趨勢之所在（註五三），我國

何以能自外於國際趨勢潮流，而不思與國際接軌？

專利有效性之爭議，未必為其紛爭之外觀形式，而得以其他形式顯現，

例如：在專利權侵害爭議中，被告爭執原告根本並未取得其所主張之專利

權、系爭專利權無效、被撤銷，以致成為該爭議之先決或前提問題，此即為

美國法上之「重新審查」（Re-examination）（註五四）。因智慧財產權普

遍被認為係國家機關依行政程序審查後，所賦予個人之專屬權，其涉及公共

政策與社會利益，其產生既係由國家機關審查，則其存否，有認亦應經國

家行政或司法機關判斷，如具可仲裁性，此無異將公益事項委由個別仲裁

註四八：Mitsubishi Motors Corp. v. Solar Chrysler-Plymouth Inc., 473 U.S. 614, 629.

註四九：Robert Briner, The Arbitrabil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Situation in Switzerland, Worldwide Forum on the Arbitr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March 3-4 1994, Geneva, Swizerland,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amc/en/events/conferences/1994/briner.html (last visited Mar. 28, 
2010).

註五○：Decision of Dec. 15, 1975. See Swiss R. Indus. Prop. & Copyright 36-38 (1976).

註五一：Robert Briner, The Arbitrabil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Situation in Switzerland, in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orldwide Forum on the Arbitr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77 (1994).

註五二： UNCITRAL MODEL LAW, Art. 8(1); New York Convention, Art. II(3).

註五三： M.A. Smith et al., supra, at 304.

註五四： 35 U.S.C.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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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決定，並不妥適（註五五），美國早期亦流行此種見解（註五六），主

要理由係涉及公益及反壟斷法之爭議，不宜仲裁（註五七）。1930年代，

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曾有判決認為專利有效性或侵權之爭議（Patent Validity 
and Infringement），並非1925年聯邦仲裁規則（註五八）所規範之商業

（Commerce）或海事（Maritime）爭議，故當事人間之仲裁條款不具執行力 
（註五九）。此與仲裁法在1998年修正前之商務仲裁條例，規定以仲裁之客

體限於「凡有關商務上現在或將來之爭議」，極為類似。

晚近科技日新月異，科技爭議案件激增，為紓解訟源，美國專利法乃不

得不隨之修正，而將專利爭議納入仲裁之範疇，進而於1982年修正規定為︰
「涉及專利或專利權利之契約，得約定該契約所生專利有效性或侵權爭議之

仲裁條款。若無此仲裁條款，既有專利有效性或侵權爭議之當事人，得以書

面協議將其爭議移付仲裁。任何此種移付仲裁之契約，均為有效、不可撤銷

且具執行力，但依法律或公平原則，該契約經撤銷者除外（第a項）。前項爭
議之仲裁判斷或其認可，在不違反本條規定之範圍內，應適用第9章（仲裁
法）之規定，在仲裁程序中，仲裁人應審酌仲裁任一當事人依本章第282條所
提出之抗辯（第b項）。仲裁人之仲裁判斷，在仲裁當事人間確定有效，但對
任何第三人不具效力，仲裁當事人得合意︰倘管轄法院嗣後確定判決仲裁標

的之專利無效或不得執行，任一仲裁當事人聲請法院更正仲裁判斷，仲裁當

事人之權利義務，自更正時起，依更正後之仲裁判斷定之（第c項）。仲裁人

註五五：Sophie Lamb & Aljandro Garcia, The European & Middle Eastern Arbitration Review 
2008, http://www.globalarbitrationreview.com/handbooks/3/sections/5/chapters/66/ 
(last visited Jan. 28, 2010).

註五六：Robert Briner, The Arbitrabil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Situation in Switzerland, Worldwide Forum on the Arbitr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March 3-4 1994, Geneva, Swizerland,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amc/en/events/conferences/1994/briner.html (last visited Jan. 10, 
2010).

註五七：Arnito S. Muskat, Alternatives to Court Litigation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Binding Arbitration and/or Mediation - Patent and Non-patent Issues, 22 IDEA 271, 
273 (1982).

註五八：9 USCS § 3 

註五九：Zip Mfg. Co. v. Pep Mfg. Co., 44 F.2d 184 (D. Del.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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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仲裁判斷後，專利所有權人、受讓人或被授權人，應以書面通知專利商

標局長，且仲裁程序中所涉之每項專利，均應有個別之通知，該通知應載明

仲裁當事人之姓名、住址、專利發明人、專利所有權人、專利證書號碼，並

檢附一份仲裁判斷影本。倘仲裁判斷嗣後經法院判決更正，聲請更正之當事

人，應將該更正判決通知專利商標局長，局長於收受上開任一通知後，應將

其內容載入該項專利之執行記錄中，若通知義務人未為通知，任何其他仲裁

當事人均得為之（第d項）。仲裁判斷經前項規定送達專利商標局長後，始生
效力（第e項）」（註六〇），因此在美國法上，無論發生專利爭議前後，當

註六○：35 USC  §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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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When an award is made by an arbitrator, the patentee, his assignee or licensee shall give 
notice thereof in writing to the Director. There shall be a separate notice prepared for each 
patent involved in such proceeding. Such notice shall set forth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of 
the parties, the name of the inventor, and the name of the patent owner, shall designate the 
number of the patent, and shall contain a copy of the award. If an award is modified by a 
court, the party requesting such modification shall give notice of such modification to the 
Director. The Director shall, upon receipt of either notice, enter the same in the record of the 
prosecution of such patent. If the required notice is not filed with the Director, any party to 
the proceeding may provide such notice to the Director. 

         (e) The award shall be unenforceable until the notice required by subsection (d) is received by 
the Direc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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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均得合意將專利有效性或侵權之爭議移付仲裁判斷，且其判斷在仲裁當

事人間為有效，對於第三人則無效。

不僅於此，美國專利法於1984年再度修正第135條第d項規定︰「專
利衝突之當事人，在專利商標局長所定之期間，得將其衝突提付仲裁，在

不違反本條規定之範圍內，該仲裁應依仲裁法為之。仲裁當事人應將仲裁

判斷通知專利商標局長，且該仲裁應對當事人間之相關衝突做出判斷。

該仲裁判斷經送達專利商標局長後，始生效力。本條規定，不影響專利

商標局長對發明衝突之可專利性所做之決定」（註六一）。「發明衝突」

（Patent Interference），意指何人為「最先且真正之發明人」（First and True 
Inventor）之事實，在當事人間發生爭議，在美國最早於1786年發生於賓州，
Fitch以及其對手Arthur Donaldson之間相互爭執何人最先發明而應取得系爭專
利權（註六二），確認專利有效性之可仲裁性。

上開修法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將公益事項移付仲裁之態度，更

是勇往直前︰在The Mitsubishi Motors Corp. v. Soler Chrysler-Plymouth, Inc
案件中（註六三），原告日本三菱汽車公司與被告美國Ｓ經銷商訂立仲裁條

款，約定關於兩造間經銷合約所生之違約爭議，均應由日本商務仲裁協會以

仲裁解決，但被告並未依約履行，原告遂起訴請求被告依約仲裁。事實審法

院命被告依約仲裁，但其中一項被告之反壟斷法反訴除外，上訴審法院則維

持原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基於國際禮讓（ International Comity），判認即
使係反壟斷法之爭議，仍得以仲裁解決，以符國際商務對紛爭處理之可預見

註六一：“(d) Parties to a patent interference, within such time as may be specified by 
the Director by regulation, may determine such contest or any aspect thereof by 
arbitration. Such arbitration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provisions of title 9 to the 
extent such title is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is section. The parties shall give notice of 
any arbitration award to the Director, and such award shall, as between the parties to 
the arbitration, be dispositive of the issues to which it relates. The arbitration award 
shall be unenforceable until such notice is given. Nothing in this subsection shall 
preclude the Director from determining patentability of the invention involved in the 
interference.”

註六二：Edward C. Walterscheid, Priority of Invention: How the United States Came to Have 
a "First-to-Invent" Patent System, 23 Am. Intell. Prop. L. Ass'n Q.J. 263, 273-274 
(1995).

註六三：473 U.S.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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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Predictability），並避免反壟斷法控訴所致當事人間之敵意，故撤銷原
判決。此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可不顧可能發生反壟斷法之公共政策爭

議，而將仲裁之範疇，擴張至國際性之仲裁協議，此後判決紛紛仿效，故為

里程碑之指標性案件（註六四），足見美國法制至為仰賴仲裁解決紛爭，即

使仲裁標的具有公益性之本質，亦不例外，從而同樣具有公益性質之科技爭

議，尤其為專利有效性之可仲裁性，在美國已無從置疑。

五、我國法之解釋

依我國法院實務，當事人於仲裁程序中，即使對於爭議之可仲裁性

並無爭執，嗣後仍得以該爭議欠缺可仲裁性為由，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

（註六五）。依仲裁法第1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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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爭議，

以依法得和解者為限，且遍查相關法律，並無禁止仲裁專利有效性之明文規

定，因此當事人於撤銷仲裁判斷之訴訟中，如對於科技爭議之可仲裁性有爭

執，則上開美國法制見解之變遷，與我國商務仲裁條例修法至仲裁法，將仲

裁標的自商務上之爭議放寬至得依法和解爭議之過程，極為類似，自可供參

考。然專利之有效與否之爭議，縱經仲裁判斷確定，應無對世效力，而僅有

相對效力，於其仲裁當事人間有效，對於未參與仲裁程序之第三人，基於其

程序保障，應非當然發生效力，參照美國前開法制，亦應如此解釋。

換言之，專利有效性之對世效力，仍應取決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行政

處分及行政法院之確定判決。即使如此，自解決科技爭議、疏減訟源之功能

而言，科技爭議之仲裁，仍具有相當之價值。

註六四：Thomas J. Brewer, The Arbitrability of Antitrust Disputes: Freedom to Contract for an 
Alternative Forum, 66 Antitrust L.J. 91, 99 (1998).

註六五：最高法院88年臺上字第2221號判決︰「現行仲裁法第52條 (修正前商務仲裁條例第
35條) 規定：『法院關於仲裁事件之程序，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適用非訟事件法之
規定，非訟事件法未規定者，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準此，該條係規定法院

關於仲裁事件之程序，可適用非訟事件法或可準用民事訴訟法，而仲裁人進行仲裁

程序，並無適用該條準用民事訴訟法之餘地。乃原審竟謂上訴人於仲裁程序中對該

項爭議之可仲裁性始終未予爭執，依商務仲裁條例第35條 (現行仲裁法第52條) 準
用民事訴訟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意旨，認上訴人就該仲裁爭議是否符合仲裁契約
標的之爭議已喪失責問權云云，其法律上見解，自有可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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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科技爭議宜以仲裁解決紛爭之原因

茲分述說明之︰

一、迅速

現代科技日新月異，為掌握市場先機、促使新產品早日上市，科技爭

議之當事人往往無法忍受冗長且昂貴之訴訟程序，甚至專利生命週期已屆，

訴訟仍長壽綿延（註六六），審級制度常為耗費時間之原因（註六七）。反

之，依仲裁法第21條第1項規定，仲裁庭自接獲被選任為仲裁人之通知書時起
6月內作成判斷書，必要時僅得延長3月，其判斷結果，依同法第37條第1項規
定，與確定判決具同一效力，故何程序較為迅速，顯而易見。

二、經濟

科技爭議尤其係專利爭議，因涉及科技專家及鑑定，在不同審級均有其

需求，故其訴訟係美國最昂貴者（註六八）。在美國許多專利訴訟費用高達2

註六六：依司法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民事通常訴訟程序第一審
之辦案期限，自收案時起開始計算，第一審為1年4月，第二審為2年，第三審為1
年。另「智慧財產法院辦案期限規則」第3條規定，智慧財產案件之辦案期限，自
收案時起，民事第一審訴訟事件為1年4月，民事第二審訴訟事件為2年。所謂「收
案時」，係指法院內部分案作業日，與原告投遞司法狀紙之日，容有落差，尤其部

分法院會將新收案件先分為「補」字案，以核定訴訟費用金額或價額，並裁定命原

告繳足裁判費用後，再正式分案。此外，將證據送請鑑定，而未能於3月內獲得鑑
定結果者，依同要點第10點第6項規定，承辦法官得以簽呈敘明理由，呈請所屬法
院院長核定為「視為不遲延」期間，不計入上開辦案期限。該鑑定期間，端視鑑定

機構或鑑定人鑑定時程而定，並無明確規範。

註六七：Kimberly M. Ruch-Alegant, Markman: In Light of De Novo Review, Parties to Patent 
Infringement Litigation Should Consider the ADR Option, 16 Temp. Envtl. L.& Tech. J. 
307, 307 (1998).

註六八：Carl G. Love, The Risk/Reward Factors of U.S. Patents (Jan. 2006), available at http://
knowledgebase.pub.findlaw.com/scripts/getfile.pl?FILE=articles/pmsllp/pmsllp00003
6&TITLE=Subject&TOPIC=Science%20%20Technology%20Law Patents&FILENA
ME=sciencetechnologylaw 1 454 (last visited Jan. 2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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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至5百萬美元（註六九），其中一件訴訟費用高達2億美金（註七〇），而

相同案件之仲裁，所費僅需百分之85以下（註七一）。在臺灣關於科技爭議

之訴訟成本，似未有較為正式精準之統計數據，但科技訴訟及仲裁之費用，

應同樣有相當之差距。以美國而言，一般涉及非鉅額價值之專利，當事人傾

向選擇以仲裁解決紛爭（註七二），高訴訟費用，常使得中小型企業無力對

抗大財團（註七三），因此在仲裁程序中，兩造武器較為平等。

再者，如涉及跨國科技爭議，有可能同時涉訟繫屬於多國之法院，如何

將大量證據移往海外法庭，係一大問題，其常耗費不貲（註七四），而當事

人如選定某處仲裁機構處理其間之科技爭議，通常即會考量證據調查之便利

性，而將證據集中於一處以利統一調查，其成本自較為低廉。

三、保密

相較於訴訟事件審理及事證之公開（民事訴訟法第344條參照），
最後之判決更為一公開文書，仲裁程序更能保護高新科技商業機密

（註七五）。依仲裁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仲裁程序原則上不公開，依同法

第32條第1項規定，仲裁評議不公開，復依同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仲裁人
應保守祕密（註七六），因此仲裁程序顯較具保密性，相當符合尖端科技

隱密性之需求。

註六九：Gregg A. Paradise, Arbitration of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Encouraging the Use 
of Arbitration Through Evidence Rules Reform, 64 Fordham. L. Rev. 247, 253 (1995).

註七○：Polaroid Corp. v. Eastman Kodak Co., Civ.A. No. 76-1634-MA, 19 WL 4087, at 1, 17 
U.S.P.Q.2d 1711 (D.Mass 1991).

註七一： Gregg A. Paradise, supra, 261.

註七二： Vivek Koppikar, Using ADR Effectively in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89 J. Pat. & 
Trademark Off. Soc'y 158, 164-65 (2007).

註七三： William Kingston, The Case for Compulsory Arbitr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E.I.P.R. 
22(4) 154, 154-55 (2000).

註七四：David W. Plant,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Patent Litigation 197, 255 (1988).

註七五：Sandra J. Franklin, supra, at 30, 32.

註七六：此等狀似訓示規定之法律條文，有無實質拘束力？解釋上，如仲裁人洩密，乃構成

刑法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罪，而具有刑事制裁之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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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業

在美國，科技爭議之高度技術性，對於陪審員而言，經常難以理

解（註七七），證據顯示，陪審團較法官更傾向於判斷專利之有效性

（註七八）。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Markman v. Westview Instruments, Inc.

（註七九） 之判決中，明確指出陪審團乃欠缺判斷專利訴訟之專業能力，

並認為法官較適於判斷專利紛爭，而科技專家在法庭中所提供者，應為指

引而非證詞等語。美國法學院為學士後學制（Juris Doctor），法學院畢
業後通過各州律師考試成為律師，進而再被選派為法官，因此許多法官在

大學係就讀理工科系，從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其較陪審團更適於判斷科

技爭議，並無不妥，但臺灣法官之養成教育則不然，並不能與美國法官相

提並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上開判決之重點，應在於指出「專業判斷」與

「法律判斷」應來自於同一判斷主體。

事實上，科技紛爭之核心，在於科技專業技術問題，若欠缺專業科技

知識，則即使對於法律再為嫻熟，或即使判斷再為理智，亦恐心有餘而力不

足。倘法官對於科技專業知識，與陪審團一樣外行，或欠缺審查專家證言之

能力，則容易與陪審團一樣淪為專業鑑定人之橡皮圖章，故當事人不如將爭

議交由具有科技知識背景之專業仲裁人予以解決，蓋因科技爭議所包括之法

律學門領域與科技領域包羅萬象，在仲裁程序中，得同時選任具有法律背

景之仲裁人及具有科技背景之仲裁人，或同時具有多重科技專業背景之仲裁

人，使法律判斷與專業判斷合一，或即使仲裁庭委外鑑定，法律判斷之主體

亦有過濾鑑定報告之能力，應更能迅速妥適解決紛爭，並減少與專業過度脫

節致遠超出當事人預期之突襲性裁判。在臺灣法官養成教育體制之客觀環境

下，仲裁對於科技爭議判斷所具有之專業優勢，應為訴訟所望塵莫及者。

五、信賴

註七七：Marion M. Lim, ADR of Patent Disputes: A Customized Prescription: Not An Over-
The-Counter Remedy, 6 Cardozo J. Conflict Resol. 155, 162 (2005).

註七八：James F. Davis, Judicial Management of Patent Liti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bservations from the Litigation Bar, 9 Fed. Cir. B.J. 549, 549 (2000).

註七九：517 U.S.370,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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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倘合意交付仲裁，在實體法上，當事人間至少有恪遵該仲裁結

果之默示意思表示，否則即不致有該交付仲裁之合意，而就程序上而言，

交付仲裁係屬當事人行使程序選擇權之結果，仲裁判斷因此係基於尊重當事

人之程序主體性，而承認當事人享有程序選擇權，使其有機會參與程序而影

響「真實」之確定與「法」（就具體紛爭在當事人間應遵循之規範）之發現

（註八〇）。對於所涉金額動輒龐大，且法院公開審理有造成洩漏營業祕密

之科技爭議而言，仲裁常為當事人信賴之紛爭解決機制。

六、彈性

仲裁庭通常並非政府機關，因此仲裁程序自較為彈性靈活，例如仲裁法

第20條規定，當事人得約定仲裁地，未約定者，得由仲裁庭決定。因此仲裁
庭得配合當事人之需求，在海內外任何地點進行仲裁，仲裁人之機票食宿旅

費，通常相較下，應比跨國訴訟委任律師或代理人便宜。此亦符合科技爭議

迅速、經濟解決紛爭之特殊需求。

七、和諧

科技之競逐，極易發生爭議，然科技高度競爭之下，合縱連橫，並無

永遠之敵人或朋友。再者，科技產業之廠商間，不免經常發生互動，如非競

爭，即屬合作，如能以較不針鋒相對之仲裁方式解決科技爭議，將大幅提昇

紛爭當事人往後之合作可能性，對爭議當事人雙方均屬有利。

肆、我國科技仲裁之展望

一般而言，涉及科技之智慧財產仲裁，當事人最關心者，莫過於證據、

保密與保全程序三者（註八一）。以我國法制而言。仲裁法已規定關於保密

之規定，已如前述，故此部分自法律面觀之，較無問題。茲就仲裁庭調查證

註八○：沈冠伶，陳英鈐，仲裁、程序選擇權與訴訟權之保障，月旦法學雜誌，第158期，
2008年，頁221。

註八一：Murray Lee Eiland, The Institutional Role in Arbitrating Parent Disputes, 9 Pepp. 
Disp. Resol. L.J. 283,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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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保全程序方面及科技爭議強制仲裁之展望，分敘如次︰

一、仲裁庭調查證據權能

（一）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之準用

       1、準用之規定
仲裁庭固得依仲裁法第28條規定，請求法院調查證據，但並不排除依

仲裁法第19條「當事人就仲裁程序未約定者，適用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
者，仲裁庭得準用民事訴訟法或依其認為適當之程序進行」之規定，準用其

他程序之規定，自行調查證據。而關於智慧財產案件，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訂有調查證據之規定，其應為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自屬仲裁法第19條所稱
之「適當之程序」。

        2、不從仲裁庭關於提出文書或勘驗物要求之法律效果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文書或勘驗物之持有人，無

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文書或勘驗物者，法院得以裁定處新臺幣3萬元以
下罰鍰；於必要時並得以裁定命為強制處分」，此與民事訴訟法第349條第1
項：「第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以裁定處新臺幣3萬元
以下罰鍰；於必要時，並得以裁定命為強制處分」之規定相仿。然而，即使

有罰鍰及強制執行之公權力為後盾，於文書或勘驗物之持有人，如無正當理

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文書或勘驗物者，法院實務上，仍有依民事訴訟法第

345條第1項：「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
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辦理者（註八二）。

具有公權力之法院，尚且如此，遑論仲裁庭不具公權力機關之地位，且其裁

定是否得為罰鍰或強制執行之依據，因此亦有疑義，則當文書或勘驗物之持

有人，如無正當理由，不從仲裁庭關於提出文書或勘驗物之要求者，最後恐

仍回歸依仲裁法第19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仲裁庭得審酌情
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但於作成仲裁判

斷前，宜依仲裁法第19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2項規定，使當事人有辯

註八二：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48號判決、97年度民專訴字第2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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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機會。

       3、當事人提出文書義務之前提   
當事人提出文書之義務，並非漫無限制，如原本並無提出義務，即無罰

鍰、強制處分或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之問

題。而在一方當事人尚未盡舉證責任時，他方當事人並無提出文書或勘驗物

之義務；例如就侵害事實如未舉證，他方當事人即無義務提出證明損害範圍

之商業帳簿（註八三），此為依仲裁法第19條準用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

條第1項規定時，應予留意者。

（二）仲裁法之修正

仲裁法第23條第1項規定，仲裁庭應予當事人充分陳述之機會，並就當
事人所提主張為必要之調查，至於具體調查證據之方法，則非明確，又同法

第19條雖明文規定，仲裁庭得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然其規定為「得」而
非「應」準用，因此法院在審理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時，未必能以民事訴訟法

之規定審查仲裁庭調查證據之程序是否合法，更不得因仲裁庭未準用民事訴

訟法之規定調查證據，而認其仲裁程序有何違法之處（註八四）。然於科技

註八三：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訴字第68號「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
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因此，原告主

張被告公司製造、銷售之產品侵害其專利權，原則上自應由原告就此侵權行為之積

極事實負舉證責任。雖然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規定文書或勘驗物之持有人，
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文書或勘驗物者，法院得處一定之罰鍰，必要時並得

為強制處分。惟其適用仍須持有人依法有提出之義務，且無正當理由未提出者為

限。又民事訴訟法第344 條第1 項第4 、5 款規定及民事訴訟法第367 條規定，當事
人就該等文書或勘驗物之提出義務，仍應係就應證之事實為重要始有必要命其提出

（民事訴訟法第343 條參照），以避免原告未盡其應負之舉證責任，即依上開規定
作為證據搜索之手段。就智慧財產民事事件，關於損害額之審理，得於侵權行為是

否成立後行之。因此，原告就侵權行為之積極事實如尚未能負舉證證明，則與損害

賠償額審理有關之商業帳簿，尚無逕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4、5款規定命
被告提出之必要。又涉及是否侵害原告專利權之文書或勘驗物，亦應以原告已就其

應負被告侵權行為之積極事實已盡相當之舉證責任，使法院就權利侵害之事實及其

損害所及之範圍之證據，認為具有明顯存在於被告之情形，已符合就應證之事實為

重要，始有必要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 項第4 、5 款規定及民事訴訟法第367 條
規定，命被告就該等文書或勘驗物加以提出」。

註八四：林俊益，仲裁法之實用權益，臺北︰永然出版社，2001年4月，頁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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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之仲裁既涉及科技事項，自與客觀事實密不可分，爭議處理之關鍵即在

事實問題，有鑒於科技爭議仲裁之特殊性，如能參酌國際仲裁之規定，明確

仲裁庭調查科技爭議事實之權能，應能有助於提高當事人選擇以仲裁方式解

決科技紛爭之意願。關此，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仲裁規則（WIPO Arbitration 
Rules）第49至51條之規定，可供仲裁法立法論上之參考。其中第49條規定︰
「仲裁之一方當事人，得於詢問前之合理時間，通知仲裁庭及他方當事人，

其所依據之特定實驗已被實施。其通知應載明實驗之目的、實驗結果、實驗

方法及其結果與結論。他方當事人得向仲裁庭請求再度實驗，並於再度實驗

時在場。如仲裁庭認為他方當事人之請求為正當，得決定再度實驗之時間

（第a項）。本條所指之實驗，係指試驗或其他驗證方法（第b項）」，第50
條規定︰「仲裁庭得依職權或一方當事人之請求，勘驗或要求勘驗任何其認

為合適之地點、財產、機械、裝置、生產線、模組、影片、原料、產品或製

程。仲裁當事人之一方得於詢問前提出勘驗之請求，如經仲裁庭准許，仲裁

庭應決定勘驗時間並安排勘驗」，第51條規定︰「仲裁庭得在仲裁當事人合
意之情形下，決定仲裁當事人應共同提出︰一、為充分理解兩造科技爭議，

所必要之背景科學、技術、專門知識說明書；二、仲裁庭或仲裁當事人需於

詢問時參照之模組、藍圖或其他資料」（註八五）。此等請求實驗、勘驗、

註八五：Article 49
            (a) A party may give notice to the Tribunal and to the other party at any reasonable 

time before a hearing that specified experiment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which it 
intends to rely. The notice shall specify the purpose of the experiment, a summary of 
the experiment, the method employed, the results and the conclusion. The other party 
may by notice to the Tribunal request that any or all such experiments be repeated 
in its presence. If the Tribunal considers such request justified, it shall determine the 
timetable for the repetition of the experiments. (b)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rticle, 
"experiments" shall include tests or other processes of verification.

               Article 50
           The Tribunal may, at the request of a party or on its own motion, inspect or require the 

inspection of any site, property, machinery, facility, production line, model, film, material, 
product or process as it deems appropriate. A party may request such an inspection at any 
reasonable time prior to any hearing, and the Tribunal, if it grants such a request, shall 
determine the timing and arrangements for the inspection.

                 Article 51
               The Tribunal may, where the parties so agree, determine that they shall jointly provide: (i) a 

technical primer setting o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scientific, technical or other speci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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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專門知識技術等機制，均能使仲裁程序更能符合科技爭議之特殊專業需

求，如能於仲裁法明文規定，加強仲裁庭蒐集證據之職權，相信應能大幅加

強科技爭議當事人對於仲裁之信心。

二、仲裁程序之保全程序

（一）相關規定及原則

       1、進入仲裁程序仍得聲請保全證據
依仲裁法第39條規定，目前當事人將科技爭議提付仲裁者，仍需向法院

提出保全證據之聲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8條第1項前段亦規定：「保全
證據之聲請，在起訴前，向應繫屬之法院為之」。然上開智慧財產案件保全證

據之規定，僅係揭示受理保全證據之管轄法院，關於保全證據之實質要件，

仍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1 項規定，而該規定並未限制本案訴訟已繫屬
於法院且已達可以調查證據之程度者，即不得聲請證據保全（註八六），故縱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matters in issue; and (ii) models, drawings or 
other materials that the Tribunal or the parties require for reference purposes at any hearing.

註八六：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聲再字第1號裁定：「惟查，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1 項係
規定『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經他造同意者，得向法院聲請保全；就確定

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亦得聲請為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上

開規定並未限制本案訴訟已繫屬於法院，且已達可以調查證據之程度者，即不得聲

請證據保全，至再審聲請人所舉上開裁定意旨，與本案尚屬有別，案情不同，自難

據為本案之有利論據。況且，再審相對人既已依民事訴訟法第370 條規定，就光碟
片產品樣品部分及應保全之產銷資料部分，於聲請本件證據保全時已釋明應予證據

保全之理由，經原法院審酌後裁定准許本件證據保全，原法院自無未調查再審相對

人有何證據釋明所欲保全之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或不及調查使用之危險，及證據

之現狀何以日後無法調查而有確定現狀之必要之情事。又再審聲請人既不願意提出

上開證據，而本件證據保全之證據其中部分書證性質上為電子檔案，內容極易變更

而被竄改，故有遭隱匿、毀壞或致不堪使用之可能，即有證據滅失之虞，是原法院

裁定准許再審相對人證據保全之聲請，於法尚屬有據。再審聲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

507條、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聲請本件再審，惟其所主張之理由，均係證據
取捨與證據價值認定之問題，並非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指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之情形，核與民事訴訟法第496 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之要件不符，揆諸
前揭說明，再審聲請人聲請本件再審，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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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本案業已進入仲裁程序，祇要符合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1 項規定之3種類型
（註八七），仲裁當事人仍得向法院提出保全證據之聲請。

其中關於事證開示類型之「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

要」，係智慧財產法院成立之初，准許保全證據最多之類型（註八八），似較

難理解。實則，該類型係為避免證據遭致抽換，或因擬保全之證據在本質上

不易蒐集，並有助於定紛止爭（註八九）。

註八七：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全字第35號裁定：「按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者，得向
法院聲請保全；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亦得聲請為鑑定、

勘驗或保全書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 條、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1 項規定參
照）。準此，證據保全之事由，包含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經他造同意
予以保全證據，及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且有必要者等3類，各該目
的、要件及保全方式皆不相同。除第2類係基於兩造合意而為證據保全外，第1 類
旨在保全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的證據，以保全訴訟法上之權利，第3 類則重在事
證開示，以達到紛爭解決、預防訴訟、爭點整理與簡化、及審理集中化之目的。所

謂證據滅失，即毀滅喪失之意，就勘驗言，如勘驗之標的物即將毀滅或變更其現

狀，若不及時行勘驗，將無從實施勘驗程序或縱行勘驗，亦不能獲得其現狀之證

據者均屬之（最高法院82年度臺抗字第310 號裁定參照）。所謂證據有礙難使用之
虞，係指證據若不即為保全，將有不及調查使用之危險者而言（最高法院85年度臺
抗字第305 號裁定參照）。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1 項前段之立法意旨，係鑑於證
據之調查，本應於訴訟繫屬後已達調查之程度，且有調查必要者，始得為之，但於

此之前，如該證據有滅失或有礙難使用之虞，卻不能立即調查，將因證據之滅失或

情事變更而礙難使用，致影響日後裁判之正確性，故特設此制以為預防（最高法院

92年度臺抗字第502 號裁定參照）」。取捨與證據價值認定之問題，並非民事訴訟
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指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核與民事訴訟法第496 
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之要件不符，揆諸前揭說明，再審聲請人聲請本件再審，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註八八：蔡惠如，智慧財產新制下民事證據保全之應然與實然（下），司法週刊，第1434
期，第3版，2009年4月3日。

註八九：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全字第47號裁定、97年度民專抗字第1、9號裁定：「聲請人
主張系爭專利技術內容係在電漿蝕刻機器設備中採用『多孔的電漿密封環』構件，

此構件在電漿蝕刻機器設備中係屬耗材而可替換，一般只要將該設備之處理室抽成

真空後打開，即可容易觀察並取出或置換該構件，一旦該構件被取出或置換成其他

不同結構形態構件後，勢將難以確認該電漿蝕刻設備是否有侵害系爭專利，就系爭

設備是否侵害系爭專利之認定而言，即具有容易變更現狀之特性等情，…而聲請人

苟對相對人提起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依舉證責任原則，聲請人即需證明相對人

有侵害專利權情事，即有將系爭設備中之疑似侵權構件送請鑑定或為勘驗之必要，

則系爭設備所使用裝置之密封環構件，即為聲請人證明相對人有無侵權行為之重要

證據，其又有如前述容易替換之性質，相對人於專利侵權訴訟繫屬後可能事先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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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准予保全證據之審酌事項
因證據保全，對於相對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有重大影響，考量智慧財產

案件之特殊性，並維護競爭秩序之公平，為保障聲請人證據保全之訴訟上證

明權，同時避免聲請人濫用證據保全制度，藉此窺探相對人之隱私或業務秘

密，法院應適度斟酌智慧財產權遭受侵害之可能性，並審慎衡量兩造相互衝

突之利益，包含聲請人因准許保全證據裁定所可能獲得之利益、除證據保全

外有無其他證據調查方法可資利用、如駁回其保全證據之聲請、是否將使聲

請人之實體利益喪失殆盡，及相對人是否因准許保全證據裁定、致其隱私或

業務秘密遭公開而可能受有不利益等。準此，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民
事訴訟法第370條規定，保全證據之聲請，應表明應保全之證據、依該證據應
證之事實，及應保全證據之理由，且聲請人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

明，供法院審酌應否准許保全證據之聲請（註九〇），故仲裁當事人聲請保全

證據時，亦同。

       3、保全證據之方法
仲裁程序之當事人既係向法院請求保全證據，則保全證據之方法，依智

或置換該電漿密封環，將導致證據調查結果與事實不相符合，衡情聲請人就系爭設

備所使用密封環之狀態有保全現狀之法律上利益。況系爭設備不僅結構精密複雜且

價格高昂，體積龐大且重量極重，一般皆置放於半導體晶圓製造廠之無塵室中，以

供半導體晶圓蝕刻製程之所需，其通常之交易型態係由製造人或出賣人依訂單直接

出貨至買受人處，不會於公開市場陳列販賣，從而聲請人由公開市場得悉此等設備

產品狀態甚為困難，實難期待及要求聲請人自行蒐集取得，是聲請人主張其無法以

取得系爭機器設備之方式，作為日後鑑定之待鑑定物乙節，尚屬可採。本院審酌上

情並衡量雙方當事人之利益，認為本件保全證據之聲請確有必要性。再者，聲請人

聲請保全相對人新加坡商甲公司及第三人乙公司所持有就該型號機器其中就含有聲

請人之『電漿反應器中之多孔的電漿密封環』發明專利權有關之相關文件或電磁紀

錄等，前開文件足以顯示該型號機器設備是否有使用到聲請人之專利權之證據資

料，該等資料亦攸關相對人之侵權行為是否成立之認定，倘聲請人得於訴訟前先予

蒐證，了解事實之現狀，非但有助於當事人間研判紛爭之實際情狀，進而成立調解

或和解，以消弭訴訟，達到預防訴訟之目的，亦有助於將來訴訟時，使法院發現真

實及進行集中審理，應認聲請人就相對人所持有系爭設備之上開相關資料，聲請證

據保全，有確定相對人侵權行為之有無之法律上利益，且亦屬有其必要性，且聲

請人既尚未對相對人提起本案訴訟，自無從依調查證據程序命相對人提出上開文

件」。

註九○：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全字第35號裁定、97年度民全字第49號裁定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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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8條第2至4項規定，法院實施證據保全時，得為鑑定、
勘驗及保全書證；法院實施證據保全時，得命技術審查官到場執行職務，

而相對人無正當理由拒絕證據保全之實施時，法院得以強制力排除之，但不

得逾必要之程度，必要時並得請警察機關協助。總之，保全證據之方法，

係以法院實際到場保全執行時之狀況為斷，而為保全證據之一切必要行為

（註九一）。

再者，在保全證據之執行上，關於物之勘驗及文書之調查，應可容許由

中立之第三人代替當事人本人檢視系爭物或文書資料，以使原告與被告之利

益受到均衡保障，蓋證據保全程序與本案訴訟程序之目的不同，在原告對於

侵害行為或損害數額，尚未充分掌握相關事實時，藉由證據保全程序確定事

物現狀機能，可減少權利人於本案訴訟程序之費用上風險，而較能具體化訴

訟上主張、損害賠償金額、不作為請求，以及確定是否起訴抑或和解，因此

權利人祇要能達此目的即足，未必有知悉所有科技上、商業上細節之必要，

由中立第三人（會計師或技術鑑定人）先予以檢視，而基於檢視結果，告知

權利人起訴之結果可能為何，或起訴之必要資訊，此一方面亦足以使原告判

斷有無起訴之必要，另一方面，亦能兼顧被告之營業祕密（註九二）。依仲裁

法第26條第1項規定，仲裁庭得通知證人或鑑定人到場應詢，同法第20條規定
仲裁地原則上由仲裁庭決定，則仲裁庭在勘驗及調查時，應能容許中立之第

三人專家到場，代替當事人本人檢視系爭物或文書資料，甚或進行鑑定，以

兼顧仲裁當事人之營業祕密，避免一方當事人藉由仲裁程序之提起，刻意刺

探他方當事人之科技機密，而該專業中立之第三人，甚至可為仲裁雙方當事

人先行初步評估仲裁結果，公開暫時心證，以利雙方當事人和解或更為接受

終局仲裁判斷之結果，以減少撤銷仲裁判斷訴訟之訟累，或提出補充之資料

或主張，以避免突襲性之仲裁判斷。

（二）仲裁法之修正

當事人將科技爭議提付仲裁者，仍需向法院提出保全證據之聲請，已如

註九一：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抗字第9號裁定意旨參照。

註九二：沈冠伶，智慧財產權保護事件之證據保全與祕密保護，臺大法學論叢第36卷，第1
期，2007年3月，第2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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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如能在仲裁法內明定仲裁庭保全證據之職權，更能提昇仲裁解決科技

爭議之功能。關此，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仲裁規則第46條規定︰「仲裁庭得
依當事人一方之請求，核發必要之暫時命令或採取暫時措施，包括保存爭議

標的物之假處分及措施，例如命當事人將該標的物交由第三人保管，或將易

腐壞之標的物出售。仲裁庭核准前述措施時，得命請求之一方提出適當之擔

保（第a項）。仲裁庭得依當事人一方之請求，於考量例外情形下之必要性，
命他方當事人依仲裁庭所定之方式，對其主張或反訴或本規則第72條所定之
費用提出擔保（第b項）。本條所定之措施及命令，仲裁庭得以中間判斷為之
（第c項）。仲裁當事人一方，向法院聲請保全程序，或請求他方對主張或反
訴提出擔保，或聲請執行仲裁庭核發之命令或措施，不能視為違反仲裁協議

或放棄仲裁協議（第d項）」（註九三），可供仲裁法之修正參考。

三、科技爭議強制仲裁之評估

涉及價值較高之科技爭議，當事人多以訴訟解決紛爭（註九四），蓋因

其預期獲利高於昂貴之訴訟費用及冗長之訴訟時程，值得放手一搏，且爭議

之一方當事人，常預期高額之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判決（註九五），故期待在訴

註九三：Article 46
            (a) At the request of a party, the Tribunal may issue any provisional orders or take 

other interim measures it deems necessary, including injunctions and measur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goods which form part of the subject matter in dispute, such as 
an order for their deposit with a third person or for the sale of perishable goods. The 
Tribunal may make the granting of such measures subject to appropriate security 
being furnished by the requesting party. (b) At the request of a party, the Tribunal 
may, if it considers it to be required by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order the other 
party to provide security, in a form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Tribunal, for the claim or 
counter-claim, as well as for cost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72. (c) Measures and orders 
contemplated under this Article may take the form of an interim award. (d) A request 
addressed by a party to a judicial authority for interim measures or for security for 
the claim or counter-claim, or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y such measures or orders 
granted by the Tribunal, shall not be deemed incompatible with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or deemed to be a waiver of that Agreement.

註九四：Vivek Koppikar, Using ADR Effectively in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89 J. Pat. & 
Trademark Off. Soc'y 158, 164, 166 (2007).

註九五：Switzerland allows parties who are not domiciled there to opt out of the setting 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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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中獲利，致無從將爭議合意提付仲裁，但亦因此有不保密、不能紓解訟源

之缺失，特別係在武器不對等之情形下，贏家通常非正當權利人，卻為資力

較為雄厚者，有失司法公平正義之目標。因此，對於科技爭議，乃有強制仲

裁先行於訴訟之倡議（註九六），值得進一步思考其可行性，而明確將科技爭

議中最主要之專利爭議訂為強制仲裁先行主義，惟此部分可能對於憲法所保

障程序選擇權之限縮，仍宜集思廣益後決之。

伍、結論

2 0 0 7年，有 3 7 5件智慧財產案件提交美國仲裁協會（A m e r i c a 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AAA）仲裁，使美國專利訴訟數量首度呈現負成
長，無獨有偶，位於巴黎之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估計每年約有百分之十之案件為智慧財產案件（註九七），以仲裁方式解決

科技爭議，已然成為世界趨勢。除美國外，加拿大及瑞士均容許專利有效性

之仲裁（註九八）。科技爭議以仲裁解決之最大難關，亦即關於專利有效性

爭議之可仲裁性問題，既已獲得突破與解決，則關於其他種類之科技爭議，

則應無可仲裁性方面之疑慮。此外，仲裁之迅速、節約、保密、專業、信

賴、彈性、和諧等特性，相當符合科技爭議解決機制之需求，且均勝於以訴

訟方式解決科技爭議，值得當事人多加選用。

另一方面，如能修法增強機構仲裁庭調查證據及保全證據之職能，甚至

將特定科技爭議之議題，例如專利訴訟，立法改以仲裁前置主義之立法，相

信對於紓解訟源、迅速有效、保密專業及公平解決科技紛爭，具有相當實質

性之助益。

procedure. Most nations do not allow this. See A.J. Van Den Berg, The Efficacy of 
Award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4 J.C. Inst. Arb. 267, 268 (1992).

註九六：William Kingston,supra, 154.

註九七：SCC Institute Statistics 2007, http://www.sccinstitute.com/uk/About/Statistics/ (last 
visited Janr. 28, 2010).

註九八：Jochen Pagenberg, The Arbitrabil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in Germany,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amc/en/events/conferences/1994/pagenberg.html (last 
visited Jan. 28,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