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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行政訴訟   
日期：2014年 1月 17日 

案    號  :    102 年度行專訴字第 67 號 

呈 狀 人  ：   林哲民  男，新加坡 ID Card No.S2665604D 

住 址   ：   10 Ava Road, Ava Tower#19-07 Singapore 329949(新加坡)                       
電  郵    ：   ycec_lzm@yahoo.com.hk;  lzmyc@singnet.com.sg;  290619513@qq.com;   
電話/傳真 ：   Tel: 852-3618-7808    Fax: 852-8169-2860 
文件代收人：   林頎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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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北市辛亥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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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113   專用傳真: 886-2-2272-6377 
 

回復第一審法官非法裁定之再次的 

抗告及異議狀書 

1. 本呈狀人於 2013 年 12 月 11 日以電郵副件及正本簽字掛號信寄出的《控告及
請求重審》狀書呈交台灣智慧財產法院。根據台灣行政訴訟法第 267 條規定：

抗告，由最高行政法院裁定。 

2. 但十分無奈，原第一審法官特別是抗告理由之一的沒出席審訊的陳容正男
法官也出現在 2013 年 12 月 16 日的對本呈狀人控告的裁定書中，明顯的，

原第一審之法官 顯然沒有最高行政法院法官職權，那麼汪漢卿、陳容正及蔡

惠如 三法官為何要公然違反行政訴訟法第 267 條規定、企圖包辦本案？其罪

已非同小可， 本原告控告人只得再次提呈抗告及異議； 

3. 其二，儘管行政訴訟法第 266 條第一有規定“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之裁定，
不得抗告。”，也儘管如此非法裁定是否屬“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之裁定”

不得而知，然而從非法的裁定書中並仼何字眼示之，也因此，第一審法官的

本次的非法裁定書底部有“不得抗告”無效！ 

4. 其三，行政訴訟法第 266 條第一規定其後也定明：“⋯但其裁定如系受訴行
政法院所為而依法得為抗告者，得向受訴行政法院提出異議。”，因此，本

依法控告人有權力據此再次提出抗告及異議，如下： 

a. 本呈狀人於2013年12月11日以電郵副件及正本簽字掛號信寄出的控
告狀書中並無上訴字眼，且標題明顯，即《控告及請求重審》，但為

何被非法裁定為“上訴”且“裁定書”全文只對所謂的“上訴程序中

的缺陷”虛偽地指指點點，却無一針對本控告書 1-6 的控告事實回

應，如下： 

b. 其一，沒出庭的男法官陳容正為何可代替高秀真院長簽署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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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地違反了行政訴訟法第 188 條第二款，即“法官非參與裁判基礎

之辯論者，不得參與裁判。”之規定，更因此可視為違反行政訴訟第

273 條第三款“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合符了行政訴訟第 274

條規定可提起再審之訴； 

c. 其二，法庭筆錄竟可造假必然左右心證左右公正判決，除嚴重違
反行政訴訟第 129 及 130 條規定外、可視為違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第三條及行政訴訟第 273 條第九款“為判決基礎之證物系偽造或

變造者。”，同樣可滿足行政訴訟法第 274 條規定可提起再審之訴； 

d. 其三，技術審查官楊淑珍根本沒有出庭且造假於法庭筆錄中，不
符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5 條技術審查官之回避規則外，由於技術

審查官掌控了判決基礎之證物，如在本呈狀人於 2013 年 8 月 26 日呈

庭的回答法庭就特殊專業知識發問的狀書 9b 段要求技術審查官為爭

論中 WHO“病毒感染”或本發明“細菌感染”誰對誰非向法庭作證，

但技術審查官被安排不出庭辯論顯然違反了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第 4、8條及藐視審理細則第 13，14，15 條規定，及違反行政訴訟法

第 189 條進而造假“辯論終結” 筆錄中，可見只為蓄意方便審判

長三法官編造判決書中所謂的《得心證之理由》！ 從《控告及

請求重審》7.，可見，判決書所謂的“心證之理由”一無是處，

由院長督審不讓技術審查官出庭造假法庭筆錄且讓審判長阻止

辯論也只剩可憐且根本不能成立的“臭氧為對人體有害之物

質”一項！更同樣的，此行為更可視為違反行政訴訟第 273 條第九

款“為判決基礎之證物系偽造或變造者。”同樣合符了行政訴訟第

274 條規定可提起再審之訴，更可要求三法官迴避本爭案；  

e. 其四，審判長當庭阻止本原告人質問被告人拒絕不予辯論機會並
提前結束辯論聆訊明顯地違背了行政訴訟第 188條第一及二項規

定並支持書記官在法庭筆錄中造假，也同樣可視為違反行政訴訟第

273 條第九款“為判決基礎之證物系偽造或變造者。”同樣合符了行

政訴訟法第 274 條規定可提起再審之訴；  

5. 以上就是本原告人于 2013 年 12 月 11 日《控告及請求重審》要點，院長高
秀真親自出席言詞辯論庭審卻可指示陳容正男法官為其代簽判決書為

其背黑鍋，又安排技術審查官不出庭及指示書記官偽造虛假法庭筆錄誤

導判決也必然為院長非法操控法庭之傑作，由此可見觸犯了行政訴訟第

243 條第一款“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及第五款“違背言詞辯論公

開之規定者。”規定，所以，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無疑務必作廢及接受本控

告人重審即再審之請求！   

6. 然而，第一審法官三法官卻不知悔改更進一步冒充最高行政法院法官裁而定
之為“上訴”借此避開《控告及請求重審》否定不了的控告事實，但無論如

何都好，最高行政法院也應依法批予或以行政訴訟法第 278 或 280 條裁定

駁回⋯，如此等等，這也是本告人不得不根據行政訴訟法第 266 條規定提

出異議及再提再審請求之控告基礎要點； 

7. 除上述之外，本控告及異議中更不得不提的是在近期，即本原告人於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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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08 日向審判長及書記官要求給於 2013 年 10 月 17 日上午 10 點的

辯論訊聆給予當庭的訊聆錄音的文字謄本，書記官也在之前的電話中告

知務必支付每頁 6 元台幣費用，但在 2014 年 1 月 14 日上午致電書記官

時，林佳蘋書記官卻一反常態否認並告知拒絕給於訊聆錄音的文字謄

本，儘管書記官承諾將以書面告知拒絕給於的理由，但這顯然已再次違

背台灣法庭最基本的司法公正原則！ 

8. 在高秀真院長違紀亂法操控本爭案判決已鐵證如山！由於本爭案發明
不僅涉及台灣司法文明更關係到台灣民眾可否從本爭案的醫學發明之

“洗肺醫療法”獲得重生減少死亡，如再不批予再審之求將永世後悔不

及。因此，本呈狀人在此進一步強調，原於 2013 年 12 月 11 日的《控告及

請求重審》9.之 1-4 節的告誡在本再次的控告及棄議書中不變不再重複； 

9. 本呈狀人也最後一次在此呼籲審判長汪漢卿及陳容正、蔡惠如三法官包
括技術審查官甚至書記官應潔身自愛不再充任違紀亂法院長的馬前卒以

免本呈狀人向司法院投訴及公告給台灣公眾！  

10. 須知，泰國紅衫軍與台灣紅衫軍的幕後支持者同樣是中共政權的江核心
人馬，不管是哪一路的紅衫軍，其首領或成員均無一知其運動的幕後最

終目的正是圍繞不讓本爭案發明專利公開應用，由於本網站的廣泛宣傳

加上泰王本是佛教國家之王，救死扶之是最高教義，中國政府通過收買

他信總理欲作廢本人在泰國專利有勃佛國教義，他信因此被泰王势力趕

出國，中國政府就暗中出錢出力為他信組織泰國紅衫軍與泰王格鬥，結

果局勢大亂...這在本爭案發明人網站的 www.ycec.com/vs-SARS-hk.htm
早略有所述；今天，當泰國各界對此泰王及救死扶之最高教義所受之恥

已有共識，因此，反對派街頭示威從天而降， 泰國紅衫軍首領因其

有違救死扶之教義的行為目的被揭穿被反對派追殺中逃跑中、以及泰國

衛生部長挺身支持反政府示威已從中共核心喉舌之凰鳳衛視昨天（為向

中共隱形王國告急）的專訪新聞中可見！在本再次的抗告及異議狀書

中，高秀真院長連同三法官甚至包括書記官合力違紀亂法操控法庭欲作

廢本爭案獨一無二醫學發明專利申請的無知行為與受哄騙的台灣或泰國

紅衫軍首領或成員沒有兩樣！ 但現各方已清楚無疑，因此，書記官應自

重地將之前及本次抗告及異議狀書交最高法院裁決而非三法官裁決，而

三法官更應、理當自行作廢 102 年 11 月 8 日的行政判決或促成最高法院

裁決批於重（再）審，否則，有一天將被控為反人類罪的四級戰犯成為

人類公敵列入人類醫學史遺臭萬年連累子孫後代！ 且須知：因違法

判決而無法分享本發明冤死的台灣民眾家屬追究責任將或許是非理性

的！也因此請息怒，本發明申請人不得不要在此明言提醒不委婉！  

 

2014 年 1 月 17 日  

起诉申请人:   

林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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