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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莫西在仲裁领域最为擅长，他的成功业绩源于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丰富的
执业经验和渊博的行业专业知识
御用大律师，蒂莫西·圣约翰·埃勒姆（Timothy St. John Ellam）是本所驻卡尔加里和驻英国伦敦诉讼业务组
的合伙人，他还是本所国际仲裁业务组的联席主席。
埃勒姆先生为客户就知识产权和科技方面纠纷和的国际仲裁的纠纷方面提供法律服务。他的执业领域侧重于各种
形式的争端解决并为客户争取最佳结果。

"我相信蒂姆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利用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取得良好的效果，从而确保对索赔进行正确

的构架并提出适当地反驳论点。 他是一位很有风度的律师，能够使客户感到自在，体谅和自信，同时始
终实事求是。”
《钱伯斯加拿大》，全国争议解决领域 – 客户访谈
作为资深诉讼律师，他在专利、知识产权、许可、版权和技术业务方面代表客户出庭辩护，包括在仲裁庭和聆讯
庭以高级诉讼律师身份出庭辩护，包括在能源部门相关的行政法庭。最近，他作为原告的首席律师，就 Aux
Sable 诉 JL 能源 2019 F.C.581 一案被《管理知识产权》确认为 2020 年年度具有影响的案例。他经常与本所驻
英国伦敦办公室承办重大国际仲裁事项及高等法院（商业法院）的诉讼程序案。除此以外，埃勒姆先生在英格兰
和威尔士律师协会担任辩护律师（高级法院 – 民事诉讼），并在该司法管辖区的更高级法院拥有出庭发言权利。
他在国际律师协会担任法律研究员；2005 年，国际律师协会以及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学院授予埃勒姆先生为卓越
律师之称。埃勒姆先生是加拿大第一位荣获这一荣誉称号的律师。2014 年，他被任命为御用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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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勒姆先生还是许多仲裁活动（LIDW，IADC，麦加尔大学 PDAC 麦吉尔大学 MJDR / MASS 争议解决专题讨论
会）的演讲者，也是伦敦 LSE-LCIA 和其他 Vis Pre-Moots 的仲裁员。 他活跃于 CIARB 的加拿大分公司，并担
任阿尔伯达省分会的执行官。
埃勒姆先生是阿尔伯达省法律协会会员、英国/威尔士律师协会会员、加拿大律师协会会员、国际律师协会会
员、国际辩护律师协会会员、美国知识产权法协会会员、高等法院律师协会律师协会 （英国）会员、商业律师
协会（COMBAR）的成员、特许仲裁员协会（FCIArb）院士、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成员和美国律师协会当
选成员。

“在未来的任何仲裁或诉讼中，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聘用蒂姆。作为加拿大和英国合格律师，他从事国际仲裁工作

的经验提供了有用的观点。 蒂姆提供的高标案中视角的可用性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钱伯斯加拿大》，全国争议解决领域 – 客户访谈

交易和案例


仲裁庭及国际工作业务 – 在涉及通信，技术和能源事务的国内和国际仲裁中拥有丰富的经验，包括在电力
购买协议（PPA）的争议中代表大型公用事业公司。 最近的参与案子包括：一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英国
伦敦举行的贸易法委员会两次仲裁中，针对一个非洲国家的政府，解释了当事方之间 PSA 中的某些稳定
条款（2017 年）； 一家在阿尔巴尼亚经营与贸易法委员会有关石油和天然气购买协议的诉讼有关的加拿
大公司（2017 年）; LCIA 就与德国《生产许可证》所涵盖的《联合经营协议》相关的争议进行的仲裁
（2019 年）; 向某日本跨国公司就与某些协议有关的纠纷（2020 年）和基于 ICC 伦敦的仲裁的仲裁前救
济（2021 年）提供多方面的争议（仲裁和诉讼）案.



法庭、行政法庭和 ADR 经验 – 他代表客户在阿尔伯达省级法院、加拿大联邦法院（包括审判庭和上诉
庭）、加拿大最高法院、AUEB、阿尔伯达省证券委员会和各种国际行政机构等各级法院出庭辩护。



知识产权诉讼 – 在专利，版权和商标诉讼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包括侵权纠纷和相关禁令、许可、技术、
商业秘密和电子商务纠纷以及互联网法。他在跨境专利、版权和许可诉讼方面也具有丰富的经验。著名的
案例包括 NovAtel 诉 Harris（2002 年）（与制造全球定位系统（GPS）设备有关的争议），iDc 诉 QC
Data（2002 年），261 A.R. 155（CA）（维持许可合同的强制性禁令救济），WiLan 诉 Morris
（2003）（互联网诽谤），Welltec ApS 诉 Precision Drilling（2004），ABQB 139（假装禁令救济），
Plastifab Ltd. 。Produits Pour Toitures FransylLtée（2004）（专利侵权诉讼），NovAtel 诉 Ellis
（2005）（互联网诽谤），ARAM 诉 NovAtel（2006）ABQB 697（专利权禁令）ARAM 诉 NovAtel
（2008） ABQB 441（发明权纠纷审判）； Juxtacomm Technologies 诉 Ascential Software 等人
（2007）US Dist。 Ct。 2:07 CV-00359（美国专利纠纷的加拿大律师）； ARAM 诉 NovAtel（2009）
ABCA 262（发明权纠纷上诉）；萨索尔技术（专有）有限公司诉 De Klerk（2009）ABQB 599（搁置安
东支柱令）； ARAM 诉 NovAtel（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起上诉，2010 年）；在专利衍生案中判给当事人
和当事人成本增加的裁决（NovAtel 诉 ARAM Systems Ltd.（2010）ABQB 152）；在加拿大联邦法院为
亚伯达健康服务公司成功解决了一项专利侵权案（2010 年）；成功解决涉及制造钻机的技术案
（2012），驳回专利侵权索赔的判决的上诉（Wenzel Downhole Tools Ltd.和 William Wenzel 诉
National-Oilwell Canada Ltd.等人，2012 FCA 333） ;使与天然气运输有关的专利中的某些主张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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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x Sable 诉 JL Energy 2019 F.C. 581）; 声明与重油开采过程有关的专利的非侵权和无效（Swist 等
人诉 MEG Energy 2021 FC 10）。


商业诉讼 – 拥有在技术和能源相关商业诉讼方面的丰富经验。最近提到的案例包括成功反对一项重大的禁
制令（EAD Property Holdings（103）Corp v Greyhound Canada Transportation ULC，2015 ABQB
239 and 2015 ABQB 425）；维护调查报告和举报人身份的特权（Talisman Energy Inc.诉 FloDynamics Systems Inc. 2015 ABQB 561）；冻结加拿大境外资产的法令（Talisman Energy Inc.诉 FloDynamics Systems Inc. 2015 ABQB 340）：成功解决数百万美元的阴谋行动（2016 年）。



上诉庭 – 经常聘用他为上诉律师去处理各种案宗。最近，他经手许多案，包括 Desoto Resources
Limited 诉 EnCana Corporation (2011) ABCA 100; Wenzel Downhole Tools Ltd. 和 William Wenzel 诉
National-Oilwell Canada Ltd. et al 2012 F.C.A. 333.

主题讲演、会议讲演和出版作品
¬

演讲者； 伦敦国际争议周，打破数字时代的全新证据之证据方法（2021 年）

¬

仲裁员，在各种 Vis 预赛中担任仲裁员（2021）

¬

合作者，《远程仲裁听证会：优势、挑战和参与者考虑》，2020 年 12 月特别报告：《国际争议解决》，
《金融家》全球杂志

¬

演讲人，2021 年在麦吉尔大学年度 MJDR / MASS 争议解决专题研讨会；虚拟演讲技巧演讲者

¬

仲裁员，LSE-LCIA London Vis Pre-Moot（2020）；

¬

演讲人，2018 年在加拿大举办的国际辩护律师协会会议上发表：就国际仲裁中关于违法和腐败的指控处
理办法发表演说；

¬

演讲人，2017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市 PDAC 会议上就国际仲裁：关于解决争议的方式演说；

¬

演讲人，2015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市麦启泰律师事务所 McCarthy Tétrault Advance™会议上对国际仲裁实
践：超越基础和审查一些复杂问题的演说；

¬

演讲人，2014 年在卡塔尔多哈的 2014 年国际电联电信展会议上有关物联网之事的演说；

¬

演讲人，2014 年在加拿大阿尔伯达省卡尔加里市会议上对有关石油和天然气专利诉讼的演说；

¬

演讲人，2013 年在泰国曼谷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电信展会上对有关数码世界中隐私的演说；

¬

演讲人，2013 年有加拿大卡尔加里市的麦启泰律师事务所和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温斯顿国际律师
事务所联合举办的加拿大专利诉讼专题，发表了演说；

¬

演讲人，2013 年在加拿大阿尔伯达省卡尔加里市会议上对有关应对专利侵权的指控，发表演说；

¬

会议主持, 2013 年关于全球法律地管理风险和航行成功领导观；

¬

演讲人，2012 年在阿联酋迪拜举办的国际电联世界电信展会议上对有关数据所有权，发表演说；

¬

演讲人，2012 年在加拿大阿尔伯达省卡尔加里市第 5th 届云计算法律会议发表关于“纠纷和诉讼的准备”
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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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人，2011 年在加拿大阿尔伯达省卡尔加里市第 3rd 届云计算法律会议发表关于“纠纷和诉讼的准备”
的演说;

¬

演讲人和主持人，2011 年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惠斯勒市，年度国际辩护律师年会就有毒和危险产
品诉讼一题发表演说;

¬

演讲人，2008 年在卡尔加里（加拿大研究所研讨会）就“知识产权概述”一题发表演说;

¬

演讲人和主持人，2006 年在香港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电信发表演说;

¬

演讲人，2006 年在卡尔加里亚太经济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的电信会议发表演说;

¬

演讲人，2006 年在卡尔加里就“谈判和起草知识产权协议”一题（加拿大研究所研讨会）发表演说;

¬

演讲人，2006 年在多伦多就“复杂诉讼案的管理”一题（加拿大研究所研讨会）发表演说;

¬

演讲人，2005 年在巴西国际电联美洲电讯会议上发表演说;

¬

2002 年在马拉喀什、2006 年在安塔利亚和土耳其、2010 年在瓜达拉哈拉和墨西哥就国际电联全权代表
大会发表演说;

¬

演讲人，2001 年非洲约翰内斯堡电信展发表演说;

¬

演讲人，2000 年在国际电联美洲电信里约热内卢发表演说;

¬

加拿大法律特约作者：Hopengarten, F. Antenna Zoning，出版社（第 2nd 版）（2011）;

¬

合作者：“有效的交叉牌照”(2006);

¬

合作者：“最近司法仲裁和调解的事态发展”(2006);

¬

作者：“美洲的统一专利权”(2005); 及

¬

合作者：“电子通讯行业的争议解决：当前的做法和未来方向”(2004)。

奖项与排名
《加拿大法律专家名录》
顶级律师： 诉讼 – 知识产权
《法律专家特刊：诉讼》
顶级律师
《加拿大基准》
诉讼之星
Acritas
杰出律师
《IAM 全球专利 1000 强》
顶级律师：专利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