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案面詢作業要點修正總說
明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本局)專利案面詢作業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於八十三年五月十二日訂定發布，歷經七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
發布日期為一百零六年七月十二日。基於通訊科技發展已臻成熟，且因
應社會情勢變化，在符合一定條件下，修正放寬非舉發案之面詢得採遠
距視訊方式為之；另配合司法實務見解，將利害關係人納入得出席面詢
之人員，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放寬當事人針對舉發案以外之案件，申請於本局以外之適當
處所面詢，符合一定條件而經本局許可者，得辦理遠距視訊面詢，
並增訂不予辦理遠距視訊面詢之理由及適當處所應符合之條件。
另明定面詢紀錄應傳送出席視訊面詢之人員，由其簽名或蓋章確
認後，再回傳本局。（修正規定第二點、第三點、第六點及第九
點）
二、 基於智慧財產法院判決認為舉發程序之進行，對其權利或法律上
利益有影響者，得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對系爭專利舉發案提起訴
願，並得就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爰將利害關係人列入得出席
面詢之人員。（修正規定第五點）
三、 考量面詢程序屬本局對申請案或舉發案作成審定前之內部作業程
序，其過程之影音，應予限制，爰明定當事人於面詢過程，不得
拍照、錄音或錄影，但經本局許可者，不在此限。（修正規定第
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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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 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 本點未修正。
下簡稱本局）為辦理專
下簡稱本局）為辦理專
利法（以下簡稱本法）
利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四十二條、第七十六
第四十二條、第七十六
條、第一百二十條準用
條、第一百二十條準用
第七十六條、第一百四
第七十六條、第一百四
十二條第一項準用第四
十二條第一項準用第四
十二條及第一百四十二
十二條及第一百四十二
條第一項準用第七十六
條第一項準用第七十六
條有關專利之面詢作業
條有關專利之面詢作業
，特訂定本要點。
，特訂定本要點。
二、審查人員審查專利案認 二、審查人員審查專利案認 基於通訊科技發展已臻成熟
為經面詢有助於案情之
為經面詢有助於案情之 ，且因應社會情勢變化，例
瞭解及迅速確實審查時
瞭解及迅速確實審查時 如新冠肺炎疫情之影響，致
，得依職權通知當事人
，得依職權通知當事人 當事人無法到專利專責機關
辦理面詢。
限期到局面詢。
進行面詢時，如可藉由科技
設備，而有利於審查程序進
行者，在確保審查程序公正
透明之前提下，宜放寬於符
合專利專責機關規定之場所
及資訊條件下，可不限於至
專利專責機關進行面詢，爰
予修正。
三、申請面詢，應以面詢申 三、申請面詢，應以面詢申 一、第一項未修正。
請書為之，並敘明面詢
請書為之，並敘明面詢 二、第 二 項 配 合 本 次 修 正
事項及說明。
事項及說明。
放寬得申請於本局以
審查人員對面詢之
審查人員對面詢之
外之處所，辦理遠距視
申請，認有下列情事之
申請，認有下列情事之
訊面詢，增訂第五款不
一者，應於審定書中敘
一者，應於審定書中敘
予辦理遠距視訊面詢
明不予辦理之理由：
明不予辦理之理由：
之理由，其餘款次酌作
(一)單純詢問可否准予
(一)單純詢問可否准予
文字修正。
專利。
專利者。
(二)提起舉發時，未曾
(二)提起舉發時，未曾
提出具體之舉發理
提出具體之舉發理
由即申請面詢。
由即申請面詢者。
(三)明顯與技術內容、
(三)明顯與技術內容、
案情無關之理由仍
案情無關之理由仍
請求面詢。
請求面詢者。
(四)申請再面詢案，案
(四)申請再面詢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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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已臻明確而無面
詢必要。
(五)申請於本局以外之
適當處所面詢，不
符第六點第二項及
第三項規定。
四、申請面詢者，至遲應於
接受面詢前繳納面詢規
費；未繳者，依本法第
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不
予辦理面詢。

情已臻明確，無面
詢必要者。

一、本點新增。
二、本 點 係 規 範 繳 納 面 詢
規費之時點，及未繳費
之法律效果，原於現行
第七點第一項規定，基
於上開規範內容屬程
序規定，為符體例，爰
移列本點。
五、得出席面詢之人員如下：四、得出席面詢之人員如下： 一、點次變更。
(一)與專利審查有關之
(一)與專利審查有關之 二、第 一 項 第 四 款 規 定 舉
本局人員。
本局人員。
發案得出席面詢人員
(二)發明人、新型創作
(二)發明人、新型創作
之被舉發人即指專利
人或設計人。
人或設計人。
權人，爰予修正。另依
(三)申請人或其受雇人
(三)申請人或其受雇人
據智慧財產法院一○
、或申請人委任之
、或申請人委任之
六年度行專訴字第七
專利師、專利代理
專利師、專利代理
十七號判決，舉發程序
人、律師。
人、律師。
之進行，對其權利或法
(四)舉發人、專利權人
(四)舉發人、被舉發人
律上利益有影響者，得
、利害關係人或其
或其委任之專利師
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
委任之專利師、專
、專利代理人、律
對系爭專利舉發案提
利代理人、律師。
師。
起訴願，並得就訴願決
前項受委任之代理
前項受委任之代理
定提起行政訴訟。利害
人，得委任具有該申請
人，得委任具有該申請
關係人既得為舉發審
案專業知識者，出席面
案專業知識者，出席面
定救濟程序之當事人
詢。
詢。但應得本局之許可。
，理應允其申請出席舉
本局承審之審查
本局承審之審查人
發案之面詢程序，以利
人員，因故不克出席面
員，因故不克出席面詢
儘速釐清專利有效性
詢時，得由本局其他與
時，得由本局其他與專
之爭議，爰將利害關係
專利審查有關人員代為
利審查有關人員代為出
人納入第四款得出席
出席面詢。以視訊方式
席面詢。以視訊方式為
面詢之人員；利害關係
為之者，亦同。
之者，亦同。
人出席面詢時，應提出
相關身分證明文件。本
項其餘款次未修正。
三、面詢實務上，受當事人
委任，而得出席面詢之
代理人，再委任對申請
案申具有專業知識者
，例如申請人公司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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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研發之工程師，本
局對於該再受委任之
人，實務上少有不准之
情形，爰刪除第二項但
書規定。
四、第三項未修正。
六、面詢，除另有規定外， 五、面詢應於本局辦公處所 一、點次變更。
應於本局辦公處所或各
或各地服務處所為之， 二、現行第一項規定，專利
地服務處所為之，必要
必要時得使用本局及各
面詢之地點，須於本局
時得使用本局及各地服
地服務處所設置之視訊
或本局各地服務處所
務處所設置之視訊設備
設備為之。
為之，本次修正放寬舉
為之。
每件專利案每次面
發案以外之申請案，可
當事人就舉發案以
詢時間以一小時為原則
申請於本局以外之處
外之案件，申請於本局
。但經承審之審查人員
所，辦理遠距視訊面詢
以外之適當處所面詢，
同意者，得延長一小時。
，為確保遠距視訊面詢
經本局許可者，得辦理
順利進行及保密，明定
遠距視訊面詢。
遠距視訊面詢處所應
前項適當處所應符
符合之條件，包括限於
合下列條件：
非公開之處所；該處所
(一)非公開之處所。
應具備本局規定之軟
(二)具備本局所定之軟
硬體設備，可進行視訊
硬體設備，且可保
，並可接收及傳送面詢
持良好視訊品質。
紀錄；有充裕之網路頻
每件專利案每次面
寬，以確保良好視訊品
詢時間以一小時為原則
質，爰修正第一項規定
。但經承審之審查人員
，並增訂第二項及第三
許可者，得延長一小時。
項。第一項所稱「除另
有規定外」，即指本點
第二項及第三項修正
規定。
三、現 行 規 定 第 二 項 移 列
為第四項，並酌作文字
修正。
七、本局為進行面詢，應以 六、本局為進行面詢，應以 點次變更。
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
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
知相關人員到場面詢：
知相關人員到場面詢：
(一)面詢之日期、時間
(一)面詢之日期、時間
、地點。
、地點。
(二)應攜帶之身分證明
(二)應攜帶之身分證明
文件、委任書。
文件、委任書。
(三)面詢進行之程序、
(三)面詢進行之程序、
方式。
方式。
(四)其他應注意事項。
(四)其他應注意事項。
舉發案件之面詢，
舉發案件之面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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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通知兩造當事人同時
應通知兩造當事人同時
出席面詢，並告知一造
出席面詢，並告知一造
未出席，本局得單獨與
未出席，本局得單獨與
另一造面詢。
另一造面詢。
八、出席面詢之人員，應提 七、申請面詢者，至遲應於
出身分證明文件供驗；
接受面詢前繳納面詢規
未提出而無法適時補正
費；未繳納者，依本法
者，本局得取消面詢，
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並將該情形記載於面詢
應不受理面詢。
紀錄。
出席面詢之人員，
開始面詢時，本局
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供
應告知受面詢人有關該
驗；未提出而無法適時
面詢依據之本法條文、
補正者，本局得取消面
需要保密之事項。出席
詢，並將該情形記載於
、列席面詢之人應遵守
面詢紀錄。
會場秩序，其有不當陳
開始面詢時，本局
述或其他行為者，本局
應告知受面詢人有關該
得加以糾正、制止，不
面詢依據之本法條文、
服糾正或不聽制止時，
需要保密之事項。出席
得中止或取消該面詢，
、列席面詢之人應遵守
並將該情形記載於面詢
會場秩序，其有不當陳
紀錄。
述或其他行為者，本局
初審案或再審查案
得加以糾正、制止，不
於面詢進行中，對於說
服糾正或不聽制止時，
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
得中止或取消該面詢，
圖式等內容，有需要補
並將該情形記載於面詢
充說明或修正者，審查
記錄。
人員得依職權限期補送
初審案或再審查案
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
於面詢進行中，對於說
或圖式修正本。
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
舉發案於面詢進行
圖式等內容，有需要補
中，對於舉發理由書及
充說明或修正者，審查
答辯書等相關內容，得
人員得依職權限期補送
行使闡明權，若有需要
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
補充說明或提出答辯者
或圖式修正本。
，審查人員得於面詢後
舉發案於面詢進行
函知當事人限期補送書
中，對於舉發理由書及
面資料。
答辯書等相關內容，得
面詢過程，當事人
行使闡明權，若有需要
不得拍照、錄音或錄影
補充說明或提出答辯者
。但經本局許可者，不
，審查人員得告知當事
在此限。
人限期補送書面資料。
面詢過程，本局及
當事人得錄音或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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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次變更。
二、現 行 規 定 第 一 項 已 移
列修正規定第四點明
定，爰予刪除。現行規
定第二項至第四項移
列為第一項至第三項
；現行規定第三項並酌
修文字。
三、配 合 一 百 零 八 年 十 一
月一日施行之專利法
第七十四條第四項規
定，專利專責機關認有
必要，通知舉發人陳述
意見、專利權人補充答
辯或申復時，舉發人或
專利權人應於通知送
達後一個月內為之，故
當事人於舉發案審理
過程中申請面詢後，欲
補提理由、證據、補充
答辯或申復，須經專利
專責機關同意並發函
通知後始得為之，爰修
正現行規定第五項，並
移列為第四項。
四、現行第六項規定，當事
人得於面詢過程中錄
音或錄影，然考量面詢
程序屬本局對申請案
或舉發案作成審定前
之內部作業程序，其過
程之影音，應予限制，
故當事人於面詢過程
，原則應不得拍照、錄
音或錄影，但經本局許
可者，始可為之，爰予
修正後移列為第五項。

九、面詢時應當場製作面詢 八、面詢時應當場製作面詢 一、 點次變更。
紀錄，記載面詢之日期
紀錄，記載面詢之日期 二、 第一項修正。為確保面
、時間、地點、出（列）
、時間、地點、出（列）
詢事項及詢答內容之正
席人員、面詢事項及詢
席人員、面詢事項及詢
確性，應由出席面詢人
答重點，並由出席面詢
答重點，並由出席面詢
員簽名或蓋章確認，至
之人員簽名或蓋章確認
之人員在文字紀錄內容
於簽名或蓋章之位置，
；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
之後簽名或蓋章確認；
本即宜容許實務可為適
，應將其事由記載於面
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
當之調整，爰酌修文字
詢紀錄。
應將其事由記載於面詢
。
使用本局及各地服
紀錄。
三、 第二項未修正。
務處所設置之視訊設備
使用本局及各地服 四、 增訂第三項。為兼顧遠
為之者，本局人員應當
務處所設置之視訊設備
距視訊面詢之特性，並
場宣讀面詢事項及詢答
為之者，本局人員應當
確保面詢事項及詢答內
重點，經本局及各地服
場宣讀面詢事項及詢答
容之正確性，辦理遠距
務處所出席之人員確認
重點，經本局及各地服
視訊面詢者，本局人員
。
務處所出席之人員確認
仍應當場宣讀面詢事項
辦理遠距視訊面詢
。
及詢答重點。另參考法
者，本局人員應當場宣
案件經面詢者，應
院辦理智慧財產案件遠
讀面詢事項及詢答重點
俟一切紀錄、補充或修
距審理及文書傳送辦法
，並將面詢紀錄以科技
正資料併卷後方得繼續
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設備傳送至出席視訊面
審查。補充或修正資料
規定，本局將傳送面詢
詢之人員，經其簽名或
逾限未補正者，逕依面
紀錄給出席視訊面詢之
蓋章確認後，回傳本局。
詢紀錄及現有資料審查
人員，由其列印並簽名
案件經面詢者，應
。
確認後，將已簽名之面
俟一切紀錄、補充或修
詢紀錄，傳真、拍照或
正資料併卷後方得繼續
掃描，回傳本局存卷錄
審查。補充或修正資料
案；出席視訊面詢之人
逾限未補正者，逕依面
員如未將面詢紀錄回傳
詢紀錄及現有資料審查
本局，審查人員應於審
。
查過程中記錄，或於審
定書中說明。
五、 現行規定第三項移列為
第四項。
十、未依指定時間到場面詢 九、未依指定時間到場面詢 點次變更。
者，本局得逕行審查。
者，本局得逕行審查。
但有正當理由申請改期
但有正當理由申請改期
者，不在此限。
者，不在此限。
前項申請改期，至
前項申請改期，至
遲應於面詢前一日以書
遲應於面詢前一日以書
面、傳真或電話送達本
面、傳真或電話送達本
局，由本局另行指定面
局，由本局另行指定面
詢期日及地點，並以一
詢期日及地點，並以一
次為限。
次為限。
以視訊方式為之者
以視訊方式為之者

6

，如有視訊中斷或其他
，如有視訊中斷或其他
與視訊設備相關之事由
與視訊設備相關之事由
，致當日無法續行面詢
，致當日無法續行面詢
時，本局得另行指定面
時，本局得另行指定面
詢期日及地點為之。
詢期日及地點為之。
十一、本局確認無辦理之必 十、本局確認無辦理面詢之 點次變更。
要而不辦理者，應退
必要而不辦理者，應退
還當事人已繳之規費
還當事人已繳之規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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