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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智慧財產法庭民事事件案號字別及案件種類對照表 

一、第一審部分： 

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民事訴訟 民商訴 第一審商標法訴訟事件 

民專訴 第一審專利法訴訟事件 

民著訴 第一審著作權法訴訟事件 

民光訴 第一審光碟管理條例訴訟事件 

民營訴 第一審營業秘密法訴訟事件 

民積訴 第一審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訴訟事件 

民植訴 第一審植物品種及種苗法訴訟事件 

民公訴 第一審公平交易法訴訟事件 

民他訴 第一審其他訴訟事件 

民商續 第一審商標法繼續審判事件 

民專續 第一審專利法繼續審判事件 

民著續 第一審著作權法繼續審判事件 

民光續 第一審光碟管理條例繼續審判事件 

民營續 第一審營業秘密法繼續審判事件 

民積續 第一審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繼續審判事件 

民植續 第一審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繼續審判事件 

民公續 第一審公平交易法繼續審判事件 

民他續 第一審其他訴訟繼續審判事件 

民商更 第一審商標法更審事件 

民專更 第一審專利法更審事件 

民著更 第一審著作權法更審事件 

民光更 第一審光碟管理條例更審事件 

民營更 第一審營業秘密法更審事件 

民積更 第一審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更審事件 

民植更 第一審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更審事件 

民公更 第一審公平交易法更審事件 

民他更 第一審其他訴訟更審事件 

民續更 第一審繼續審判更審事件 

民調訴 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事件 

民他調訴 

宣告調解、調處、協議或裁決無效或撤銷調解、調處、協議

或裁決事件（依鄉鎮市調解條例、著作權法或其他法律成立

之調解、調處、協議或裁決） 

民調訴更 「民調訴」之更審事件 

民他調訴更 「民他調訴」之更審事件 

民事再審 民商再 第一審商標法再審事件 

民專再 第一審專利法再審事件 

民著再 第一審著作權法再審事件 

民光再 第一審光碟管理條例再審事件 

民營再 第一審營業秘密法再審事件 

民積再 第一審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再審事件 

民植再 第一審植物品種及種苗法再審事件 

民公再 第一審公平交易法再審事件 

民他再 第一審其他再審事件 

民再更 民事再審之更審事件 

民聲再 民事聲請或聲明事件之再審事件 

民聲再更 「民聲再」之更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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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第三人撤銷訴訟 民撤 民事第一審第三人撤銷訴訟事件 

民事一審調解 民商調 商標法調解事件 

民專調 專利法調解事件 

民著調 著作權法調解事件 

民光調 光碟管理條例調解事件 

民營調 營業秘密法調解事件 

民積調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調解事件 

民植調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調解事件 

民公調 公平交易法調解事件 

民他調 其他調解事件 

民商移調 商標法移付調解事件 

民專移調 專利法移付調解事件 

民著移調 著作權法移付調解事件 

民光移調 光碟管理條例移付調解事件 

民營移調 營業秘密法移付調解事件 

民積移調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移付調解事件 

民植移調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移付調解事件 

民公移調 公平交易法移付調解事件 

民他移調 其他移付調解事件 

附民移調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移付調解事件 

民事提審 民提 民事提審事件（103.08 新增） 

民事其他 
民全 

保全事件 

（除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事件外） 

民全聲 聲請撤銷保全裁定事件 

民催 公示催告事件 

民助 協助事件 

民陸助 大陸地區法院委託我方法院協助之民事事件（100.11 新增） 

民救 聲請訴訟救助事件 

民秘聲 秘密保持命令聲請事件 

民聲 其他聲請或聲明事件 

民事聲 對司法事務官所為裁定或處分之聲明異議事件（100.01 新增）

民全更 「民全」之更審事件 

民全聲更 「民全聲」之更審事件 

民催更 「民催」之更審事件 

民救更 「民救」之更審事件 

民秘聲更 「民秘聲」之更審事件 

民聲更 「民聲」之更審事件 

民他 其他事件 

民補 
起訴時未依規定繳納裁判費者若於分案前由庭長以法官身分裁定

命補繳裁判費事件 

民暫 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事件 

民暫更 「民暫」之更審事件 

強制執行 民執全 保全強制執行事件 

民執助 囑託強制執行事件 

民執 一般強制執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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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審部分： 

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民事二審上訴 民商上 商標法上訴事件 

民專上 專利法上訴事件 

民著上 著作權法上訴事件 

民光上 光碟管理條例上訴事件 

民營上 營業秘密法上訴事件 

民積上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上訴事件 

民植上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上訴事件 

民公上 公平交易法上訴事件 

民他上 其他上訴事件 

民商上易 商標法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專上易 專利法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著上易 著作權法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光上易 光碟管理條例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營上易 營業秘密法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積上易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植上易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公上易 公平交易法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他上易 其他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商上續 第二審商標法繼續審判事件 

民專上續 第二審專利法繼續審判事件 

民著上續 第二審著作權法繼續審判事件 

民光上續 第二審光碟管理條例繼續審判事件 

民營上續 第二審營業秘密法繼續審判事件 

民積上續 第二審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繼續審判事件 

民植上續 第二審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繼續審判事件 

民公上續 第二審公平交易法繼續審判事件 

民他上續 第二審其他繼續審判事件 

民商上續易 第二審商標法繼續審判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專上續易 第二審專利法繼續審判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著上續易 第二審著作權法繼續審判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光上續易 第二審光碟管理條例繼續審判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營上續易 第二審營業秘密法繼續審判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積上續易 
第二審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繼續審判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

者 

民植上續易 第二審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繼續審判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公上續易 第二審公平交易法繼續審判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他上續易 第二審其他繼續審判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事二審更審 民商上更 商標法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民專上更 專利法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民著上更 著作權法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民光上更 光碟管理條例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民營上更 營業秘密法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民積上更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民植上更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民公上更 公平交易法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民他上更 其他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民上續更 第二審繼續審判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民訴續更 第一審繼續審判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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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民事再審 民商上再 第二審商標法再審事件 

民專上再 第二審專利法再審事件 

民著上再 第二審著作權法再審事件 

民光上再 第二審光碟管理條例再審事件 

民營上再 第二審營業秘密法再審事件 

民積上再 第二審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再審事件 

民植上再 第二審植物品種及種苗法再審事件 

民公上再 第二審公平交易法再審事件 

民他上再 第二審其他再審事件 

民商上再易 第二審商標法再審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專上再易 第二審專利法再審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著上再易 第二審著作權法再審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光上再易 第二審光碟管理條例再審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營上再易 第二審營業秘密法再審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積上再易 第二審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再審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植上再易 第二審植物品種及種苗法再審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公上再易 第二審公平交易法再審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他上再易 第二審其他再審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抗再 抗告事件之再審事件 

民上再更 第二審再審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民抗再更 抗告再審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民聲上再 第二審聲請或聲明事件之再審事件 

第三人撤銷訴訟 民撤二 第三人於第二審提起之撤銷訴訟事件 

民撤上 第三人撤銷訴訟之上訴事件 

民事抗告 民商抗 商標法抗告事件 

民專抗 專利法抗告事件 

民著抗 著作權法抗告事件 

民光抗 光碟管理條例抗告事件 

民營抗 營業秘密法抗告事件 

民積抗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抗告事件 

民植抗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抗告事件 

民公抗 公平交易法抗告事件 

民他抗 其他抗告事件 

民抗更 抗告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民撤抗 第三人撤銷訴訟之抗告事件 

民暫抗 定暫時狀態處分抗告事件 

民提抗 民事提審抗告事件（103.08 新增） 

民事二審調解 民商上移調 商標法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 

民專上移調 專利法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 

民著上移調 著作權法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 

民光上移調 光碟管理條例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 

民營上移調 營業秘密法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 

民積上移調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 

民植上移調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 

民公上移調 公平交易法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 

民他上移調 其他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 

附民上移調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 

刑上移調 刑事第二審通常上訴案件，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四移付

調解事件（109.04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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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民事其他 
民全上 

第二審保全事件 

（除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事件外） 

民全聲上 第二審聲請撤銷保全裁定事件 

民救上 第二審聲請訴訟救助事件 

民秘聲上 第二審秘密保持命令聲請事件 

民聲上 第二審其他聲請或聲明事件 

民全上更 「民全上」之更審事件 

民秘聲上更 「民秘聲上」之更審事件 

民聲上更 「民聲上」之更審事件 

民暫上 第二審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事件 

民暫上更 第二審「民暫」之更審事件 

民助上 第二審協助事件（109.03 新增） 

三、提存部分： 

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存 一般擔保提存物或清償提存物事件 

 取 一般領取提存物或取回提存物事件 

 解 解繳國庫事件 

 行存 「行政訴訟」擔保提存物或清償提存物事件 

 行取 「行政訴訟」領取提存物或取回提存物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