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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址  ：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路 1段 100號    

本案號針對：  在台灣的專利申請之第 92116132 案號                   

發明名稱  ：  肺臟 SARS感染的表面處理 

Surface Treatment of SARS-Infected Lungs 
被告人機關： 中華民國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 

被告法人  ：  局長 王美花 

地 址   ： 臺北市辛亥路 2段 185號 3樓   Tel: (02)23767665  Fax: (02)23779875 

本訴狀呈  ：  台灣智慧財產法院提起行政訴訟   新北市板橋區縣民大道 2段 7號 3-5樓 

               Email:  ipcemail@judicial.gov.tw;  flower281@judicial.gov.tw; 
ipc09@mail.judicial.gov.tw；  

              查詢電話: 886-2-2272-6696 轉 113   專用傳真: 886-2-2272-6377 
 

控告及請求重審 
 

     於判決之前的 2013 年 10 月 24 日，本原告人已向主審法官致函重審之求，本原

告人于 2013 年 12 月 5 日才正式收閱該判決書，由於 2013 年 10 月 17 日在第四法庭的

審訊中有嚴重違規及文書造假，以及沒出席審訊的陳容正男法官卻可昂然替代女性的

高秀真院長簽署判決書，這簡直是高秀真院長只手遮天在操縱法庭，加之判決書其心

證之理由顯示審判長只會歪曲事實無法無天，因此，本原告人根據智慧財產法院第 19

條提出抗告並要求重新審理，其事實及理由如下： 

1. 於 2013 年 10 月 17 日在第四法庭的審訊中，坐在審判長左邊為女性-高秀真院

長，但判決書及法庭筆錄卻顯示為另一根本沒出庭的男法官、即陳容正是也，

高秀真院長只手遮天操縱法庭事態超級嚴重！ 

2. 原告人並沒當庭更正請求“聲請＂，法庭筆錄卻第一頁卻顯示更正； 

3. 法庭筆錄第二頁卻顯示審判長問技審官：“有無問題詢問兩造？＂，根本沒出

席的技術審查官竟答曰：“無＂，難道技術審查官楊淑珍會如鬼魂般地出現第

四法庭？ 

4. 通譯常文山也沒出席第四法庭，法庭筆錄超級造假嚴重！ 

5. 上述可見，審判長汪漢卿卻可昂然在造假的本法庭筆錄簽字！台灣法庭還有可

信之處嗎？高秀真院長只手遮天操縱法庭已到非追究法律責任不可地步！ 

6. 在 2013 年 10 月 17 日在第四法庭，審判長當庭阻止本原告人質問被告人，雖

審判長當庭承諾會認真閱讀本原告人當庭呈送的辯論陳詞後才判決，結果，本

排定少得可憐的 30 分鐘辯論訊聆卻不足 26 分鐘就被了草結案，從判決書其

心證之理由段中顯示出高秀真院長只手遮天操縱下的法庭欲作廢本爭案的醫

學發明草幹臺灣人民生命之需的決心不變； 

7. 判決書的“心證之理由＂歪曲事實袒護被告無處不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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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判決書五、《得心證之理由》(四) 開始以“  關於本件之技術爭點，就本院
所具備有關之專業知識，及經技術審查官為意見陳述所得之專業知識（「世

界衛生組織網頁資料」說明 SARS 為病毒所引起之疾病；「化學化工百科辭
典」說明臭氧為有害人體之物質，＂ 來質疑本爭案發明藥物專利即第 1 
項在 PFC 中混合臭氧（O3）構成的可行性，但判決書就不當本原告人于

2013 年 8月 26日答技術審查官意見的 9a-e及 2013年 10月 17日在第四法
庭的當庭呈送的辯論陳詞 14-26 為一回事， 即是說，不僅世界衛生組

織的病毒之說是過時的以及連教科書也自認不成熟！    而原告人的說明

書、答技術審查官意見書及辯論陳詞一再說明臭氧雖為有害人體之物質，

但本爭案的權力要求即在 PFC中添加臭氧在進入人體前卻早已轉換為單原
子氧及氧氣均非有害人體之物質，這早也已是公知及普通常識，但技審官

被阻止出現辯論現場只是無臉以對，這才方便審判長可歪曲事實並寫入所

謂的“心證之理由＂進而胡扯亂判；  

b. 因此，判決書五、《得心證之理由》 (五)4.段繼續厚著臉皮胡扯：“「臭氧」
為一種對人體有害且危險之物質…亦悖於該領域之常理，而系爭案說明書

未以實施例或實驗數據佐證可達成所稱之功效，難謂其所屬技術領域具通

常知識者依申請時之通常知識，即能瞭解系爭案發明內容而據以實施。＂； 

c. 判決書五、《得心證之理由》 (五)5.段又繼續胡扯：“雖系爭案說明書於第

8 頁中央處「2.臭氧滅菌劑的特性」載有「國際上公認由網下載的臭氧滅
菌消毒的實驗資料」（申請卷第 217 頁），惟系爭案說明書並未載明該實驗

資料之出處，難認其可信度。 又該實驗資料並無「全氟化物與臭氧之混合

物」可殺滅 SARS 病毒或治療 SARS 疾病之相關數據，難以該實驗資料證

明系爭案提出之技術手段與治療 SARS 疾病之關聯性。＂，對此判決書之

不覺羞恥，「國際上公認由網下載的臭氧滅菌消毒的實驗資料」“未載明該

實驗資料之出處＂並不重要，重要的是專利審查當局及判決書的主人同樣

在扮傻仔不懂“臭氧有滅菌消毒功能＂  之餘更有其職責舉證否認該「國際

上公認由網下載的臭氧滅菌消毒的實驗資料」有誤，也更應看看本爭案說

明書四.『肺臟“表面處理＂的單氧療法』第二段，即：  
『處理液體輸送入肺葉時導入超聲波可以提高克服 SARS 的吸附性快速清理肺孔

中的病菌， 這是全新實用的醫療方案， 藥效産生是直接面對著 SARS 病菌細

胞發射聰明巡航導彈， 而這導彈的名稱正是由臭氧析出的單氧→ O1， 因此

可以命爲“單氧療法＂/ “O1→Therapy＂！ 』 

       由此可見，為何可以命名爲“單氧療法＂而不叫“臭氧療法＂？  難

道當審法官有喜好被罵瞎了眼的惡狗才舒服嗜好？顯然不是吧？或應由台

灣司法院長判而定之！  

d. 由上(五)5.段及判決書五、《得心證之理由》(五)6.段的總結：“綜上，系爭
案說明書揭露之內容已悖離其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之通常知識，且未有實施

例或實驗數據佐證所載內容為真，難謂系爭案說明書之記載，已足使其發

明所屬技術領域中具通常知識者瞭解其內容且可預期其功效。是系爭案說

明書違反上開說明書之「充分揭露而可據以實施」之要件，不符審定時專

利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可見專利審查當局及判決書的主人只能從反

人類文明臭屎坑中找到根惡作劇的救命稻草，其理由只有一個，那就是支

開  技審官  才可包辦判決  並方便誣賴本爭案申請專利範圍第 1 項不符專

利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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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判決書五、《得心證之理由》 (六) 再胡扯臭氧有害，即“系爭案申請專利

範圍第 1 項違反 92 年專利法第 26 條第 3 項「為發明說明及圖式所支持」

之規定：用於 SARS 疾病之液體藥品，係由液態全氟化合物（Per fluoro 
chemicals,PFC）混合臭氧（O3）所構成。惟依系爭案申請時該領域之通常

知識，臭氧為對人體有害之物質，…＂，由上 7a-b. 可見已無須再次給三

位審判官耳光，本原告已倍覺弄髒雙手不值了；  

f. 判決書五、《得心證之理由》 (七) 又再以“臭氧為對人體有害之物質＂為
基礎胡扯本爭案申請專利範圍第 2 項違反 92 年專利法第 26 條第 3 項「為

發明說明及圖式所支持」之規定，本原告同樣倍覺弄髒雙手不值；   

g. 判決書五、《得心證之理由》 (八) 又再次以“臭氧為對人體有害之物質＂
為基礎胡扯本爭案申請專利範圍第 3 項違反 92 年專利法第 26 條第 3 項

「為發明說明及圖式所支持」之規定，本原告同樣倍覺弄髒雙手不值；  

h. 判決書五、《得心證之理由》(九)1.仍再次以“臭氧為對人體有害之物質＂
為基礎胡扯本爭案申請專利範圍第 4 項也違反 92 年專利法第 26條第 3 項

「為發明說明及圖式所支持」之規定，本原告更同樣倍覺弄髒雙手不值；  

i. 判決書五、《得心證之理由》(九)2.(1)指：“第 US6,537,380B2 號專利之發

明名稱為「Fluorinatedsolvent compositions containing ozone 」（包含臭氧之
氟化物溶劑），係揭示用以清潔積體電路產品之清潔液，…至第 EP1268734 
號專利係第 US6,537,380B2 號專利於歐洲申請之對應案，二專利內容實質

相同。…＂及引述 EP0000000 之摘要內容指只可“清潔及氧化所屬之基
材＂而“非均為無機材料而非有機體，..＂來否定“包含臭氧之氟化物溶劑

不可殺菌＂，即是說含“單氧＂的清潔液也殺不了細菌以及“清潔及氧化

所屬之基材＂同樣不可殺滅有機體部表面的細菌云云，  

j. 判決書五、《得心證之理由》(九)2.(2)指：“2009 年環保工程師考試網校輔

導網頁之臭氧消毒原理一文、及中國電壓化學網之臭氧消毒原理一文均為

揭示臭氧用於環境消毒之技術領域（訴願卷第 15 至 17 頁之訴願附件 2 、
3 ）。又臺北榮民總醫院臨床醫學月刊第 46 期「液態呼吸術」摘要係關於
全氟化合物用於臨床上呼吸治療之研究（訴願卷第 70 頁）。上揭證據均無
關「全氟化物」與「臭氧」之混合物用於醫藥產物，無足證明系爭案所請

發明確可做為治療 SARS 疾病之醫藥產物。＂， 上揭證據本為本原告

人用於反駁被告人誣賴本爭案說明書或圖示對專利範圍在 PFC中混合臭氧
（O3）構成的醫藥產物沒有充分揭露因此專利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2009
年環保工程師考試題及中國電壓化學網之臭氧消毒原理兩文顯示臭氧消毒

的核心價值原理是可在空氣或液體中分解出消毒或殺菌能力強大可單原子

氧，而臺北榮民總醫的「液態呼吸術」更早已將 PFC 即全氟化合物添加氧
氣(雙原子氧)用臨床上呼吸治療只是不懂添加臭氧(三原子氧)而已，榮民總
醫更不知道 03 年臺北的 SARS 並非病毒而是肺部的細菌感染，更不懂在

PFC 中添加臭氧(三原子氧)讓分解出的單原子氧殺滅入侵肺部的 SARS 細
菌才導至死了那麼多人、以及要馬英九下令封鎖和平醫院準備醫護人員及

SARS 病人，也因此，從上揭證據顯示，單原子氧正是臭氧的消毒或殺菌的

核心價值，三法官豈可胡說八道『上揭證據均無關「全氟化物」與「臭氧」

之混合物用於醫藥產物』並登列心證之理由？！更因此，審訊支開技術審

查官包辦判決的惡果在此顯現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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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判決書五、《得心證之理由》又在(九)2.(3)繼續發表臭氧有毒的謬論指：“雖

原告主張上揭證據足證系爭案之液體藥品確可殺滅 SARS 病菌云云，惟系
爭案所請為醫藥產物，係用以使有生命之人體或動物恢復健康或獲得健康

為目的，而系爭案所請液體藥品中含有之臭氧係有害於人體，已於前述，

縱令上揭證據可證明臭氧有殺菌之功效，亦無法證明系爭案確可使人體恢

復健康而可作為醫藥產物。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要無足取。＂，難道要證

明系爭案發明不可使人體恢復健康而可作為醫藥產物的職責不在審查專利

即被告人一方嗎？這難道不正顯示出三名法官早為是習慣胡說八道並善顛

倒是非之人？！  

l. 判決書五、《得心證之理由》又在 (九 )2.(4)混話：“至於 WPI Abstract 
Accession No 0000-000000/78 及 RU0000000 ， 乃 英 國 專 利 局 對 第

GB0318315.9 號申請案（系爭案於英國之申請案）所製檢索報告中引用之

專利文件（訴願卷第 71 至 72 頁），雖該專利揭示利用導入臭氧之

perfuororganic substance 溶液清洗眼睛之技術內容，惟該專利並未獲准專

利，實難藉該專利證明系爭案所請發明可用於醫藥產物。況該專利係用於

清洗眼睛，不同於系爭案用於治療 SARS 疾病，無法據以證明系爭案之發
明確可實施或可為說明書及圖式所支援，故原告此部分主張，委無可採。＂； 

  對此， 原告人早在本爭案的行政訴狀 4.b.5 說明“WPI Abstract 
Accession No 2002-721810/78 & RU2187984 是兩份應用中的發明， PFC 液

體中溶解臭氧(PFCO)的方法可用於眼睛炎症即人體治療的發明在其摘要中

證實，雖與本申請的應用領域不同，但“殺滅體外感染源之功效資料＂是

一致的，⋯＂，這與該英國專利局對第 GB0318315.9 號申請案被否決根本
無關，但判決書不可借此否認該兩份應用中發明的價值，即該兩份應用中

的發明其功效資料價值支援了本爭案專利請求項的應用早已無須進一步有

更多揭露，因此，指責本爭案專利請求項不符審定時專利法第 26 條第 2 及
3 項規定完全是在憑空捏造事實；  

m.   判決書五、《得心證之理由》又在(九)3.又再挖空心思胡說八道要無足取：

“另原告於本院審理時所提附件 1a為自中國民族西南大學網站下載之教科
書「第二十章 病毒的致病作用及檢測」，附件 1b 為同網站下載之「第十
九章 病毒的複製」，附件 1c 為自國立中興大學獸醫學院網站下載之

「000000，Ａ型流感病毒複製起始模式」，附件 2 為刊載於「YALE JOURN 
AL OF BIOLOGY AND MEDICINE 82（2009） , p153-159」之學術文章
「Influenza A ：Understanding the Viral Life Cycle」（流行性感冒 A ：瞭解
病毒得生命循環），無非用以證明「SARS 疾病並非由病毒所引起，而係由
細菌感染所致」（本院卷第 2 冊第 276 頁反面至 277 頁）。惟查上揭證據
僅是病毒之相關研究，均與「SARS 疾病」無關，更未有原告所稱「駁斥病

毒理論」之相關內容，故原告所提前開證據，要無足取。＂；  

1. 三大法官為何在五、得心證之理由之(五)1. 挖空心思誣指“足
見系爭案所稱之「肺臟感染疾病」係專指「SARS」疾病＂？判決書
主人確實壞透了、企圖以此用來壓縮本爭案專利申請的空間，這是

毫無道理的，在本爭案說明書二.序言之第 11 段如下：  
『就此而論，我們完全可以樂觀地進一步地指出，一旦在今天主題推薦的肺

臟 “表面處理＂得到醫學界接力開拓研發而進入臨床應用， 那麽，對於

SARS 初步感染者來講，到醫院洗洗個肺而已，而其他種類的細菌性病毒對

肺部的感染更不在話下， SARS 就從今天起不再對人類存在著生命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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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 

本爭案說明書也還在五. 結論第一段也有如下論述：  
『根據上述的討論及推理， 以PFC混合臭氧的藥物方案去醫治SARS病毒感

染是肯定及全然沒有副作用的，備注1-8的論文/網頁支援了這一發明的推

理，因此，發明確實可以拯救生命，發明確實地改變了肺臟傳染疾病的醫

學歷史。』 

              2. 由上述兩段中加粗及底線可見，本發明是以 SARS 為代表作闊及到

“其他種類的細菌性病毒對肺部的感染，即是說不論是任何種類的

流感病都好，應用本爭案發明的洗肺醫療法同樣有效，即是說判決

書五 .(九 )3.豈可信口開河“上揭證據僅是病毒之相關研究，均與
「SARS 疾病」無關＂。  

              3. 其三是，因“病毒＂由肺部感染的細菌帶來，“病毒＂是沒生命

的，這連教科書的“病毒感染學說＂至今還不能自完其說，即是說

教科書的病毒感染學說是假的是不能成立的！也因此，當技審官於

2013 年 8 月 22 日發出要求對其說明三.(二) 引用 WHO 官方網頁資

料認為 SARS 只為“冠狀病毒”並非本專利說明書所發現的「SARS」

為「細菌」所引起之疾病，因此質疑本發明的可信性時： 

本原告人于 2013 年 8 月 26 日的回駁文 9.b 要求 楊淑珍

技術審查官理當向法庭申請命令要求就近醫院實驗室抽取任一

位確診為甲流或普通流感病人血液放進恒溫箱培殖 1-3小時後再

複驗“病毒”含量會否提高並向法庭作出報告； 以及還在 2013
年 10 月 17 日的陳詞文 25.要求技審官：“只要將醫院抽取流感

病人少量含“病毒”血液輸給沒流感症狀但同一血型健康人仕

體內，即轉換宿主再看看該“病毒”會否自我複製從而令新宿主

體內的“病毒”濃度提高進而發燒？＂以此驗證上述教科書

“病毒的複製＂真偽以免利用 WHO錯誤且陳腔濫調的病毒感染

指引為藉口誣指其所屬技術領域中其通常知識者難以理解從而

不符專利法第 26 條第 2 或 3 項規定！ 

但技審官被非法支開逃避辯論還要偽造文書造假技審官楊淑珍在庭

審現埸並與審判長有對答的“言詞辯論筆錄＂，因此，判決書豈可誣言結

論『惟查上揭證據僅是病毒之相關研究，均與「SARS 疾病」無關？更未

有原告所稱「駁斥病毒理論」之相關內容，故原告所提前開證據，要無足

取。』；  

判決書五、《得心證之理由》 (四) 及 2013 年 8 月 22 日技審官楊淑
珍辯論前的技術查詢或被告人 102 年 8 月 27 日具狀說明一致認可並引用

世界衛生組織的“病毒之說＂來質疑本發明 SARS 等肺部疾病“細菌感
染學說＂之可用信從而認定本爭案發明書應提交應用實例否則所屬技術

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不能瞭解其內容從而違反 92 年專利法第 26條第 2 
項規定，判決書在此怎麼一轉話音便“病毒之相關研究，均與「SARS 疾
病」無關？＂呢？更重要的是台灣衛生當局 03 年早已偷應本“細菌感染

學說＂下發明的“洗肺醫療法＂才可渡過 SARS 之災，但台灣衛生當局連

馬英九為協助中共魔鬼政權隱瞞本發明以維持的 WHO“病毒之說＂不惜

上 TV 做疫苗模特欺騙台市民打流感疫苗，所以上述要求技審官做實驗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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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要，本爭案核心是非焦點在此，即當審法官的可惡程度也在此顯示

無疑，應立即自我賞嘴！  

另技審官楊淑珍違規不敢出場辯論還是受命院長應有說明，否則也將

如本判決書法官同罪被判定為隱瞞本發明反人類罪的四級歷史戰犯！  

n. 判決書五、《得心證之理由》(十)認定本爭案申請專利範圍第 5 項並無違反
92 年專利法第 24 條第 2 款規定，但判決書又隨即在判決書六 .庇護被告人
認可只是部分瑕疵尚不影響結論之判斷，因此，判決書致此已一無是處！  

8.   現綜合上述對判決書五.“心證之理由＂ 的駁斥可見其所謂的“理由＂只

有一條，那就是藉口“臭氧對人體有害＂而已！ 判決書 根本不理會  臭氧  在
進入人體之前已在 PFC 溶液中早已轉換為氧氣(O2)及單氧(O1)殺菌劑，即不理

會臭氧根本不存在的事實，也同樣不理會 “WPI Abstract Accession No 
2002-721810/78 & RU2187984 只是兩份在不同領域發明的应用、但早已同樣在

PFC 中添加臭氧應用與人體與本爭案發明請求項沒有兩樣，難道還可有面子藉

口本爭案發明書没充揭露“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不能瞭解其內容” 
從而違反 92 年專利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嗎？    

9. 因此，判決書只是一紙野蠻沒人性的傑作，加之台灣智慧財產法院第四法庭的
審訊中 有嚴重違規及文書造假，  如此黑暗的台灣法庭如此無法無天司法制

度已不可信， 因此，上訴已毫無意義！ 本原告人只得提出控告及請求重審，

假如本控告及請求重審被駁回：  

1. 本原告人也將向台灣司法院提出控告，控告高秀真院長只手遮天在操縱
法庭不惜違規造假、及控告審判長汪漢卿及陳容正、蔡惠如三法官違紀

亂法均務必撤職查辦並追究其反人類罪！ 

2. 由於中共主導、馬英九政府協助的隱瞞本爭案的醫學發明早已國際化，
死亡的總人數早已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臨終入院死於急性肺炎

老年人眾多若再不應用本發明專利，死於急性肺炎台灣老年人的子孫後

代有權提起訴訟要求索命賠賞，本人將不再步入台灣但將會以電郵將真

相遍傳台灣各界讓全台灣家喻戶曉，並告知被害的死者家屬有追究責仼

及索命賠賞權力！ 

3. 雖本原告人也深知諸位只為討好、盲從馬英九政府協助中共政府隱瞞本
醫學發明，但付出的是剝奪台民洗肺醫療法救生權即屠殺同胞及欺騙民

眾更有醫科學生一代誤信病毒感染不假兩大罪為代價，但反人類罪責同

樣難逃！因此，馬英九將為反人類罪的二級戰犯外，院長高秀真將與新

任部長張家祝將同列為三級戰犯，王美花及諸位判決書涉案法官只能屈

居 四 級 戰 犯 寫 入 史 冊 ， 細 節 可 參 考 編 輯 中 的

www.ycec.com/HK/war-felon.htm，因此，請好之為之！  

4. 另請轉告馬英九，在本爭案判決的關鍵時刻，他與中共又導演了岡比亞

與台斷交一滑稽戲哄騙本案判決，中共緊跟著又派遣兩岸關係協會會長前

外交部長江澤民心腹陳德銘訪台落嘴頭全為本原告人洞悉無疑， 但

不要高興得太早，從 www.ycec.com/911/Patent_Application_in_US.htm有史可
查，總統布殊於 911 後 9 月 27 日提前公佈應用本原告人的《航空安權
三措施》專利發明申請才能托起 911 股市，布殊事前並通過駐香港領事

館官員電話中承諾給於專利，但江澤民知道後馬上 10 月份也通過台灣
協助說服布殊總統不要批於專利交換條件為默許美國買武器給台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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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但至今 10 多年過去了，美國承諾賣 8 艘軍用潛水艇給台灣，協
議早已簽怎麼至今沒了下落？  本原告人即將委託美國律師起訴總統布

殊不守信侵權責任的損失 100 億美金也將進入議事日程。  另，如台灣
接受國際法庭管轄的話，本原告人將不惜一試起訴馬英九其反人类罪及

操縱司法的侵權等罪索賞、為歷史存檔並公告天下，因此，如欲操縱司

法作廢本爭案發明也即醫學史上首次也是最後一個可拯救萬民的醫學

發明走向反人類文明歷史的斷頭台，本原告人在不得在此緊要關頭提出

最後忠告，請務必要三思而行！  

 

2013年 12月 11日  

起訴申請人:   

林哲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