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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進展，全球進入創新與新興產業發展的加速成長期，

而智財產業，亦呈現動態的樣貌，專利師季刊順應時勢發展，自創刊以來便致

力提供最新理論和實務資訊以應讀者的需求。感謝各期主編、編輯委員與作者

的努力，使得本刊順利邁入第十期，算是一個堪足紀念的小小里程碑。今後本

刊也會秉持一貫嚴謹的態度，提供即時的業界新知以及論述內涵深入、面向多

元的專論以饗讀者。 

值得紀念的專利師季刊第十期，共有五篇專題研究，分別就專利申請、審

查、權利取得後的變更、實施以及商業應用等面向，開展這個處於變動當中的

智財產業，茲簡單介紹如下： 

林育輝先生的「談專利請求項之附屬項的規劃思維」一文，對於附屬項的

依附關係和結構進行詳盡的分析，並透過對法規與基準的整理，以及對法院相

關判決的觀察，探討在撰寫與規劃附屬項時各種不同考量面向，對於如何在費

用經濟的前提下作出最佳的請求項佈局提出了不同以往的思考和建議。 

何美瑩教授等三人的「變動中的可專利客體適格性判斷標準──『Mayo v. 
Promethus案』之後」一文，以當前最熱門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為主軸，從
軟體及醫藥生物技術發明相關判決，對於美國專利法中可專利客體之「適格

性」歷來寬嚴不一的判斷標準演變做了詳盡的回顧，並對此案對於醫藥、生技

產業的影響做了精闢的評析，更對於此案後診斷方法專利請求項之撰寫提出具

體建議，對於專利事務工作者，有重大參考價值。 

黃銘傑教授的「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及更正之法律議題研析」一文，從

立法背景及比較法觀點討論「專利權整體性」之迷思形成，並就此一迷思帶來

之不當影響提出批判，促使公眾能重新省思「專利權整體性」隱含的各種問題

點與弊端，以期在新法施行後能銳意變革此弊端，對於專利權人之權利保障更

為周延。 



黃文儀教授的「專利物品中消耗品之替換與專利權耗盡（上）」一文，以

介紹日本Canon案之判決理由為主軸，由回收的墨水匣裝填替換墨水的行為探討
消耗品的專利權耗盡，而將於下期刊出的「專利物品中消耗品之替換與專利權

耗盡（下）」一文，將會輔以美國法院判決於類似案情之見解，評析消耗品資

源回收與專利保護之衝突，並對美日兩國案例呈現各國法院對於專利權人保護

與自由交易保護兩者的衡平進行分析比較，俾供我國相關案件參酌。 

馮震宇教授的「藥品專利與競爭法之互動——從學名藥逆向付款爭議談
起」一文，顛覆以往學名藥廠屢遭專利藥廠打壓的印象，介紹「逆向付款」此

一專利藥業者與學名藥業者間的新商業運作模式，並就美國逆向付款的機制與

美國行政與司法機關的態度，以及業者的因應進行探討，對於建構學名藥的產

業發展方向有相當的助益。 

本期專利師季刊的各篇專論從各個面向呈現出智財產業快速變化的樣貌，

期待各篇專論中作者所呈現的自我思考對話，能夠提供讀者學習或創新的靈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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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談專利請求項之附屬項

的規劃思維 
林育輝* 

壹、前 言 

我國智慧財產局對於發明專利之審查，於2004年7月1日起全面實施逐項審查制

度，亦即對發明專利申請案之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記載之獨立項（independent claim）

與附屬項（dependent claim）採逐項審查以及引證。在此之前，專利審查實務上為

人所詬病之處在於：部分審查意見或核駁先行通知書中，僅針對獨立項之專利要件

進行審查，一旦獨立項不具備有可專利性，其所依附之附屬項並未能再進一步詳加

審查及引證，而做出全部申請專利範圍不予專利之處分，致使在過去的專利審查水

準無法有效獲得提升，專利（申請）權人之合法權益未能受到妥善之保障。 

專利審查最重要之工作，即是對請求項（claims）中所記載之發明，進行關於

專利要件的實體審查（ substantive examination）。其中，實體審查又以新穎性

（novelty）以及進步性（inventive step）兩專利要件之審查最為主要。而請求項的

形態，主要可分為獨立項以及附屬項兩種已如前述。兩種請求項僅在記載形式上有

差異，對於申請專利範圍實質內容的認定並無影響1，顧名思義，獨立項即為獨立存

                                                        
* 義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智權法務室副理、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本文承蒙匿名審稿

委員提供諸多寶貴意見，謹致謝忱，惟所有文責仍由作者自負。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見解，

不代表任何單位意見。 
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2004年，2-1-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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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請求項，附屬項即為依附存在的請求項2。 

在一個獨立項下面，通常會依附多個附屬項。因此，就獨立項以及其附屬項

間，以及不同附屬項間之附屬關係的變化，是否會對於在專利要件審查時，甚至於

取得專利權之後產生不同的影響？ 

相較於我國，美國、歐盟等國家或區域的專利審查實務採逐項審查以及引證已

經行之多年，在專利審查的品質上，普遍獲得正面的肯定。因此，筆者主要參考美

國專利的申請實務與專家意見，提出在撰寫規劃附屬項時的幾點思維，希冀能提供

我國專利實務先進們的另一種思考的方向，以及對我國專利實務的入門者一種學習

的參考。 

貳、附屬項之態樣、功能與基本原則 

附屬項屬於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記載之請求項類型的一種，因而在討論附屬項之

態樣、功能與基本原則之前，勢必要瞭解申請專利範圍之基礎： 

一、申請專利範圍的功能 

各國專利法規中皆規定一專利申請案中必須包含至少一個請求項，以及相關記

載規定3。換句話說，申請專利範圍中一定會存在有一個獨立項。現行實務上極少有

申請案僅存在一個獨立項而無其他請求項，大部分的申請案至少會有一個以上的附

屬項。至於申請專利範圍的功能為何？申請專利範圍至少具有下列功能： 

(一)權利界定功能 

「申請專利範圍（claims）是專利說明書中的一個極重要的部分，在普通的學

術論文中並沒有相對應的事物可供比擬。申請專利範圍是專利實務中的一個特產

物，因為他的存在而使專利說明書不僅是技術文獻，同時也是權利文獻4。」換句話

                                                        
2 「引用記載形式之獨立項」雖然具有附屬項之記載形式，但實質上仍然屬於獨立項，因此非

屬於本文討論的範圍之中。 
3 如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1項之規定；又如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2段之規定。 
4 黃文儀，申請專利範圍的解釋與專利侵害，1994年，1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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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若一專利申請案若不具有申請專利範圍，其價值將接近於一般技術文獻，專利

申請人並無法享受任何法定之權利或利益。 

申言之，申請專利範圍即是在專利審查時，供記載請求保護的申請標的

（subject matter），此一「標的」在審查專利申請案時為判斷是否具有可專利性的

對象範圍；一旦該專利申請案獲准取得專利權後，此一「標的」即成為專利權人所

能向第三人主張的排他權利的範圍，亦即僅專利的排他權利限於申請專利範圍之

內。因此，申請專利範圍可以說是一件專利申請案或專利案的核心，直接關係著專

利申請案的核准與否以及專利權侵害的成立與否。 

(二)權利告知功能 

專利權之取得起始點來自於專利的核准與公告，因此在專利核准公告的同時，

即已經具有「通知社會大眾專利權範圍，使社會大眾知其自由實施的限制5。」 

二、附屬項的態樣 

附屬項是在申請專利範圍中，不能獨立存在的請求項，亦即附屬項必須依附於

先前的其他請求項，被依附的請求項可為獨立項或是其他附屬項。我國專利審查基

準中，說明了附屬項的記載內容： 

「附屬項係包含所依附請求項之所有技術特徵（專施18.III後段），並另外增加

技術特徵，而就被依附之請求項所載的技術手段作進一步限定之請求項。附屬項得

避免相同內容重複記載，簡潔、明確區分附屬項與被依附之請求項，且易於認定其

申請專利範圍。附屬項包含所依附請求項之所有技術特徵，故附屬項為被依附之請

求項的特殊實施方式，其申請專利範圍必然落在被依附之請求項的範圍之內。 

附屬項可分為下列兩種態樣： 

(1)詳述式——將被依附之請求項全部技術特徵包含在內，並對其中之部分技術

特徵詳加界定。 

(2)附加式——將被依附之請求項全部技術特徵包含在內，並增加被依附之請求

                                                        
5 李文賢，專利法要論，2005年，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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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原本未包含的技術特徵6。」 

實務上，附屬項之態樣除上述「詳述式」與「附加式」外，當然也有可能結合

「詳述式」與「附加式」的記載內容而形成「複合式」的附屬項，惟此種「複合

式」的附屬項可以經由拆解記載內容使其分別回歸到「詳述式」與「附加式」的範

疇之中，因此本文認為應無對此種「複合式」的附屬項詳加討論之必要。 

三、附屬項的目的與功能 

附屬項存在的目的為何？經常是許多人心中出現的疑問。蓋因獨立項既然為專

利權所可能保護的最大字義範圍，當一被控產品（或步驟方法）侵害到附屬項時，

理應也侵害其所依附的請求項。如此一來，附屬項似無存在之必要。 

實則不然，附屬項存在的目的在於提供關於一發明不同實施態樣的保護目的，

一旦範圍較大的被依附項不具有可專利性時，附屬項的存在仍有可能具備可專利性

而使該發明的某些特定實施態樣可以獲得保護。 

使用附屬項可讓請求項的記載更為簡潔。若將一發明的每個特定實施態樣都以

獨立項形態記載時，會重複記載許多內容，使得申請專利範圍變得冗長且不易讀，

因此附屬項的存在可避免一些重複的文字記載7。 

同時，「由權利行使的角度來看，附屬項claims非但是專利權人對其發明實施

態樣更特定（或重覆）之意思表示，亦可能是對其所依附獨立項上位概念發明出現

空洞之明證，故在專利執行效力上，亦時常扮演舉足輕重之地位8。」 

美國專利實務上有實務工作者歸納出撰寫附屬項的幾點理由： 

(一)備用（backup） 

由於獨立項的權利範圍大於附屬項的權利範圍，相對的大範圍的獨立項被認定

不具可專利性的可能性也會大於小範圍的附屬項。因此，當在專利審查的過程中，

審查委員可以找到足以證明獨立項不具可專利性的前案時，假若此時附屬項可以克

                                                        
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1書，2-1-16-17頁。 
7 JANICE M. MUELLER, AN INTRODUCTION TO PATENT LAW 51 (2003). 
8 陳炯榮，申請專利範圍之撰寫規則與技巧，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專利實務進階課程

講義，2004年，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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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這些前案時，該專利申請案仍有獲准的勝率；相同的，當在專利侵權訴訟的過程

中，若被告可以找到足以證明獨立項不具可專利性的前案時，假若此時附屬項可以

克服這些前案時，專利權人仍有可能可以附屬項提出侵權主張9。易言之，專利申請

人可以藉由附屬項的使用，於一發明之可專利性的攻防過程中，保留住屬於該發明

之權利範圍較小的請求項。 

(二)較廣請求項（即被依附項）的具體化 

由於較廣請求項，如獨立項的記載內容可能使用較為上位化或抽象化的用語，

導致在解讀時不易理解發明的真正實質內容，因此附屬項所記載的內容對於理解或

具體化這些較廣請求項中所使用的上位化或抽象化的用語是相當有幫助的10。也就

是說，當要理解獨立項中所使用之較為上位化或抽象化的用語，有時可以先檢視這

些較為上位化或抽象化的用語在附屬項中所進一步記載之下位化或具體化的內容，

可以幫助理解獨立項的記載之發明實質。 

(三)提供不同的請求項範圍 

附屬項可以提供大小不同的請求項範圍，因此對於專利審查官而言，可以藉由

核駁獨立項而核准附屬項的方式來進行審查，以清楚地指出專利審查官所認為該發

明所應該獲准的專利範圍為何11？換句話說，附屬項的使用也可以縮短專利審查官

與申請人之間對於專利範圍大小認知上的差異時間，提高審查的效能。 

(四)避免過早收到最終審查通知書 

美國專利審查實務上若發出最終審查通知書（final office action）時，即代表專

利審查官認為一個專利申請案的審查程序已經終結（closed），除非該專利申請案

的審查程序再被重新啟動（re-opened），否則專利審查程序已經完成。因此，透過

附屬項的使用來增加請求項不同的涵蓋範圍，可以增加專利審查官在檢索前案時的

                                                        
9 DAVID PRESSMAN, PATENT IT YOURSELF 9/20 (7th ed. 1998). 
10 Id. 
11 Id. at 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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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度，降低在第一次審查通知書發出時即為最終審查通知書的機會12。我國新修

正的專利法業已經導入類似的程序稱之為「最後通知」制度13，因此將具有可專利

的非必要技術特徵記載在附屬項中，也可於我國的新修正的專利法架構中，減少提

早收到「最後通知」審查意見書的機會。 

(五)提供較大的損害賠償基礎 

由於附屬項中會增加更多的構成要件與元件來界定發明的更具體架構或內容，

因此在計算侵權的損害賠償額時，可以提供更大的計算基礎14。 

(六)提供裁判者（judge）更明確的、具敘述性的以及具體細節內容 

如果獨立項的記載內容可能使用較為上位化或抽象化的用語，最好用附屬項記

載這些上位化或抽象化的用語對應的下位化或具體化的內容，以避免裁判者去想像

這些上位化或抽象化用語的內容15。也就是說，對於在專利訴訟時，附屬項的記載

內容可能可以幫助法官或陪審團瞭解發明的真正內容。 

(七)安撫客戶 

由於專利申請人通常在提出申請時，都會著重於發明的實施例，因此對於代理

申請的事務所而言，若是在獨立項使用上位化的用語可能無法讓客戶滿意，所以透

過附屬項來請求與實施例相近的保護範圍，也具有安撫客戶（appeasing clients）的

功用16。 

(八)其 他 

撰寫附屬項之其他的功能諸如還有：增加請求項分析上的容易性、單純撰寫習

                                                        
12 Id. at 9/21. 
13 參見2011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之新專利法第43條。 
14 PRESSMAN, supra note 9, at 9/21. 
15 Id. 
16 Dennis Crouch, Theory of Dependent Claims: Survey Results, Patently-O Blog, available at 

http://www.patentlyo.com/patent/2008/05/theory-of-depen.html (last visited Mar. 2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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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配合其他國家的專利申請案等17。 

縱上所述，使用附屬項不論於專利申請階段或是專利侵權訴訟階段都有其功用

與目的存在，因此對於撰寫規劃附屬項時亦需抱持著謹慎的心態與縝密的思緒，還

要對於附屬項相關的幾個原則有基礎的認知與瞭解。 

四、附屬項的幾個相關原則 

關於附屬項的幾個原則主要是涉及判斷合宜的附屬項、附屬項的依附基本規則

以及附屬項之權利範圍解釋的原則，包含獨立項與附屬項區分原則、請求項向前依

附原則、請求項差異化原則以及請求項還原原則等，分述如下： 

(一)獨立項與附屬項區分原則 

附屬項係包含所依附請求項之所有技術特徵，並另外增加技術特徵，而就被依

附之請求項所載的技術手段作進一步限定之請求項18。也就是說，獨立項與附屬項

的區分判斷在於附屬項必須包含所依附請求項之所有技術特徵，本文稱之為「獨立

項與附屬項區分原則」。 

在某些情形下，請求項是以附屬項的形式出現，但實質上卻是屬於獨立項性

質。在美國專利實務上為了區分一請求項是否為合適的附屬項而發展出所謂的侵害

測試法（infringement test）。在侵害測試法下，想像若一附屬項被侵害，則其所依

附之獨立項也必然被侵害19。換句話說，若想像請求項可以被單獨侵害的則為獨立

項，反之該請求項即為附屬項。 

舉例來說，假設請求項1記載一種裝置，包含A、B、C以及D四個限制要件，請

求項2依附於請求項1，並記載其中該D元件可以被省略或被E元件取代，則請求項2

並非屬於真正的附屬項20。 

在「該D元件可以被省略」的情況下，若想像一被控侵權裝置包含A、B以及

C，則被控侵權裝置僅可能侵害請求項2，而不可能侵害請求項2所依附的請求項1，

                                                        
17 Id. 
1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1書，2-1-16頁。 
19 MPEP § 608.01 (n). 
2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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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請求項2為獨立項。 

相同的，在「該D元件可以被E元件取代」的情況下，若想像一被控侵權裝置包

含A、B、C以及E，則被控侵權裝置僅可能侵害請求項2，而不可能侵害請求項2所

依附的請求項1，因此請求項2為獨立項。 

(二)請求項向前依附原則 

附屬項僅得依附排序在前之獨立項或附屬項21。附屬項雖然可以直接或間接依

附於其他請求項，惟僅能依附排序在前之獨立項或附屬項，本文稱之為「請求項向

前依附原則」。美國專利法規亦有相同規定，附屬項僅能依附排序在前（referring 

back）之其他請求項22。 

(三)請求項差異化原則 

美國在專利侵權分析的審判實務上所稱之請求項差異化原則（ claim 

differentiation），即是「每一個附屬項的存在，顯示出其所依附的獨立項並不會

（因此）受到限制23。」舉例來說，若請求項1記載一種裝置，包含A、B以及C三個

限制要件，請求項2依附於請求項1，並記載其中該A元件為紅色。則依照請求項差

異化原則，即請求項1中的A元件並不會（因此）受到限制於紅色，這種限制可能來

自專利說明書中的書面揭露（written description），因此，請求項1中的A元件可以

是任何顏色24，也就是說，請求項1中對A元件而言不僅保護其為紅色，也包含保護

了其為紅色以外的其他顏色。易言之，所謂請求項差異化原則即是不同編號之請求

項具有個別獨立之權利範圍。 

我國侵權分析的審判實務上也有採用請求項差異化原則，然此一侵權分析之原

則，並未見於「基準」或「要點」，而純為智慧財產法院參考美國判例法所進行之

審判實務25。 

                                                        
21 參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5項。 
22 37 CFR 1.75 (c). 
23 See MUELLER, supra note 7, at 51. 
24 Id. 
25 張哲倫，2009年智慧財產法院審理專利侵權訴訟的新趨勢，智慧財產培訓學院網站ht tp : / /  

www.tipa.org.tw/p3_1-1.asp?nno=74，最後瀏覽日：2012年3月28日。 



談專利請求項之附屬項的規劃思維 9 

專利師︱第十期︱2012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在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訴字第29號裁判要旨中指出：「除有特別之限定情

形外，不同編號之請求項具有個別獨立之權利範圍，此即「申請專利範圍之請求項

差異化原則」（doctrine of claim differentiation）。是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除須

判斷該請求項所使用之文字外，並應留意該請求項所無而於其他請求項所使用之文

字。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4項為依附於第1項獨立項之附屬項，除包含第1項所

有之技術特徵之外，進一步限縮界定：「該行程定位管（15）係可設有若干不等長

度之行程導槽（152）」。則基於「申請專利範圍之請求項差異化原則」，申請專

利範圍第 1項與第 4項有所差異，第 4項業已明定「若干不等長度之行程導槽

（152）」，為複數個不等長度之行程導槽，則第1項必包含單一行程導槽之實施態

樣。」 

(四)請求項還原原則 

所謂請求項還原原則，即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應將附屬項之記載形式還原

成獨立項之記載形式來解讀其權利範圍，不可僅以其附屬特徵來解讀其權利範圍；

若為多項附屬項之記載形式時應將其還原成多個獨立項之記載形式來解讀其權利範

圍26。 

請求項還原原則主要是於解釋附屬項之專利範圍時，必須將因附屬項之依附關

係所省略之文字，全部還原到被解釋的附屬項之專利範圍中，此正式「附屬項係包

含所依附請求項之所有技術特徵」之基本要求的對應結果。 

參、附屬項之依附關係與結構分析 

目前我國大部分的專利申請案是由專利申請人委任專利事務所辦理。專利事務

所中新進人員的教育訓練方式，仍不脫離「師徒制」的方式，由資深人員指導新進

人員（以理工背景居多）撰寫專利說明書。對新進人員而言，「申請專利範圍」通

常是最難掌握的一個部分。除了在撰寫獨立項時，無法精準地掌握發明申請標的技

                                                        
26 林國塘，專利侵害分析實務談，智慧財產培訓學院網站http://www.tipa.org.tw/p3_1-

1.asp?nno=93，最後瀏覽日：2012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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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特徵外，在撰寫附屬項時，請求項依附關係也是不易掌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

於：專利工程師對於附屬項依附關係的不同變化，對審查階段以及取得專利權階段

所造成的影響並未能全盤理解。 

在介紹了附屬項之態樣、目的、功能與基本原則後，本文將對附屬項的依附關

係進行結構性的分析。 

附屬項的依附結構，可以分為鏈狀（chain）結構、環狀（circle）結構27與樹狀

（tree）結構，茲分述如下： 

一、鏈狀結構 

傳統的附屬項依附策略，就是以鏈狀依附策略為主。採用此一依附策略，請求

項的範圍為由廣到窄。於此種依附策略下的規則是：後一項附屬項是依附於其前一

項請求項，而形成類似直鏈狀排列的請求項依附關係。 

例如，請求項1為獨立項，請求項2到請求項5為附屬項，在使用鏈狀結構依附

策略下，附屬項第2項依附在獨立項第1項，附屬項第3項依附在附屬項第2項，以此

類推形成直鏈狀排列的請求項依附關係。 

二、環狀結構 

環狀依附策略是指將所有附屬請求項直接依附於同一（獨立）請求項，就依附

關係分析，附屬請求項是以類似環型排列的關係，圍繞於（獨立）請求項。採用此

一依附策略，被依附的（獨立）請求項範圍為最廣，各附屬請求項亦能得到最佳的

請求項範圍。 

例如，請求項1為獨立項，請求項2到請求項5為附屬項，在使用環狀結構依附

策略下，附屬項第2項依附在獨立項第1項，附屬項第3項依附在附屬項第1項，以此

類推形成環狀排列的請求項依附關係。 

                                                        
27 See George F. Wheeler, Creative Claim Drafting Claim Drafting Strategies, Specification 

Preparation and Prosecution Tactic, 3 J. MARSHALL REV. INTELL. PROP. L. 45, 34-60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jmripl.com/Publications/Vol3/Issue1/wheeler.pdf (last visited Jan. 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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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樹狀結構 

樹狀結構即為混合應用鏈狀結構以及環狀結構。若請求項的項數多時，使用混

合應用鏈狀結構以及環狀結構的依附關係的結果即容易產生樹狀的分布圖，而樹狀

結構也是實務工作者經常使用的方式。樹狀結構的依附策略兼具了鏈狀結構以及環

狀結構兩者的優點，但卻容易複雜化附屬項間的依附關係，使附屬項間的依附關係

更為錯綜複雜、盤根錯節。 

由於樹狀結構是鏈狀結構以及環狀結構的混合應用，因此只需針對鏈狀結構以

及環狀結構進行更深入的討論與瞭解後，自然能理解使用樹狀結構的優缺點。 

肆、附屬項之規劃結構的專利實務觀察 

附屬項的規劃結構包含依附關係、附屬項態樣的選擇、新穎性之限制要件的區

別等。依附關係，亦有人稱為附屬項策略（dependent claim strategy）28，主要是在

討論附屬項如何進行依附先前的請求項，包含附屬項技術特徵的組合關係、附屬項

的次序位置、附屬項的最佳項數等。在一專利申請案中，決定附屬項內容與在一開

始選擇獨立項內容是同樣重要的一項工作29。關於在決定附屬項內容的幾點實務觀

察，分述如下： 

一、美國專利審查官應較為喜歡使用鏈狀結構的申請案 

在美國專利實務中，美國專利局建議申請人使用鏈狀結構30，原因在於方便且

容易審查。審查官可以逐項審查每一附屬項所新加入的技術特徵，直到具有可專利

性的請求項，或是全部請求項審查完畢為止31。就上述例子而言，假設獨立項第1項

不具有可專利性，而附屬項第2項具有可專利性。審查官在審查完附屬項第2項後，

                                                        
28 BOB DEMATTEIS ET AL., THE PATENT WRITER: HOW TO WRITE SUCCESSFUL PATENT APPLICATION 

98-99 (2006). 
29 Id. 
30 MPEP § 608.01 (m). 
31 See Wheeler, supra note 27, at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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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附屬項即毋庸再進行審查即可做出審查意見書，通知申請人核駁獨立項第1

項，但附屬項第2項到第5項具有可專利性（allowable）。換句話說，審查官可以省

去了對附屬項第3項到第5項的審查工作。 

因此，若申請人於附屬項的依附關係使用鏈狀結構，應該會較受到專利審查官

的青睞，而可能有助於專利的被核准。 

二、鏈狀結構較能增加審查時「進步性」核駁的難度 

然而，對申請人而言，使用鏈狀依附策略的利弊為何？實有探討之必要。一專

利申請案的申請專利範圍，經常是申請人與審查官之間的溝通與妥協下的結果。在

我國專利實務上，此一溝通與妥協的過程，申請人是透過申復、面詢等程序來進

行；而審查官是透過核駁先行通知書、通知函等方式進行。審查官應在核駁先行通

知書中，載明每一請求項的審查結果。 

在專利的實體審查中，「進步性」專利要件審查為與附屬項的依附策略最為相

關。蓋因「進步性」的審查，原則上是判斷不同先前技術引證資料的揭露內容，可

否輕易結合完成所請之發明32。因此，「進步性」的審查所涉及的是不同先前技術

引證資料間結合的可能性。若附屬項的依附策略採用鏈狀結構，則對於依附越後面

的附屬項，審查官要以「進步性」來核駁的可能性，顯然是較低的。主要原因在於

依附越後面的附屬項包含了越多的限制要件。 

例如，請求項1為獨立項，請求項2到請求項5為附屬項，在使用鏈狀結構依附

策略下，顯然地，若審查官檢索到分別包含請求項1到請求項5技術特徵的5份先前

技術資料，亦即各先前技術資料分別包含其中一個技術特徵，則審查官要以「進步

性」來核駁附屬項請求項5，必須要提出結合5份先前技術資料所揭露的技術特徵是

可以輕易完成的理由，在困難度上增加不少。 

相反的，在使用環狀結構依附策略下，則審查官要以「進步性」來核駁附屬

項，則僅需要提出結合其中2份先前技術資料所揭露的技術特徵是可以輕易完成的

理由，在困難度上減低不少33。 

                                                        
3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2009年，2-3-20頁。 
33 See Wheeler, supra note 27, at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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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附屬項的依附關係是直接的依附在獨立項之下的話，則極為可能將會

因為所附加的限制條件是為簡單附加或是由熟於此項技藝者所能輕易思及之單純變

化而遭到核駁34。」 

因此，若申請人於附屬項使用鏈狀結構的依附策略，其越後面的附屬項應該會

於「進步性」理由上的核駁，受到較小的阻礙。 

三、環狀結構可於修正程序時較易決定附屬項具可專利性的技

術特徵 

專利申請過程中，申請人可能會因審查官的檢索結果，對申請專利範圍進行修

正，以克服檢出的前案或核駁理由。採用鏈狀結構的依附策略是否會對此一程序有

無影響？答案是肯定的。 

例如，請求項1為獨立項，請求項2到請求項5為附屬項，在使用鏈狀結構依附

策略下，假設審查官於核駁先行通知書中核駁請求項1到請求項3。請求項4以及請

求項5具有可專利性。 

對於專利申請人來說，在進行修正程序前，並不容易判斷出究竟是單獨請求項

4所包含的技術特徵具有可專利性，抑或是請求項1到請求項4中之複數技術特徵的

結合具有可專利性。對於申請專利範圍之修正策略的評估，不易有最佳的決定。 

反之，在相同的審查事實下，採用環狀結構之依附策略可以在判斷上較為簡

易。例如，請求項1為獨立項，請求項2到請求項5為附屬項，在使用環狀結構依附

策略下，假設審查官於核駁先行通知書中核駁請求項1到請求項3。請求項4以及請

求項5具有可專利性。 

對於專利申請人來說，在進行修正程序前，不論是請求項4之單獨技術特徵或

請求項5之單獨技術特徵具有可專利性，抑或是複數技術特徵的結合如請求項1之技

術特徵與請求項4之技術特徵的結合具有可專利性。對於申請專利範圍之修正策略

的評估，只要將請求項4之單獨技術特徵或請求項5之單獨技術特徵併入請求項1

                                                        
34 張顯灝，創造性與逐項審查的關係，台一國際專利事務所專利工程師研討會，2003年11月，

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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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則整個申請專利範圍即具有可專利性35。 

因此，若申請人於附屬項使用環狀結構依附策略，應該會在修正程序時，較易

決定可專利性的特徵。 

四、「附加式」附屬項有利於更正程序 

在專利實務上，當第三人舉發一專利時，會同時提交舉發證據。被舉發人（即

專利權人）除了陳明答辯理由外，可能必須對申請專利範圍進行適度地更正，以期

能與舉發證據在可專利性上有所區別。 

更正程序為專利申請案取得專利權後，專利權人對於申請專利範圍的內容進行

變動。由於專利權的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36。因此，對申請專利範圍的更

正，受到極大的限制。此舉乃為了避免影響公眾利益，而違背專利制度公平、公正

之意旨37。對於請求項更正之限制，除了提出事由之限制外，更不得超出申請時原

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且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申請專利範圍38。 

在更正實務上，最常遇到的問題是更正後的申請專利範圍是否已經構成「實質

擴大或變更申請專利範圍」？由審判實務上的觀察，是以更正本請求項新增內容，

對應於原公告本之請求項而言，若屬詳述式者，一般而言不會造成實質變更之問題

（因只產生內部關係）；若屬於附加式者，一般而言會造成實質變更之問題（因產

生外部關係）39。 

因此，在「更正時將獨立項刪除後，將附屬項改寫為獨立項」的更正方式中，

若是附屬項的內容屬於「詳述式」附屬項，且更正後未改變申請專利之發明所欲解

決之問題，則未導致實質變更申請專利範圍。反之，若是附屬項的內容屬於「附加

式」附屬項，將導致實質變更申請專利範圍，我國專利更正審查基準也修正採此一

                                                        
35 See Wheeler, supra note 27, at 47. 
36 參見專利法第56條第3項。 
3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2011年，2-6-63頁。 
38 參見專利法第64條。 
39 劉國讚，專利更正實質變更案例研析——以98行專訴第78號及99行專訴第28號為中心，智慧

財產月刊，2011年6月，150期，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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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40。 

(一)關於「詳述式」附屬項更正的審判實務 

關於更正方式是採用「詳述式」附屬項改寫為獨立項的，審判實務上有幾個例

子可供參考： 

於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行專訴第78號判決41中，專利權人於系爭專利被舉發程

序中對原申請專利範圍提出更正但遭智慧局駁回並為舉發成立之審定，專利權人不

服而提起行政救濟。 

原申請專利範圍共27項，其中第1、14項為獨立項，餘均為附屬項。專利權人

所申請之更正係將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併入第1項及第17項併入第14項。 

更正前之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的內容為：「一種風扇扇框，用以包圍風扇之轉

子，包括：一第一框架，具有至少一延伸部，該延伸部具有一扣孔；以及一第二框

架，具有與該延伸部相對應之一導槽及一扣件，使該第一框架與該第二框架相接合

或分離。」 

更正前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的內容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風扇扇框，其

中該導槽之側壁設有至少一肋條。」 

更正前之申請專利範圍第14項的內容為：「一種風扇，包括：一第一扇框，具

有至少一延伸部，該延伸部具有一扣孔；一第二扇框，具有與該延伸部相對應之一

導槽及一扣件，使該第一框架與該第二框架相接合或分離；以及一轉子，係設置於

該扇框內。」 

更正前申請專利範圍第17項的內容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4項之風扇，其中

該導槽之側壁設有至少一助條。」 

法院認定關於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與第17項的更正，「更正後第1項、第13項所

增加之技術特徵，即導槽側壁所設之至少一肋條，本即已揭露於原敘述性附屬項之

第3、17項，亦已揭露於圖示之第3、4圖中之構件編號3211，故其更正並未超出申

請時原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實質擴大或變更申請專利範圍，……。」 

                                                        
40 參見林麗芬，簡介我國專利更正審查基準修正重點，智慧財產月刊，2011年12月，156期，

21-37頁。 
41 判決分析請參見劉國讚，註39文，78-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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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專訴第28號判決42中，專利權人於系爭專利被舉發程

序中對原申請專利範圍提出更正但遭智慧局駁回而提起行政救濟。 

原申請專利範圍共10項，其中第1項為獨立項，第2至10項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

第1項之附屬項。 

更正前之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的內容為：「一種輸入裝置之發光結構，其包括

一殼體，及至少一設於殼體內之光源所構成，其中殼體內設有一導光板及一反光裝

置，該反光裝置係設於該導光板之至少一側面，且其中設於殼體內之光源位於該導

光板之一側，使得該光源所發射出的一光線能由導光板之一周緣進入，令該導光板

之通體發光，並向該輸入裝置所處之環境發散而出，以產生裝飾性之視覺感受。」 

專利權人所提更正本係將原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之部分內容「其中殼體由一上

蓋、一中蓋及一底座所組成」併入第1項（獨立項）中。 

法院認定「系爭專利更正後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增加「其中殼體由一上蓋、

一中蓋及一底座所組成」之限定內容，乃屬於詳述式之說明（即對已記載於請求項

內之構件更進一步的描述限定），且該技術特徵原已記載於原申請專利範圍第6

項，而未改變該殼體與其他構件之結合關係。……，是以此部分更正並未超出申請

時原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實質擴大或變更申請專利範圍，……。」 

在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專訴第50號判決中，專利權人於系爭專利被舉發過程

中對原申請專利範圍提出更正並獲智慧局准予更正並做出舉發不成立之審定，舉發

人不服而提起行政救濟。 

原申請專利範圍共50項，其中第1、22項為獨立項，餘均為附屬項。 

法院認定「系爭專利更正後之第1項實質內容為原第2項，故為原第1項請求項

予以刪除，將原第2項改以獨立項形式撰寫，請求內容在閱讀與理解上更為明確，

且權利範圍完全相同均已為原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是以無實質擴大或變更申請專

利範圍之情事，故應准予更正。」；「更正後第21項係為原第30及50項其中該導流

片進一步「該第一曲面和該第二曲面的曲率不相等」以及「一水平底面」之詳述限

定併入原第24項內，其中因原第24項其中該導流片已為請求內容，水平底面之結構

限定為：原導流片隱含具有之底面，在不限任何型式底面作詳述式限縮，此處水平

                                                        
42 判決分析請參見劉國讚，註39文，92-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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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面限定條件加入符合申請專利範圍減縮規定；……。同理，更正後第21項另更正

「該第一曲面和該第二曲面的曲率不相等」，將申請專利範圍予以減縮，且導流片

中第一、二曲面亦已為原請求內容，此處更正係將不限任何曲率限制之曲面作詳述

式限縮，僅請求下位有「該第一曲面和該第二曲面的曲率不相等」限制條件者。故

仍在原有第一、二曲面之結合關係涵蓋範圍內故此處更正亦為可更正者。」 

(二)關於「附加式」附屬項更正的審判實務 

關於更正方式是採用「附加式」附屬項改寫為獨立項的，審判實務上也有幾個

審判實例可供參考： 

在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行專訴第60號判決中，專利權人於系爭專利被舉發過程

中對原申請專利範圍提出更正並獲智慧局不准予更正並做出舉發成立之審定，專利

權人不服而提起行政救濟。 

系爭專利之請求項共13項，其中第1、7項為獨立項，餘為附屬項。專利權人於

第6次申請更正中，將請求項2、5、6以及12之限制要件併入請求項1中。 

更正前之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的內容為：「一種清潔用物品，具有一刷擦部分

以收集灰塵，包含：一基部材料；至少一薄片，具有多複數長條帶形成其中；及至

少一纖維束層，設於該基部材料及該薄片之間，其中：該薄片及纖維束層係部分的

連接至基部材料的一清掃側，其中該等長條帶及該纖維束層的纖維係朝向一方向，

使得該等長條帶及該纖維束層形成該刷擦部分，及其中在該基部材料的清掃側之相

對側上，形成有一使用者的手或固持件可插入的固持空間。」 

法院認定「第2、6、12項之申請範圍為原第1項之詳述式附屬項，且其結合之

態樣已揭露於說明書及圖式等，將其併入第1項之內容屬於申請專利範圍之縮減並

無疑義；惟第5項「該固持部形成於該基部材料及一設於基部材料相反側上的固持

薄片之間」之技術特徵，於原第1項並無對應敘述，係為附加式之附屬項，……，

應不准予更正。……。故原告第6次更正將原第5項之內容併入第1項之範圍，顯已

實質擴大及變更原第1項所請之「固持空間」為其上位概念「固持部」。」 

在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專訴第2號判決中，專利權人於系爭專利被舉發程序

中對原申請專利範圍提出更正但遭智慧局駁回並為舉發成立之審定，專利權人不服

而提起行政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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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人所提更正本係將原核准公告之申請專利範圍第7、9項併入第1項獨立

項，實質上即刪除原第1、7項，而將原第9項改為第1項獨立項， 

更正前之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的內容為：「一種均佈熱點之散熱裝置，包括：

一第一散熱體；一第二散熱體，相對位於該第一散熱體上方；及至少二熱管，皆具

有受熱部與散熱部，各該熱管之受熱部、散熱部係分別與該第一、二散熱體作熱傳

連結，且該等熱管任二相鄰者之受熱部間所形成之間距，係小於該二相鄰熱管之散

熱部間所形成之間距。」 

更正前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的內容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均佈熱點

之散熱裝置，其中該第一、二散熱體之間，係設有一具有複數鰭片以連續間隔排列

之方式所組成之散熱鰭片組。」 

更正前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的內容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均佈熱點

之散熱裝置，其中該散熱鰭片組與各該熱管受彎曲部位相鄰近之鰭片上，係開設有

朝各該熱管彎曲部位所彎曲之方向而擴大之槽孔。」 

法院認定「該更正後第1項與原核准公告本第1項相較，係增加一散熱鰭片組之

構造及朝各該熱管彎曲部位所彎曲方向而擴大之槽孔，……，由於更正後之獨立項

1（即原第9項）已較原公告本第1項獨立項增加技術特徵，因此更正後申請專利範

圍第3至5項、第12至15項係較原公告本第1項獨立項增加技術特徵外又再增加附屬

技術特徵，則原申請專利範圍第3至5項、第14至17項將因該散熱組之更正而變更實

質，故原告所為的刪除申請專利範圍第7、9項，併入第1項之更正，將導致其他附

屬項有違反專利法第108條準用第64條第2項規定之情事。」 

在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專訴第87號判決中，專利權人於系爭專利被舉發程序

中對原申請專利範圍提出更正但遭智慧局駁回並為舉發成立之審定，專利權人不服

而提起行政救濟。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18項，其中第1項為獨立項，第2至18項為附屬項。專

利權人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更正，係刪除第14、16、17、18項，而將原第14、

16、17、18項之附屬特徵併入第1項。 

法院認定「其中，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4項……屬附加式之附屬項。申請

專利範圍第16項……屬附加式之附屬項。申請專利範圍第17項……屬附加式之附屬

項。申請專利範圍第18項……屬附加式之附屬項。……，故原告所為的刪除申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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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範圍第14、16、17、18項而將其附屬特徵併入第1項之更正，將導致其他附屬項

有違反專利法第108條準用第64條第2項規定之情事，是原告主張該更正未實質擴大

或變更申請專利範圍云云，即非可採。」 

五、環狀結構可增加他人迴避設計的難度 

迴避設計（design around）在企業內的專利活動中，占有一定的重要性。因為

若無法有效地無效一專利案，則下一步的思考方向可朝向迴避設計的考能性評估。 

「元件失蹤（missing element）法43」為迴避設計的其中一種方式。主要的考量

點在於當全要件原則不成立時，即能得到被控物（或步驟方法）不落入系爭專利之

申請專利範圍內的結論。 

在鏈狀結構的依附策略中，假設審查官於核駁先行通知書中核駁請求項1到請

求項3。請求項4以及請求項5具有可專利性。專利申請人在進行修正程序後，將請

求項2到請求項4的技術特徵併入請求項1中，專利申請案順利獲得核准，亦即，核

准的發明實施態樣為： 
 

修正前 
請求項1：A； 
請求項2：B； 
請求項3：C； 
請求項4：D；以及 
請求項5：E。 

修正後 
請求項1：A+B+C+D； 
請求項2：（刪除）； 
請求項3：（刪除）； 
請求項4：（刪除）；以及 
請求項5：A+B+C+D+E。 

 
由於在鏈狀結構的依附策略中，請求項4具有可專利性可能為單一技術特徵D。

對於請求項1而言，技術特徵B與C顯然是多餘（或非必要）的構成要件。對於迴避

設計者來說，只要不要在產品中實施技術特徵B與C，便能輕易對此一專利案迴避設

計成功44。 

反之，在相同的審查意見下，採用環狀依附策略可以增加在迴避設計上的困難

度。在環狀依附策略下，假設審查官於核駁先行通知書中核駁請求項1到請求項3。

                                                        
43 羅炳榮，工業財產權論叢——專利侵害與迴避設計篇，2004年，180頁。 
44 See Wheeler, supra note 27, at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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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項4以及請求項5具有可專利性。專利申請人在進行修正程序後，專利申請案順

利獲得核准，亦即，核准的發明實施態樣為： 
 

修正前 
請求項1：A； 
請求項2：B； 
請求項3：C； 
請求項4：D；以及 
請求項5：E。 

修正後 
請求項1：A+D 
請求項2：A+B+D 
請求項3：A+C+D； 
請求項4：（刪除）；以及 
請求項5：A+D+E。 

 
假設此一發明的可專利技術特徵為單一技術特徵D。對於請求項1而言，迴避設

計者想要在產品中不要實施技術特徵A+D，在難度上顯然增加不少45。 

因此，若申請人於附屬項使用環狀結構的依附策略，應該會對他人迴避設計可

能性產生一定的困難度。 

六、附屬項依附關係錯誤可能會導致專利無效 

依照附屬項的依附關係，附屬項的範圍應該要小於其所被依附的請求項的範

圍，假若因為不當的依附關係，導致附屬項的範圍沒有小於其所被依附的請求項的

範圍的情形時，在美國專利實務上，法院有做出專利無效的判決。 

在Pfizer46案中，涉訟專利為U.S. 4,681,893以及U.S. 5,273,995兩件專利。關於附

屬項依附關係錯誤的爭點，是發生於’995專利的請求項6，’995專利的請求項的第1

項47中是關於某種以化學式表示之atorvastatin酸或atorvastatin內酯，或是由其中所配

製出藥劑上可接受的鹽類。請求項2是依附於請求項1，並進一步將該化合物限定於

atorvastatin酸。請求項6是請求如請求項2化合物的hemicalcium鹽類48。 

                                                        
45 Id. 
46 Pfizer Inc. v. Ranbaxy Laboratories Ltd., 457 F.3d 1284 (Fed. Cir. 2006). 
47 See U.S. Patent No. 5,273,955 (issued Dec. 28, 1993) (Claim 1: [R-(R*,R*)]-2-(4-fluorophenyl)-

β,δ-dihydroxy-5-(1-methylethyl)-3-phenyl-4-[(phenylamino)-carbonyl]-1H-pyrrole-1-heptanoic 
acid or 2R-trans)-5-(4-fluorophenyl)-2-(1-methylethyl)-N,4-diphenyl-1-[2-(tetrahydro-4-hydroxy-
6-oxo-2H-pyran-2-yl)ethyl]-1H-pyrrole-3-carboxamide; or pharmaceutically acceptable salts 
thereof.). 

48 余佩珠、楊仲榮，不當附屬項依附將導致專利無效，智慧財產季刊，2007年6月，59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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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項6所請求的是鹽類，應該還可以算是請求項1中所述的鹽類之中，卻和請

求項2中所載明的atorvastatin酸有相當差異。也就是說，請求項6的範圍，不但沒有

包含於請求項2的範圍之中，而且還完全脫離出其所依附之請求項2的範圍之外49。 

法院最後做出的判決結果，認定’995專利的請求項6並不符合美國專利法的相關

規定，而為專利無效之裁判50。 

伍、結論與建議 

經由以上的分析說明可知，無論採用鏈狀結構或是環狀結構依附策略，皆有其

各自的優缺點存在。 

撰寫申請專利範圍是一門藝術，而非是一門精準的科學51。本文認為，在進行

撰寫申請專利範圍之前，宜先將想要列入申請專利範圍的限制要件一一臚列出來，

包含發明的技術特徵或具有重要（商業）價值之習知元件52等，發明的技術特徵可

再進一步去區分必要的技術特徵與非必要的技術特徵，以供分別適用於獨立項以及

附屬項的規劃與撰寫。 

而在撰寫附屬項時，基於前述幾點對於附屬項之規劃結構的專利實務觀察的說

明，本文提出些許關於撰寫附屬項時的思維： 

將記載於附屬項的限制要件區分為：具新穎性的限制要件以及具有重要（商

業）價值之習知元件的限制要件； 

將附屬項的態樣依照專利審查基準的說明區分為：詳述式以及附加式； 

針對包含具新穎性的限制要件的附屬項，採用環狀結構依附於獨立項； 

針對詳述式的附屬項，採用環狀結構依附於獨立項； 

針對包含具有重要（商業）價值之習知元件的限制要件的附屬項，採用鏈狀結

構依附於具新穎性的限制要件的附屬項或是詳述式的附屬項之後； 

                                                                                                                                                        
頁。 

49 同前註，52頁。 
50 Ranbaxy Laboratories Ltd., 457 F.3d at 1292. 
51 ROBERT C. FABER, LANDIS ON MECHANICS OF PATENT CLAIM DRAFTING 10-2 (5th ed. 2006). 
52 顏吉承，專利說明書撰寫實務，2007年，2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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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附加式的附屬項，採用鏈狀結構依附於具新穎性的限制要件的附屬項或是

詳述式的附屬項之後；以及 

依照附屬項的依附關係，比對所有依附項與被依附項之間的範圍大小，並確認

附屬項的範圍應該要小於其所被依附的請求項的範圍。 

除此之外，在符合單一性的原則下，透過元件（element）名稱、元件與元件之

間的連接關係（connection）以及各個元件的實施功能（functional limitation）53等變

化，來調整不同獨立請求項的範圍。並且撰寫至少一請求項是符合該發明可能或者

是最佳的實施態樣的權利範圍54，以能保護發明本身的最佳的實施態樣，以及撰寫

至少一請求項是符合獨立請求項的技術特徵以及附屬請求項的技術特徵之間最大可

能的權利範圍，以能涵蓋競爭對手的產品。 

隨著各國專利申請案件的不斷增加，在標準的申請規費下，各國多採取不同的

方式限制申請專利範圍中請求項的數目，諸如加收超項費用等。因此，專利申請人

或專利實務工作者如何在申請費用最佳化的前提下妥適地規劃附屬項，以做出申請

專利範圍中之請求項的數目合理的最佳規劃，或可參考本文所提出之些許思維，並

依據個案之案情內容做出最佳決定。 

 

                                                        
53 彭鑒托，美國專利事典，1993年，66頁。 
54 See FABER, supra note 51, at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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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變動中的可專利客體 
適格性判斷標準 
——「Mayo v. Promethus案」之後 

何美瑩*、許維蓉**、鄭中人*** 

前 言 

2012年3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在Mayo v. Promethus1一案中認定美國專利第

6,355,623號請求項1所主張的個人化診斷、治療方法之操作步驟，除了自然法則之

外，其餘步驟僅涉及相關領域人士已知或慣用的操作2，因此該個人化診斷、治療方

法並非法定可專利客體。判決文中更指出基於判決先例，在解釋可專利客體之適格

性（eligibility）時，「不應該變成端視撰寫技巧的優劣，而完全忽視專利法禁止主

張自然法則」這樣的基本原則3。此一見解雖然點出了目前實務上確實存在專利之有

效性與否取決於撰寫技巧優劣的狀況，但也並未指明怎樣的請求項用語，才有可能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助理教授。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研究生。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教授。 
1 Mayo v. Promethus, 566 U.S.____ (2012). 
2 同前註，第4頁 “[I]n particular, the steps in the claimed processes (apart from the natural laws 

themselves) involve well-understood, routine, conventional activity previously engaged in by the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3 同註1，第3頁 “[T]hose cases warn us against interpreting patent statutes in ways that make patent 
elgibility ‘depend simply on the draftman’s art’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patents for natural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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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適格性標準。因此，判決文除了引起從業人士的嚴詞批評外4、5，無助於解決目

前醫藥、生物技術領域發明，必須面臨較其他技術領域發明更嚴格審查標準的困

境6。 

依照最高法院對Mayo v. Promethus案的邏輯推演，可預見將來有關診斷、治療

方法，甚至基因或化合物本身，都有可能被認定為自然法則或屬於自然界的一部分

（或「天然產物」（product of nature）），而無法取得專利權7。對於研究成果多集

中在找出基因或化合物與疾病之間的關聯性，進而提出醫療解決方案的生物、醫藥

領域發明人或申請人而言，此一最高法院判決無異是對相關產業的一大打擊。 

發明專利實務上受到可專利客體之「適格性」判斷標準變化影響最大的兩種技

術領域，分別為軟體以及醫藥生物技術領域。因此，本文將分三部分進行：第壹部

分，分別從軟體及醫藥生物技術發明相關判決，來回顧美國專利法上可專利客體之

「適格性」判斷標準的演變；第貳部分，基於高院在Mayo v. Promethus案的見解，

                                                        
4 Robert Sachs, “Punishing Promethus: Part II- What is a Claim?” See available at http://www. 

patentlyo.com/patent/2012/03/punishing-prometheus-part-ii-what-is-a-claim.html, (last visited June 
24, 2012) 

5 http://www.ipwatchdog.com/2012/03/20/supreme-court-mayo-v-prometheus/id=22920/ (last visited 
June 24, 2012) 

6 醫藥、生技發明面臨嚴苛審查標準可從其申請案量逐年滑落的趨勢略為窺知，電子商務專利

申請案量也呈現類似趨勢，下表為以相關IPC分類號，檢索USPTO資料庫後所獲得的結果： 
 

年度申請件數 
類別 IPC分類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生物 
技術 

A01H,A01K67,A0IN, 
A61K35/66-35/76,38,39,
47/42,48,49/14,49/16, 
51/08,51/10,A61P,C07K,
C12,G01N33,A01P 

19,254 18,488 20,191 24,282 24,646 24,110 19,185 11,646

電子 
商務 

G06F17/60,G06Q 1,443 3,919 6,561 7,428 7,651 7,194 6,782 3,985

 
7 基於Mayo v. Promethus 判決結果，最高法院同時撤銷了 CAFC 對另一知名案件，即 

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AMP) v. PTO and Myriad Genetics, Inc.的判決，將案件重

新發回CAFC，請其依據目前高院對Mayo v. Promethus的決定重新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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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探討診斷方法之適格性；第參部分，從實務面對診斷方法專利請求項之撰寫提出

些許建議；最後做一總結。 

壹、可專利客體之「適格性」判斷標準的演變 

熟悉美國專利法或專利申請過程的從業人士，應該都對以下這句話——「太陽

下任何人造事物都是可專利客體」（anything under the sun that is made by man are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s）8非常熟悉。1952年修訂的美國專利法§ 101，就納入了上

述這句話的精神，明確指出任何新、而且有用的方法、機器、製造物或組合物或其

之有用的改良，都是可專利客體9，包括遺傳物質（如，DNA、RNA等），或生物

體本身（如，細胞或動、植物）。等到1990年代，電腦、軟體科技產業興起，聯邦

巡迴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 Federal Circuit, CAFC）進一步將可專利客體之適格

性標準放寬到只要是「有用、具體和有形的結果」（useful, concrete and tangible 

result）10都是可專利客體，因而帶動了一批商業方法專利蓬勃發展的現象，然而，

此也引來批評，認為商業方法專利的審查過於浮濫11。最高法院在Bilski v. Kappos

案12，肯定CAFC將過去判斷可專利客體適格性時所採取的自由、寬鬆標準（即，

「有用、具體和有形的結果」），回歸到較為嚴格的標準（即，機器或轉換測試

(“Machine-or-Transformation (M-O-T)” test)）；但也指出CAFC在此判決中的錯誤，

                                                        
8 參見Testimony of P. J. Federico in Hearings on H.R. 3760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No. 3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82d Con., 1st Sess., 37 (1951). 
9 35 U.S.C. SEC. 101. “Whoever invents or discovers any new and useful process, machine, 

manufacture, or composition of matter, or any new and useful improvement thereof, may obtain a 
patent therefor,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is title.” 

10 參見State Street Bank & Trust Co. v. Signature Financial Group Inc. 149 F.3d 1368 (Fed. Cir. Jul. 
23, 1998). 

11 參見Institut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 Information Law, University of Houston Law Center, 
Patstats. Org, Full calendar year 2008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patstats.org/2008_Full_ 
Year_Posting.rev3.htm (last visited June 24, 2012) 報告指出商業方法專利在巡迴上訴法院中被

判定專利無效的比例，僅2008年一整年即高達40%。 
12 Bilski v. Kappos, 130 S. Ct. 3218, 561 U.S. __, 177 L. Ed. 2d 79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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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M-O-T測試雖可為適格性與否提供線索，但並非唯一標準13。據此高院見解，

USPTO發布相關審查基準14，指明方法專利的適格性判斷標準，除了M-O-T測試

外，過去「有用、具體和有形的結果」這樣的標準仍然適用，且可專利客體不及於

抽象構想（abstract ideas）、自然現象（Nature phenomenons）或自然法則（laws of 

nature）。 

一件申請案若要取得專利，其最基本要求是請求客體必須為美國專利法§ 101所

指明的法定可專利標的。然而，如USPTO在Bilski案後所頒布的審查基準顯示，可

專利客體之適格性判斷標準已經不是門檻測試，其中涉及可專利性分析，更不是一

套固定不變的規則，而是變動的標準，包含極為寬鬆到極為僵硬的兩種標準，其之

應用取決於個案內容以及審查官或法官對個案內容及相關法條的解釋。而目前最高

法院對Mayo v. Promethus案的見解，不僅未解決原來缺乏一致性標準的問題，反而

讓原本取得專利就已經很困難的醫藥、生物技術發明專利，陷入更艱難的處境。 

以下透過軟體、商業方法及醫藥、生物技術領域中，涉及可專利客體之適格性

議題的案例，來回顧此一變動的適格性判斷標準。 

一、軟體領域相關判決解析 

在此回顧3件美國最高法院關於軟體專利申請案之「適格性」議題的案例，其

又被稱為「適格性三部曲」（eligibility trilogy）。透過此3件案例，可發現在涉及數

學公式或演譯法之方法請求項的「適格性」議題上，最高法院均以M-O-T測試進行

檢驗，亦即，發明整體必須能「將一物件轉換至另一種狀態或成為另一種物質」

（transforming or reducing an article to a different state or thing），若發明整體不滿足

M-O-T測試，其可專利性不會因在軟體解決方案（即，數學公式或演繹法）外，額

外附加其他步驟（post-solution activity）就使所請變成適格標的。 

                                                        
13 同前註，第7頁“The court of Appeals incorrectly concluded that this court has endorsed the 

machine-or-transformation test as the exclusive test.” 
14 See Interim Guidance for Determining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for Process Claims in View of 

Bilski v. Kappos (27. Ju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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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ottschalk v. Benson15 

在此案中，發明人Benson向當時的美國專利商標局提出專利申請，其中引起爭

議的請求項816或1617所請為一種電腦程式，能把二進編碼十進位數（binary coded 

decimal number）轉換為純二進位數（pure binary code），當時的專利商標局審查員

認為第8或16項所請僅為一種數學表示方示（mathematic expression），不是專利

法§ 101所規範的可專利的客體，其純屬心智活動或思考過程（Mental process）或數

                                                        
15 Gottschalk v. Benson, 409 U.S. 63 (1972). 
16 原請求項引述如下： 

“8. The method of converting signals from binary coded decimal form into binary which comprises 
the steps of:  
(1) storing the binary coded decimal signals in a reentrant shift register, 
(2) shifting the signals to the right by at least three places, until there is a binary  in the second 

position of said register, 
(3)masking out said binary in said second position of said register, 
(4)adding a binary to the first position of said register, 
(5)shifting the signals to the left by two positions, 
(6)adding a to said first position, and  
(7) shifting the signals to the right by at least three positions in preparation for a succeeding binary 

in the second position of said register.” 
17 原請求項引述如下： 

“13. A data processing method for converting binary coded decimal number representations into 
binary number representations comprising the steps of 
(1)testing each binary digit position, beginning with the least significant binary digit position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decimal digit representation for a binary or a binary is detected, 
(2)repeating step (1) for the next least significant binary digit position of said most significant 

decimal digit representation; 
(3)if a binary is detected adding a binary at the (i+1)th and (i+3)th least significant binary digit 

positions of the next lesser significant decimal digit representation, and repeating step(1) for the 
next least significant binary digit position of said most significant decimal digit representation; 

(4)upon exhausting the binary digit positions of said most significant decimal digit representation, 
repeating steps (1) through (3) for the next lesser significant decimal digit representation as 
modified by the previous execution of steps (1) through (3); and 

(5)repeating steps (1) through (4) until the second least significant decimal representation has been 
so proc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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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演繹法（algorithm），不是判例法上所稱的技藝（art）。發明人不服，向專利爭

議及上訴委員會（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s, BPAI）提起上訴，BPAI

維持原處分。發明人再向海關暨專利上訴巡迴法院（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 CCPA）上訴，CCPA推翻原處分並准予專利。美國專利商標局局長於是向

高院遞交上訴許可（writ of certiorari），請求高院聽審。最高法院最後廢棄CCPA判

決結果，並判定所請轉換方法不是專利法上所稱的方法（process），因所請方法並

不限於任一特定形式的電腦或特定目的之機器上實施，更未改變任何物質，若允許

專利將會造成對任何已知或未來領域相關方法的先占。 

此一判決結果也是當時業界認為單純軟體無法取得專利的主要依據，其進而影

響往後很長一段時間（直到State Street Bank & Trust Co. v. Signature Financial Group 

Inc.18之後）軟體申請案請求項的撰寫方式，當時軟體申請案請求項內容都是以軟體

（即，演繹法）加上硬體（即，可執行此演繹法之一般目的電腦）的組合，來進行

專利申請。 

(二)Parker v. Flook19 

在本案中，發明人Flook提出一種用來更新碳氫觸媒轉化製程中與警戒點相關之

變數的方法20專利申請案。在碳氫觸媒轉化製程中的變數，包括觸媒轉化器內的溫

度、壓力或流速等，當超過預定的警戒點或出現異常情況時，程式將立即啟動指示

                                                        
18 149 F.3d 1368 (Fed. Cir. 1998). 
19 Parker v. Flook, 437 U.S. 584 (1978). 
20 原請求項引如如下： 

“1. A method for updating the value of at least one alarm limit on at least one process variable 
involved in a process comprising the catalytic chemical conversion of hydrocarbons wherein said 
alarm limit has a current value of  B0 + K, wherein B0 is the current alarm base and K is a 
predetermined alarm offset which comprises: 
(1) determining the present value of said process variable, said present value being defined as PVL; 
(2) determining a new alarm base B1, using the following equation:  
 B1 = B0(1.0 − F) + PVL(F) 
 where F is a predetermined number greater than zero and less than 1.0; 
(3) determining an updated alarm limit which is defined as B1 + K; and thereafter 
(4) adjusting said alarm limit to said updated alarm limit value.” 



變動中的可專利客體適格性判斷標準 29 

專利師︱第十期︱2012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燈以顯現出現異常。Flook的發明與已知技術並無不同，差異僅在於Flook以數學演

繹法來更新相關變數的變化。專利商標局審查員認為請求項與現有技藝唯一不同之

點就是其中的數學公式，如准予專利，無異給予該數學公式專利，故將申請案駁

回。Flook向BPAI提出上訴，BPAI維持原處分，認為請求項之新穎性在於該數學公

式或演譯法，而演譯法或數學公式並非可專利客體。 

Flook再向CCPA提出上訴，CCPA推翻原處分，認為本案與之前的Benson案不

同，Benson案請求項完全排除他人使用相關數學公式或演譯法，構成對該數學公式

或演譯法的先占（prempt）；然而本案僅主張在碳氫觸媒轉化製程中應用該數學公

式或演譯法，並不排除他人在其他領域使用該數學公式或演譯法，因此准予專利。 

專利商標局不服此決定，請求最高法院聽審，最高法院最終廢棄CCPA之判

決，理由是該數學公式或演譯法本身屬於自然法則，且已屬習知技藝中的一部分，

故Flook所請並不包含任何發明概念，因此不予專利21。此外，法院也不認同Flook關

於所請僅限於碳氫觸媒轉化製程中使用，因此不構成先占的說詞，認為有經驗的撰

稿者能夠輕易地在所請求的數學公式或演譯法之後，加上額外步驟（post-solution 

activity），因而使請求項整體看起來是自然法則的應用，而非自然法則本身。 

(三)Diamond v. Diehr22 

在本案中，發明人提出一種用來模製未硬化的、生的、合成橡膠的方法專利申

請案。在所請求方法23中，包括測量壓模時間、模具之溫度及厚度等參數之步驟，

                                                        
21 此判決見解當然也引起一些批評，主要就是高院將其他可專利性要件（如，§§ 102和103）

與§ 101混為一談。 
22 Diamond v. Diehr, 450 U.S. 175 (1981). 
23 原請求項1引述如下： 

“1. A method of operating a rubber-molding press for precision molded compounds with the aid of 
a digital computer, comprising: 
(a) providing said computer with a data base for said press including at least, natural logarithm 

conversion data (ln), the activation energy constant (C) unique to each batch of said compound 
being molded, and a constant (x) dependent upon the geometry of the particular mold of the 
press,  

(b) initiating an interval timer in said computer upon the closure of the press for monitoring the 
elapsed time of said 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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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使用一已知的數學公式（即，Arrhenius equation）來計算何時應打開模具，以將

硬化的橡膠移出模具外。操作時，發明人透過一嵌埋於模具中的熱耦，不斷檢查溫

度，並將訊號回饋給電腦程式，程式再利用該數學公式計算橡膠是否已吸收充分能

量，因而決定是否應打開模具。審查委員引用Gottschalk v. Benson拒絕給予專利，

發明人向BPAI提出上訴，BPAI維持原處分。 

發明人於是向CCPA提出訴訟，CCPA推翻BPAI決定，認為所請方法並不因內

含電腦程式即為不可專利之標的。專利商標局不服此決定，請求最高法院聽審。最

高法院肯定CCPA之判決，認為應予專利。高院裁決理由認為數學公式本身雖然並

非可專利客體，但是主張使用或應用此一數學公式的機器或方法並不等同於主張數

學公式，如果發明整體而言滿足可專利性，也就是說，發明整體而言涉及「將一物

件轉換至另一種狀態或成為另一種物質」，則縱使該發明包含軟體，仍是可專利客

體。 

二、商業方法領域相關判決解析 

請求商業方法的申請案層出不窮，但在State Street Bank & Trust Co. v. Signature 

Financial Group Inc.24之前，法院幾乎都以所請不具新穎性、非屬發明（Invention）25

或僅為抽象構想（abstract idea）這類的專利法概念駁回；其中包括被很多人視為首

                                                                                                                                                        
(c) constantly determining the temperature (Z) of the mold at a location closely adjacent to the mold 

cavity in the press during molding,  
(d) constantly providing the computer with the temperature (Z),  
(e) repetitively performing in the computer, at frequent intervals during each cure, integrations to 

calculate from the series of temperature determinations the Arrhenius equation for reaction time 
during the cure, which is  

 ln(v) = CZ + x  
 where v is the total required cure time,  
(f) repetitively comparing in the computer at frequent intervals during the cure each said calculation 

of the total required cure time calculated with the Arrhenius equation and said elapsed time, and  
(g) opening the press automatically when a said comparison indicates completion of curing.” 

24 同註10。 
25 請求專利保護的發明必須具備發明高度，是法院創造的專利要件，1952年美國國會修改專利

法時將之條文化即第103條規定，稱為非顯而易知性（nonobv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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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商業方法不得申請專利的Hotel Security Checking Co. v. Lorranine Co.26乙案，此案

發生在20世紀初電腦尚未發明之前，其請求項引述的發明是以紙和筆實施，電腦問

世後，即開始出現利用電腦實施財務記帳系統（financial record-keeping system）27或

會計方法（包括登錄、分類、貸入以費用加總等，費用分析報告所需的前置步驟）28

的專利或申請案。 

在State Street Bank v. Signature Group一案中，麻省地方法院以系爭專利請求項

主張的發明並非§ 101所規範的可專利客體，判定該專利無效，法院引述的判例就是

Hotel Security Checking Co. v. Lorranine Co.，專利權人不服並向CAFC提出上訴，但

CAFC認定請求項之發明是一種能夠產生有形、具體、有用結果之含有Hub and 

Spoke程式的機器，不屬於數學演譯法，並指出 § 101法條文字所規範的方法

（process）並未明文排除商業方法，聯邦普通法亦沒有以商業方法為由而認定商業

方法發明無效的案例。至於請求範疇是否太廣，並不是§ 101要處理的問題，而是屬

於§§ 102、103或112之範疇。10年後在Bilski v. Kappos乙案29中，CAFC態度明顯不

同，多數決結論認為，判定方法項是否屬於§ 101範疇，必須所請方法能通過M-O-T

測試，但最高法院卻表示M-O-T測試雖是重要有用的線索，但並不是唯一的測試標

準，反而採CAFC判決中反對說所提的抽象構想為理由，以和CAFC多數決不同的理

由，維持了CAFC原決定。 

綜上所述，依相關判決中法院的推理來看，商業方法發明原則上無法取得專

利，但其理由似未有定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不論CAFC或最高法院皆不願將商

業方法整類地排除於§ 101法定可專利客體之外。Bilski乙案最高法院採抽象構想的

測試標準，個案地以判斷某一方法發明（包括商業方法）是否屬於§ 101之法定可專

利客體，但依美國案例法的推理方式，抽象構想也不是唯一的檢驗方法，其他方法

（例如，M-O-T測試）亦仍然適用。以下將詳細介紹說明上述的案例。 

                                                        
26 160 F. 467 (C.C.P.A 1908). 
27 Dann v. Johnston, 425 U.S. 219 (1976). 
28 In re Chaterfield, 545 F.2d. 152. 
29 同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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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Hotel Security Checking Co. v. Lorranine Co. 

本案中系爭發明30是關於現金登錄及帳號核對的方法與裝置，其概念是核對出

納者及服務生的帳，以防止飯店或餐廳的服務生及出納私吞。作法是給予每位服務

生一紙條及號碼，以和其他服務生紙條區別；另一方面負責人備置直線簿，每一欄

給予一號碼代表一服務生。部門負責人將服務生的訂單填寫在各服務生的欄位上。

例如，6號是給予穿戴6號的服務生，部門負責人將她的訂單登記在第6號欄位上。6

號服務生取得菜單後到廚房於菜單出菜後再將盤子給核對者，他將每一道菜的價格

寫在服務生的紙條上，也在自己的第6號欄位上記載，紙條交回服務生後給客人，

結帳後由出納保留紙條。每日結束營業時，出納將6號服務生的紙條加總，和所有

部門記在6號服務生的總帳比較，並比較服務生帳號的金額、與出納手上所有紙條

的總額，及現金。 

法院認為專利法定義下的技藝，不能僅只是一種抽象構想。當一交易系統與執

行手段之間沒有關聯時，就不能被視為一種技藝31。專利權人所描述的實體手段紙

                                                        
30 “The herein-described improved means for securing hotel or restaurant proprietors or others from 

losses by the peculation of waiters, cashiers or other employees, which consist of a sheet provides 
with separate spaces, having suitable headings, substantially as described, said headings being 
designatory of the several waiters to whom the several spaced on the sheet are individually 
appropriated, in conjunction with separate slips, each so marked as to indicate the waiter using it, 
whereby the selling price of all the articles sold may be entered in duplicate, once upon the slip of 
the waiter making the sale, and once upon his allotted space upon the main sheet, substantially as 
and for the purpose specified. 
The herein-described improvement in the art of securing hotel or restaurant proprietors and others 
from losses by the speculations of waiters. Cashiers or other employees, which consists in 
providing separate slips for the waiters, each so marked as to indicate the waiter using it, and in 
entering upon the slip belonging to each waiter the amount of each sale that he makes, and also in 
providing a main sheet having separate spaces for the different waiters and suitably marked to 
correspond with the numbers of the waiters and of their slips, and in entering upon said main sheet 
all the amounts marked upon the waiter’s slips so that there may thus be a duplication of the entries, 
substantially in the manner and for the purpose specified.” 

31 “[I]n the sense of the patent law, an art is not a mere abstraction. A system of transacting business 
disconnected from the means for carrying out the system is not, within the most libe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rm, an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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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與紙條，如不考慮使用的方法，並不具有任何新穎有用的特徵。直線的空白簿本

僅在其頂端給予號碼，不能成為專利標的。用來執行該方法發明的手段，和筆與墨

水一樣沒有什麼新穎之處。換言之，發明說明所描述的技藝是舊的，請求項因為不

具新穎性而被認定無效32。如同CAFC法官Randall R. Rader所言，本判決並非關於商

業方法是否屬於可專利客體（即，方法）的案例。 

(二)State Street Bank v. Signature Financial Group Inc.33 

Signature Financial Group擁有美國第5,193,056號專利（以下稱’056號專利），

其是關於一種透過電腦執行的軟體系統，稱為「Hub and Spoke34」，可讓基金管理

人將數個基金（Spoke）組成一具有合夥關係的投資組合（Hub），進而達到管理的

經濟規模以降低管理成本，同時享有合夥的租稅優惠。雖然投資組合所投資的證券

以及各基金資產的價值毎日皆在變動，此系統仍然可以算出投資組合裡各基金所占

的比例，所以能夠毎日分配二個以上基金的資產。’056號專利申請當時原包含6項裝

置項以及6項方法項，審查委員以所請方法項並非§ 101法定可專利客體，拒絕該些

方法項。Signature Financial Group因此刪除所請6項方法請求項，最後以6項裝置項

獲證，其中請求項135為唯一的獨立項。 

                                                        
32 “[I]t cannot be maintained that the physical means described by Hicks, the sheet and the slips, apart 

from the manner of their use, present any new and useful feature. A blank sheet of paper ruled 
vertically and numbered at the top cannot be the subject of a patent, and, if used in carrying out a 
method, it can impart no more novelty thereto, than the pen and ink which are also used. In other 
words, if the art described in the specification be old, the claims cannot be upheld because of 
novelty in the appliances used in carrying it out, for the reason that there is no novelty.” 

33 同註10。 
34 「Hub and Spoke」是專利權人的商標。 
35 Claim 1 of ’056 patent is as follows, 

“1. A data processing system for managing a financial services configuration of a portfolio 
established as apartnership, each partner being one of a plurality of funds, comprising: 
(a) computer processor means [a personal computer including a CPU] for processing data; 
(b) storage means [a data disk] for storing data on a storage medium; 
(c) first means [an arithmetic logic circuit configured to prepare the data disk to magnetically store 

selected data] for initializing the storage medium; 
(d) second means [an arithmetic logic circuit configured to retrieve information from a specific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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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號專利請求項1雖是有關一種資料處理系統，但麻州地方法院在解讀請求範

圍時因其中含有「手段功能」（means）語言36，因此認定該請求項同時也涵蓋方

法，並據此判定請求項1落在§ 101法定可專利客體以外的兩種情況之一，第一種是

數學演繹法，第二種就是商業方法。 

Signature Financial Group不服，向CAFC提出上訴。CAFC引用Diehr案，指出數

學演繹法，如果只是個抽象構想就不可專利，如果要取得專利，就必須以「有用的

方式」（useful way）來應用此一數學演繹法。又依In re Alappat認為，雖然’056號

專利指示使用者輸入數字、計算數字並輸出數字，但只要證明所輸入、計算並產生

的數字，能產生有用、具體且有形的結果，所請即為可專利客體。’056號專利經由

機器進行一連串的數學計算，將代表具體金額的資料轉換成每股價格，此即為數學

演繹法公式或計算之有用的應用；據此，CAFC判定請求項1所請裝有Hub及Spoke軟

體的機器被證明能產生有用、具體且有形的結果，使得該發明成為可專利的客體，

                                                                                                                                                        
calculate incremental increases or decreases based on specific input, allocate the results on a 
percentage basis, and store the output in a separate file] for processing data regarding assets in 
the portfolio and each of the funds from a previous day and data regarding increases or decreases 
in each of the funds, [sic, funds’] assets and for allocating the percentage share that each fund 
holds in the portfolio; 

(e) third means [an arithmetic logic circuit configured to retrieve information from a specific file, 
calculate incremental increases and decreases based on specific input, allocate the results on a 
percentage basis and store the output in a separate file] for processing data regarding daily 
incremental income, expenses, and net realized gain or loss for the portfolio and for allocating 
such data among each fund; 

(f) fourth means [an arithmetic logic circuit configured to retrieve information from a specific file, 
calculate incremental increases and decreases based on specific input, allocate the results on a 
percentage basis and store the output in a separate file] for processing data regarding daily net 
unrealized gain or loss for the portfolio and for allocating such data among each fund; and 

(g) fifth means [an arithmetic logic circuit configured to retrieve information from specific files, 
calculate that information on an aggregate basis and store the output in a separate file] for 
processing data regarding aggregate year-end income, expenses, and capital gain or loss for the 
portfolio and each of the funds.” 

36 同前註中所述請求項1內文，在括號([])內的文字部分乃是說明書中對應至請求項之手段功能

語言（means）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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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該有用的結果是以數字（如，價格利用百分比、成本或損失）表示亦然。至於

地院所指排除在§ 101法定可專利客體外的商業方法，CAFC認為地院的認知有誤，

目前以排除商業方法為理由而無法取得專利的情況，已被「使用數學演譯法之抽象

構想」這樣的理由來取代。即使引用排除商業方法為理由，而拒絕專利的Hotel 

Security Checking Co. v. Lorranine Co.案，其中相關專利被認定無效的理由也是基於

欠缺新穎性或未達發明程度，並非因所請為商業方法之故，本院或其前身37也從未

有判決指出，商業方法不得專利。 

(三)Bilski v. Kappos38 

1997年Bilski向USPTO提出一種有關商品交易如何避險之方法39的專利申請案，

其發明旨在指示特定市場的購買者與出賣人如何避免價格變動的風險，特別是有關

提供能源市場上的購買者與出賣人避免價格變動風險的方法。USPTO審查員及

BPAI均以所請不限於在特定機器上實施，且僅是操作抽象構想以解決純粹數學問

題，沒有任何實際應用的限制，所以該發明並非科技技藝（technological art），所

請並非§ 101之法定可專利客體而拒絕准給予專利。 

Bilski不服，向CAFC提出上訴。在CAFC擴大聯席會議中，多數決指出當考慮

一請求的發明是否為可專利客體時，必須先考慮何為「方法請求項」之檢驗標準這

種一般性的原則問題，包括所請方法是否涉及「將一物件轉換至另一種狀態或實體

                                                        
37 即，海關暨專利上訴巡迴法院（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 CCPA）。 
38 同註12。 
39 Claim 1 recites, 

“A method of managing the consumption risk of a commodity sold by a commodity provider at a 
fixed price comprising the steps of, 
(a) initiating a series of transactions between said commodity provider and consumers of said 

commodity wherein said consumers purchase said commodity at a fixed rate based upon 
historical averages, said fixed rate corresponding to a risk position of said consumer; 

(b) identifying market participants for said commodity having a counter-risk position to said 
consumers; and 

(c) initiating a series of transactions between said commodity provider and said market participants 
at a second fixed rate such that said series of market participant transactions balances the risk 
position of said series of consumer trans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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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成為另一種物質（即，M-O-T測試）」。雖然CAFC並未明確指出在M-O-T測試

中，所謂「機器」或是「轉換」之內容究竟為何？但卻結論說M-O-T測試是用來檢

驗一方法請求項是否為法定可專利客體的唯一標準。CAFC更指出如果所請並非法

定可專利客體，縱使在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之後額外加上其他步驟（post-solution 

activity），也無法挽救所請被排除在§ 101之外的事實。Bilski因而請求最高法院聽

審。 

最高法院從專利法§ 101條文解釋開始分析，提醒法院法條中未明確限制的條

件，就不得將其讀進專利法條文內；且解釋法律條文必須依其普通、當代的共同意

義來解釋。關於專利法§ 101條文的解釋，最高法院僅於說明自然法則、自然現象及

抽象構想時，曾脫離其普通意義。但這些例外並不表示其授權司法有權課予與條文

及其立法目的不一致的其他條件。以M-O-T測試作為分析方法請求項之適格性的唯

一檢驗標準是違反專利法§ 100(b)方法的定義。M-O-T測試法是一項重要、有用的線

索，是一種調查工具，但不是唯一的判斷標準。最高法院更不同意採取將當初國會

立法時未預期會出現的一整類發明（如，商業方法），完全排除在專利保護之外的

作法，因這種作法很可能有違專利法的立法目的。 

在資訊時代，M-O-T測試可能對軟體、醫療診斷技術以及關於線性程式（linear 

programming）、資料壓縮、數位訊號之操作的發明產生不確定性。在判斷前所未

見的發明是否屬於可專利的客體時，不能只限於調查其中是否涉及機械或轉換這類

問題，新技術可能需要以新的方式探索。最高法院也拒絕完全不給予商業方法專利

保護。首先，最高法院認為§ 100(b)方法的定義條款以普通當代的共同意義會排除商

業方法。將商業方法排除於§ 100(b)之外的解釋方法將使同法§ 273(a)(3)的規定成為

無意義。有違禁止解釋任何條文將使其他條文變成多餘的基本原則。最高法院檢索

以前判決發現，「抽象構想」可以作為判斷一所請是否為可專利客體的有用工具。

採取此類檢測法可給予某些被形容為商業方法的方法，仍屬於§ 101可專利客體之可

能性。 

最後，最高法院表示其依然依據其先前案例Benson、Flook及Diher之規則，判

定Bilski因企圖將一抽象構想加以專利，所以所請並非可專利的方法發明。在

Benson案，法院說明抽象的原則是基本的真理，是原始的原因（causes）、動機，

無人能對其主張獨占權利。無人可以對一概念主張專利乃是普遍可接受的觀念。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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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轉換為純二進位數的功能，若能取得專利，將會產生獨占一種概念的實際結

果，如為相反的認定，亦即給予專利，則將獨占該數學公式，實際上等於給予演繹

法專利。在Flook判決中，法院判定系爭方法發明是不可專利的客體，並非是因為他

含有一個數學演繹法的元件，而是該演繹法屬於先前技術，申請案整體而言並未含

有可專利的發明，因此法院解釋Flook案代表誡律：禁止對抽象構想加以專利的規

則，不能因企圖將公式限於特定技術環境而迴避。在Diehr案中，法院說明抽象構

想、自然法則或數學公式不得主張專利，但將其應用於已知的結構或方法則可能可

以受到專利保護。Diehr判決案例中，強調請求項必須整體觀之，不得拆解成新、舊

元件後，但在分析時只看新元件，而無視舊元件的存在。 

三、醫藥、生物技術領域相關判決解析 

有關生物、醫藥相關領域的研究，多半致力於尋找如何預防、診斷或治療疾病

的解決方案，例如鑑別出致病基因，或是透過新藥研發、開發舊藥之新用途或新劑

型，來達成預防或治療疾病的目的。 

傳統的研發方向是朝向末端應用（即，治療疾病）進行，但隨著科技進步，目

前研發方向已改變為朝向前端預防進行藥物開發；即使是末端應用，也不再像過

去，除了提供對大多數患者有效的治療方式外，也積極朝向提供專一性更高的個人

化醫療（包括預防及治療）發展。 

以基因研究為例，過去研發方向在藉助各種載體、剪切酵素來轉殖出實體基因

本身（gene cloning），再透過適當的生物宿主表達所轉殖出來的實體基因，當成藥

物，以進行治療40。但隨著基因解碼，以及電腦軟體的蓬勃發展，現今醫藥或生物

技術的研究方向，已朝向藥品或基因的新用途發展，而非藥品或基因本身。以基因

為例，伴隨各種高通率篩檢晶片的開發，現今研發主流在於透過各種演算法，比對

解碼基因資料庫中的遺傳密碼資訊，找出基因「例如，單一核苷多型」（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與疾病間的關聯性，並據以設計出適當的疾病檢測

                                                        
40 例如，利用基因重組技術，在細菌系統轉殖出重組的人類胰島素，蒐集後製成藥品，提供給

糖尿病患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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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41或開發出適合特定個體的治療手段，這也是醫藥領域未來發展的方向——個

人化醫療。因此，對研發成果的保護，漸漸從過去主張實體核苷本身（nucleotide 

per se）轉變為主張已知核苷序列的「新用途」（亦即，基因的新穎應用）。例

如，先篩檢一個體之基因表現型，再依據所篩檢出該個體之基因表現型，來調整所

給予的藥物組合或劑量42。 

下列判決為近年來造成爭議的這類型「新用途」研發成果的代表性案例，讀者

可從這些判決結果看出，以「方法」作為新用途專利客體之「適格性」判斷標準在

醫藥、生物技術領域上的演變，以及目前法院對「適格性」判斷標準的見解所可能

引起的問題。 

(一)Lab Corp v. Metabolite43 

1986年UPI公司提出一項用來檢測體液中同半胱胺酸總量方法的專利申請案，

並取得「體液中同半胱胺酸總量與維他命B不足之間的關聯性」之專利保護（即，

美國專利4,940,658號）。UPI後來將所取得的專利授權給Metabolite，Metabolite繼而

再授權給Laboratory Corporation of America Holdings（以下簡稱Lab Corp）。從1992

年至1998年，每次當醫師開立檢驗試劑，檢查患者體液中同半胱胺酸總量時，Lab 

Corp就會支付權利金給Metabolite。1998年後，Lab Corp開始使用由其他公司製造的

檢驗試劑，Metabolite於是在1999年提出侵權訴訟，控告Lab Corp侵犯其用來測試維

他命B缺乏的方法專利。系爭’658號專利請求項144如下述： 

「1. 一種偵測溫血動物維他命B12或葉酸量不足的方法，包括： 

                                                        
41 例如，檢測特定基因突變的探針，如 US 12/589,176.  
42 抗凝血劑——華威林（warfarin）的使用劑量，視患者基因表現型而定，若施用劑量不當，

將對患者造成致命性藥害。US 11/687,153中揭示每一基因表現型與適用的華威林劑量關

係，透過篩檢患者基因型，再決定所應施加的華威林劑量，可減少相關藥害反應。 
43 370 F.3d 1354 (Fed. Cir. 2004). 
44 US Patent No. 4,940,658, claim 1, 

“A method for detecting a deficiency of cobalamin or folate in warm-blooded animals comprising 
the steps of: 
assaying a body fluid for an elevated level of total homocysteine; and 
correlating an elevated level of total homocysteine in said body fluid with a deficiency of 
cobalamin or f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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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一體液中高量之同半胱胺酸總量；以及 

將該體液中高量之同半胱胺酸總量值與該維他命B12或葉酸量不足彼此關聯。」 

本案在地院經過陪審團審理後，判決Lab Corp侵權，需賠償470萬美金。Lab 

Corp上訴至CAFC，CAFC維持原判，並指出每次當醫師下令檢查並解釋檢查結果

時，就會直接侵犯Metabolite的專利權。Lab Corp則是反駁說，系爭專利用來關聯血

液中總同型胱胺酸量與維生素B缺乏的步驟，乃是一種自然法則，因此根本就不應

該准許專利。最高法原先准許本案移審，但後來又將其駁回45。 

(二)Classen Immunotherapies v. Biogene IDEC 

在本案中，Classen博士發現嬰幼兒接種感染性疫苗的時程，與其日後是否會發

展出慢性免疫疾病有關，在他所獲准的3項專利46中，列舉了諸多過去關於疫苗接種

時程以及接種者後續出現慢性免疫疾病的相關資訊。Classen博士並於2004年控告

Biogen、GSK、Merck等公司侵犯其上述3項關於找出低風險疫苗的方法專利。地方

法院判定系爭專利與特定疫苗無關；相反的，第5,723,283號專利（以下簡稱’283號

專利）請求項1所主張的是一種構想（idea），特別是關於施打疫苗的時程與免疫反

應之間的關聯性，並非法定可專利客體。’283號專利請求項1之內容47引述如下： 

「1. 一種相對於一哺乳動物對照組而言，決定一疫苗接種時程是否影響接種該

疫苗之哺乳動物實驗組慢性免疫引發異常的出現次數或嚴重性的方法，包括： 

依據該疫苗接種時程，以單或多個免疫原免疫接種該哺乳動物實驗組中的該些哺乳

動物單或多次； 

                                                        
45 Cert. granted, 546 U.S. 999 (2004); cert. dismissed as improvidenly granted, 548 U.S. 124 (2006). 
46 US Patent Nos. 5,723,283; 6,638,739; 6,420,139. 
47 See US Patent No. 5,723,283, claim 1.  

“1. A method of determining whether an immunization schedule affects the incidence or severity of 
a chronic immune-mediated disorder in a treatment group of mammals, relative to a control group 
of mammals, which comprises 

 immunizing mammal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of mammals with one or more doses of one or more 
immunogens, according to said immunization schedule, and  

 comparing the incidence, prevalence, frequency or severity of said chronic immune-mediated 
disorder or the level of a marker of such a disorder,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ith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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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該哺乳動物對照組為基準，比較該哺乳動物實驗組該慢性免疫引發異常的出現次

數、盛行率、頻率或嚴重程度或該類異常之一指標物含量。」 

CAFC引用最高法院先前發展出來的M-O-T測試，認為請求項1之任一步驟並未

涉及裝置、也未產生任何轉變，因此贊同地院見解48。最高法院基於In re Bliski判決

結果，將此案發回CAFC重新審查，CAFC再次於2011年8月31日作出決定49，認定系

爭’283號專利請求項1之內容，純粹是蒐集資料並與公開文獻比較，完全未提及要如

何應用所蒐集的資料，因此，系爭’283號專利請求項1並未跨越美國專利法§ 101之

法定「可專利客體」的門檻測試（threshold test）。 

(三 )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AMP) v. PTO and Myriad 
Genetics, Inc. 

2009年5月12日由數個單位及個人所組成的聯盟（簡稱ACLU50），在美國紐約

州南區法院提出告訴51，控告USPTO、Myriad Genetics Inc以及猶他大學研發基金會

主任，並主張美國專利第5,693,473、5,709,999、5,710,001、5,747,282、5,753,441、

5,837,492和6,033,857號專利（以下統稱「系爭專利」）無效。系爭專利幾乎都屬猶

他大學研發基金會所有，Myriad Genetics Inc.則與猶他大學研發基金會共同擁有第

5,747,282號專利，且是其他專利的被授權人。系爭專利主要涉及BRCA1基因或其變

異序列，以及利用分析生物樣本中是否含有BRCA1基因變異序列，來判斷樣本是否

為癌症樣本的診斷方法。就BRCA1基因或其變異序列而言，可以美國專利第

5,747,282號請求項1之內容52為代表，引述如下： 

                                                        
48 304 F. (Fed. Cir. 2008). 
49 In re Bliski, 659 F.3d 1057, 100 U.S.P.Q.2d 1492.  
50 ACLU 成 員 包 括 ： 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 American College of Medical 

Genetics、American Society for Clinical Pathology、Collage of American Pathologiest、Breast 
Cancer Action、Boston Women’s Health Book Collective以及數位基因研究員和受乳癌影響的

患者。 
51 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et al. v.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et al. 702 

F. Supp. 2d 181 (S.D.N.Y. 2010). 
52 See US Patent No. 5,747,282, claim 1, 

“An isolated DNA coding for a BRCA1 polypeptide, said polypeptide having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set forth in SEQ. ID.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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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種可編碼產生BRCA1多肽之單離的DNA，該多肽具有一序列編號：2的

胺基酸序列。」 

至於利用分析樣本中是否含有BRCA1基因變異序列以診斷生物樣本是否為腫瘤

樣本的方法，則如美國專利第5,709,999號請求項1之內容53，引述如下： 

「1.一種偵測一人類生殖細胞之BRCA1基因突變的方法，該突變為任一選自如

表12A、14、18或19所述突變，該方法包括： 

分析來自一人體樣本的一BRAC1基因序列或一BRAC1之RNA序列或一由該人體樣

本之BRCA1 mRNA所製得之BRAC1之cDNA序列，前提是該生殖細胞之突變並非相

應於序列編號：1中第4184至4187號鹼基的四個核苷的缺失。」 

ACLU主張系爭專利之可專利客體並非美國專利法§ 101所界定的「任何新且有

用的方法、機器、製造物或組合物，或上述之新且有用的改良」（any new and 

useful process, machine, manufacture, or composition of matter, or any new and useful 

improvement thereof）。據此，地方法院判決引用M-O-T測試，認為就診斷方法來

說，該些診斷方法中並未包含任何裝置，也沒有產生任何轉變，故認定系爭專利的

診斷方法請求項並未滿足M-O-T測試。至於BRCA1基因本身，法院引用先前判例認

為自天然界中單離出來的「物（如，DNA）」本身必須與天然物不同54，才是專利

法§ 101所界定的可專利客體。地方法院也以奇異公司所擁有的可分解石油的假單胞

菌55為例說明其看法。法院認為這些假單胞菌係以人為方式於細菌基因體中額外加

入可分解石油的酵素基因，因而改變（或轉變）了這些假單胞菌本身，並使之具有

                                                        
53 See US Patent No. 5,709,999, claim 1, 

“1. A method for detecting a germline alteration in a BRCA1 gene, said alteration selected from the 
group consisting of the alterations set forth in Tables 12A, 14, 18 or 19 in a human which 
comprises analyzing a sequence of a BRCA1 gene or BRCA1 RNA from a human sample or 
analyzing a sequence of BRCA1 cDNA made from mRNA from said human sample with the 
proviso that said germline alteration is not a deletion of 4 nucleotides corresponding to base 
numbers 4184-4187 of SEQ ID NO:1.” 

54 同註49，第110頁，引述如下：「“Mere purification of known materials does not result in a 
patentable product,” unless “the product obtained in such a case had proper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which were different in kind from those of the know product rather than in degree.”」 

55 同註49，第1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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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用途。因此，僅僅將BRCA1基因自其天然環境中「單離」出來，而未實質改變

BRCA1基因本身，則BRCA1基因或其部分仍然是一種天然物質，因此，當然不是美

國專利法§ 101所界定的可專利客體。 

地方法院的判決引來生物技術產業的撻伐，上訴審CAFC56後來也一如預期地推

翻了地區法院的見解。CAFC主審法官指出，Myriad Genetics Inc.所擁有的美國專利

第5,747,282號請求項內容乃是一種BRCA1基因之cDNA，並非天然產物57；而且，

USPTO核發基因專利已超過30年之久，從來不曾將cDNA視為天然產物，因此，系

爭專利主張的BRCA1基因或其變異序列，當然是美國專利法§ 101所界定的可專利

客體。至於診斷方法，CAFC則認為Myriad Genetics Inc.所擁有的診斷方法專利內

容，若以美國專利第5,709,999號請求項1之內容為例，其僅涉及分析與比較樣本中

的BRCA1基因序列而已，這些蒐集與分析步驟屬於人類心智活動（即，思考過程）

的一部分，此外這些方法權利內容也不涉及使用任何裝置，以致產生任何有用的轉

變或轉換。因此，系爭專利中的方法並非美國專利法§ 101所界定的可專利客體。 

(四)Mayo v. Prometheus 

Prometheus擁有一類可用來治療自體免疫疾病的硫代嘌呤藥物劑型，這類藥物

不會直接影響免疫系統，但是患者在服藥後，體內會產生包括6-甲基氫硫嘌呤（6-

methyl-mercaptopurine）和6-硫代鳥嘌呤（6-thioguanine, 6-TG）在內的代謝物。這

些後來生成的代謝物才具有治療效果，但也伴隨有毒性副作用。Prometheus因此開

發出能夠不產生毒性、但又具有治療效果之硫代嘌呤的最佳用藥範圍，並獲得美國

專利，分別是第6,355,623號與6,680,302號專利。以第6,355,623號專利請求項158為例 

                                                        
56 參見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et al. v. PTO, et al. 653 F.3d 1329 (Fed. Cir. 2011). 
57 參見同註54，引述如下：「we reverse the district court’s decision that Myriad’s composition 

claims to “isolated” DNA molecules cover patoent-ineligible products of nature under § 101 since 
the molecules as claimed do not exist in nature」。 

58 See US Patent No. 6355623, claim 1, 
 “A method of optimizing therapeutic efficacy for treatment of an immune-mediated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comprising: 
(a) administering a drug providing 6-thioguanine to a subject having said immune-mediated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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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種將免疫引發之腸胃異常之治療效果最佳化的方法，包括： 

(a) 對一患有免疫引發之腸胃異常的特定對象，投以一可提供6-硫代鳥嘌呤予該特定

對象之藥物；以及 

(b) 偵測該特定對象體內的6-硫代鳥嘌呤含量； 

其中，若每8 × 108個紅血球細胞中，該6-硫代鳥嘌呤含量少於約230 pmol，則表示

需持續對該特定對象投藥，以增加該6-硫代鳥嘌呤含量；若每8 × 108個紅血球細胞

中，該6-硫代鳥嘌呤含量大於約400 pmol，則表示需降低對該特定對象投藥，以降

低該6-硫代鳥嘌呤含量。」 

由於請求內容特別指明如果6-TG代謝物含量超過某一特定數值，就需要降低給

藥劑量；相反的，如果6-TG代謝物含量低於某一特定數值，就需要增加給藥劑量。

因此，可將上述請求範圍大概分成三個步驟：第一，給予硫代嘌呤藥物（或稱「給

藥步驟」）；第二、決定6-TG代謝物含量多寡（或稱「決定步驟」）；以及第三、

依照上述決定步驟的結果，來調整劑量的步驟（或稱「調整步驟」）。 

基於上述專利， Prometheus 開發出一種檢測套組，並授權給被告 Mayo 

Collaborative Services和Mayo Clinic Rochester使用。Mayo後來準備使用自行開發出

來的檢測套組，不再繼續授權使用Prometheus的產品，Prometheus因而提告，Mayo

則主張系爭專利無效。地方法院認同Mayo的主張，判定系爭專利內容中的「給藥步

驟」和「決定步驟」僅僅只是在蒐集資料而已，以便指出後續應為的「調整」，並

未達成治療效果。至於專利內容中的6-TG代謝物含量多寡與毒性間的關聯性則是一

種自然現象。然而，在系爭專利內容中，如果不實施「給藥步驟」和「決定步

驟」，就無法觀察到6-TG代謝物含量多寡與毒性間的關聯。據此，地院認為如果准

予’623號專利，將形成系爭專利範圍對自然現象的先占（preempt correlation），因

此將系爭專利方法排除在法定可專利客體範圍以外。 

                                                                                                                                                        
(b) determining the level of 6-thioguanine in said subject having said immune-mediated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wherein the level of 6-thioguanine less than about 230 pmol per 8 × 108 red blood cells indicates a 

need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said drug subsequently administered to said subject and 
 wherein the level of 6-thioguanine greater than about 400 pmol per 8 × 108 red blood cells indicates 

a need to decrease the amount of said drug subsequently administered to said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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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C59引用M-O-T測試，推翻地院看法，認為「給藥步驟」和「決定步驟」都

具有轉變的效果，給予藥物或決定代謝物含量都會使病患產生轉變60；但這些僅僅

只是門檻條件，CAFC認為這些轉變必須附屬於具有可專利性的核心方法下61，而

Prometheus專利的核心方法就是治療62。CAFC與地院見解最大不同在於，雖然專利

請求項內容中並未明確指出診斷後所需採取的治療動作，但基於界定在「其中」

（wherein）一詞以後的「推論」（inferring）過程所衍生出來的診斷結果（即，調

整給藥量）仍然與治療習習相關，縱使「推論」算是一種思考過程，但「給藥步

驟」和「決定步驟」都與後續的「推論」過程連結，目的是要達成特定的醫療效

果——使病患產生轉變（transformation of the patient）。因此，系爭專利請求內容

並不僅僅只是主張一個可避開毒性之代謝物含量的最大範圍，其也是能達成有效治

療的最小範圍。 

Mayo請求最高法院聽審，最高法院因此將此案發回，請CAFC基於In re Bliski

判決結果重新考量。CAFC於高院發回更審63並再次審酌本案時，僅指出其認同最高

法院先前所指出的M-O-T測試雖然是一項可用以檢驗適格性的重要工具，但並非唯

一的測試標準；再次重申系爭專利最後一個步驟，即「推論」，乃是整個藥物治療

方法的一部分，一如Diamond v. Diehr案64中，演算法僅為固化橡膠方法的一部分一

樣，請求項是否為適格標的，應整體觀之，不能僅因為請求項中包含心智之思考推

衍步驟（metal step），就認定其非為可專利客體，再次肯定’623號專利請求項1之

方法為法定可專利客體65。 

最高法院於是在2012年3月20日撤銷CAFC對本案的判決，並自為裁判66。依據

最高法院，系爭專利（即，’623號專利）請求項1所主張的個人化診斷、治療方法之

操作步驟，除了自然法則之外，其餘步驟（如，給藥步驟、決定步驟）僅涉及相關

                                                        
59 Prometheus II, 581 F.3d (Fed. Cir. 2009). 
60 同註57，1345-1347頁。 
61 同註57，1347頁。 
62 同註57，1348頁。 
63 Prometheus III, 130 S. Ct. 3543 (2010). 
64 Diamond v. Diehr, 450 U.S. 175, 188 (1981). 
65 Prometheus IV, 628 F.3d (Fed. Cir. 2010). 
66 同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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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人士已知或慣用的操作67，因此該個人化診斷、治療方法並非法定可專利客

體。 

貳、診斷方法之適格性探討 

從以上醫藥、生物技術相關判例可知，就醫藥或生物技術類型發明專利而言，

有爭議的客體包括「基因」，以及「診斷方法」兩大類。目前案例中除了上述

ACLU v. USPTO and Myriad Genetics Inc.觸及「基因」的適格性議題外68，其餘案例

都集中在「診斷方法」是否為可專利客體上。 

依據美國專利法§ 101，可專利客體包括方法、機器、製造物或組合物，或上述

之新且有用的改良。對大部分領域的發明來說，可專利客體只是一種門檻測試，也

就是說任何請求標的只要屬於美國專利法§ 101所規範的那幾種客體，就算滿足相關

規範，因此，不應將此門檻測試與其他可專利性要件混為一談69。通過門檻後，能

不能取得專利權，端視發明內容是否滿足其他可專利性要件，亦即，是否滿足美國

專利法§§ 102、103或112之相關規範，這也是美國政府部門的見解，可惜最高法院

並不採納70。 

由以上回顧的判例以及USPTO關於法請求項之適格性審查準來看，對於醫藥或

生物技術領域發明人來說，方法項的適格性檢驗絕非僅僅只是一項門檻測試而已。

依目前實務，法院或PTO會先判斷：(1)請求標的是否為美國專利法§ 101下所允許的

可專利客體；(2)請求標的之每一元件是否包含無法專利的客體，如抽象構想、自然

                                                        
67 同註2，“[I]n particular, the steps in the claimed processes (apart from the natural laws themselves) 

involve well-understood, routine, conventional activity previously engaged in by the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68 由於篇幅限制，本文將不討論基因之適格性議題。 
69 See http://www.mwe.com/Supreme-Court-Rules-in-Prometheus-Patent-Claims-Must-Recite- 

Significantly-More-than-a-Law-of-Nature-03-22-2012/ (last visited June 24, 2012). 
70 在Mayo案中，依照美國政府呈送的意見書，認為系爭專利可透過專利法其他法條（如，§§ 102、

103和112）來解決，最有可能的是新穎性法條，因此無須討論§ 101之適格性標準。但高院

認為，為了建立§ 101下之適格性標準，不能以§§ 102、103和112的議題來取代此一相關討

論，因此拒絕採用美國政府的意見。參見同註1，20-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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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或自然法則；(3)以M-O-T測試判斷所請求標的是否為抽象構想、自然現象或自

然法則之應用（例如，請求標的是否產生有用、具體和有形的結果或是產生任何轉

變）；以及(4)所請求標的是否會造成對抽象構想、自然現象或自然法則之先占？ 

然而，目前醫藥或生物技術領域的研究多半屬於「新用途」的發明，例如，找

到A基因與特定疾病B間的關聯性，進而利用此關聯性開發出可用來偵測、診斷此特

定疾病B的方法或檢驗套組或治療方法，甚至提供預防性的治療選項71。因此，據以

決定這類偵測、診斷、治療或預防性治療方法之可專利性與否的關鍵，就在發明人

所提出來的「關聯性」是否具有新穎性和進步性，以及其說明書是否滿足揭示要件

或可否讓相關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據以實施。如果從此一角度來思索，那麼

適格性判斷標準就應該回歸門檻測試，讓其他專利要件（即，美國專利法§§ 102、

103或112之相關規範）來決定系爭技術是否可取得專利72。 

若以Mayo v. Promethus案中系爭’623號專利之請求項1為例，發明人的貢獻在於

找到6-TG代謝物在體內產生有效用途的最佳範圍，因而可達成治療效果，但又不會

產生其他不好的副作用。然而，依最高法院在Mayo v. Promethus案中的論述，給藥

或是測量某一化合物在生物體內含量多寡的步驟，乃是此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慣

用的操作，至於發明人提出來的「藥物用量與疾病間的關聯性」（亦即，「6-TG代

謝物在體內產生有效用途的最佳範圍」），則被法院認為屬於自然現象。依照法院

的推理，硫代嘌呤在體內產生有毒代謝物是一種自然現象，因此當醫師給予患者的

硫代嘌呤量過高，自然會在患者體內累積過量6-TG，造成毒性副作用；相反的，當

給予患者的硫代嘌呤量過低，硫代嘌呤在患者體內因轉變所累積的6-TG量不足，自

然有治療效果。因此，9位法官一致地判定系爭’623號專利之請求項1非為美國專利

法§ 101所規範的可專利客體。 

雖然依Diamond v. Diehr案的見解，請求項是否為適格標的，應整體觀之，不能

                                                        
71 前述Myriad Genetics Inc.所擁有的專利正屬於這種可提供預防性治療選項的新用途專利，如

果受測者檢出有BRCA1或BRCA2基因，依研究報告顯示，如具有BRCA1基因之突變，女性

有80%在70歲前會罹患乳癌，63%在70歲前會罹患卵巢癌；如具有BRCA2基因之突變，有

80%在70歲前會罹患乳癌，男性有5%在70歲前會罹患乳癌。因此受測者可基於BRCA1或

BRCA2基因檢測結果，決定是否要接受預防性的乳房或卵巢切除手術，以降低日後罹患癌

症的風險。 
72 同註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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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因為請求項中包含思考推衍步驟，就認定其非為可專利客體。但，最高法院在本

案中完全忽視發明人所提出來的事實——「藥物用量與疾病間的關聯性」，反而將

判斷重心完全放在硫代嘌呤在體內轉換成6-TG的自然現象。筆者以為，如果系

爭’623號專利具備可專利性的話，那麼上述「藥物用量與疾病間的關聯性」就應該

是決定其是否可取得專利之主要考量。若以目前法院或PTO作法，將請求範圍每一

元件單獨切割後，先逐一檢視是否含有不可專利的要素（如，抽象構想、自然現象

或自然法則），再以M-O-T測試逐一檢驗是否為抽象構想、自然現象或自然法則之

應用，或者是否造成對該抽象構想、自然現象或自然法則之先占，且完全不考量發

明人在專利申請案中所提出來之指標物與疾病間的關聯性（即，新用途）的事實。

依此邏輯，許多醫藥、生物領域中與診斷、治療相關發明之元件，最終都可以被解

釋成為自然現象或是自然法則，或是自然法則加上已知步驟（如，給藥或採樣）之

組合，那麼將來這類型發明的方法請求項，幾乎不可能通過目前的適格性審查基

準。 

再者，對基因相關發明來說，由於現階段人類基因序列已解碼（亦即，大多數

基因序列都已經公開），在這樣情況下，後續研發絕大部分都與已公開序列的新用

途有關。類似這樣的例子很多，以亞洲地區盛行之肝癌的藥物治療手段來說，研究

發現肝癌患者對FMP化療藥物（即，組合使用5-氟尿密啶（5-flurouracil, 5-FU）、

雙羥蒽醌（mitoxantrone）、順鉑（cisplatin））的反應性，因其基因型不同而有差

異。如果患者的GALNT14位址含有G/T變異，此患者對FMP化療組合藥物的反應性

較佳73。故，若要達成最大的治療效果，醫師必須依據每一患者的GALNT14基因型

來選擇並給予適當的治療藥物。如果依高院目前對’623號專利請求項1的推理，上述

透過篩檢GALNT14基因而確定是否對肝癌患者施用FMP治療的方法，其請求範圍勢

必包含一項限制條件：分析並判斷患者GALNT14基因序列是否包含G/T變異，然而

此一決定發明是否具有可專利性的步驟卻會因涉及需要醫師觀察檢測結果，然後依

據檢測結果推論出適合患者的治療方式，屬於「思考過程」；若整體方法又不涉及

使用任何裝置，或產生任何轉變，則整體方法將被認為非屬法定可專利客體，而無

                                                        
73 Liang et al., “GALNT14 SNP as a potential predictor of response to combination chemotherapy 

using 5-FU, mitoxantrone and cisplatin in advanced HCC” Pharmacogenomics Jul; 12(7):1061-73. 
Epub 2011 Ju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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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取得專利權。 

目前生物、醫藥領域已走到個人化醫療的階段，除非公共政策明確排除個人化

醫療非屬法定可專利客體並透過適當機制給予研發者相當補償，否則將無法確保醫

藥、生技產業具有足夠的誘因，繼續投資研發，那麼最終受累的將是專利制度亟欲

保障的「社會公益」，而非僅是少數企業。 

20年前引起極大爭議的「表現序列幟」（expressed sequence tag, EST）專利申

請案，也曾引發授與EST專利保護是否會阻礙後續研發以致無法促進產業進步的反

對聲浪74、75、76。EST專利申請案爭議肇因於1991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針對cDNA片段所提出的專利申請案，雖然NIH後來主動撤

回了這些爭議性頗高的專利申請案77、78，但引發世界各國對基因甚或基因資訊之取

得與利用問題持續不斷的爭論。對於基因的專利性與否，目前假定CAFC不會在高

院已發回更審的ACLU v. USPTO and Myriad Genetics Inc.案中，推翻原有見解，則

依實務只要申請人能確實指出所主張基因的實質功能（substantial utility），則該基

因即為法定可專利的標的79。至於cDNA片段（即，EST），申請人則只能對具有實

質用途的cDNA片段本身主張權利（例如，具法醫用途之EST），且不及於基因體上

任何含有該cDNA片段之基因序列80。至於未具實質用途的EST，雖然可作為探針，

                                                        
74 Jeffrey Kluger, Who Owns Our Genes?, TIME (Jan. 11,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time.com/ 

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89978,00.html (last visited June 24, 2012). 
75 Kevin Davies, The Eye of Tigr, in CRACKING THE GENOME: INSIDE THE RACE TO UNLOCK HUMAN 

DNA (Simon & Schuster eds., 2001).  
76 Wil S. Hylton, Who Owns This Body, in THE BEST BUSINESS STORIES OF THE YEAR: 2002 EDITION, 

(Andrew Leckey & Ken Auletta eds., 2002). 
77 Michael D. Lemonick & Dick Thompson, Racing to Map Our DNA, TIME (Jan. 11,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89982,00.html (last visited June 24, 2012). 
78 Dick Thompson, Gene Maverick, TIME (Jan. 11,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time.com/time/ 

magazine/article/0,9171,989983,00.html. (last visited June 24, 2012). 
79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tility Examination Guidelines and Written 

Description Examination Guidelines, available at http://www.uspto.gov (last visited June 24, 
2012). 

80 Trilateral Project: Comparative Study on Biotechnology Patent Practices, Theme: Patentability of 
DNA Fragments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trilateral.net/projects/biotechnology/patentability. 
pdf (last visited June 2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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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極具商業價值的研發工具，但因無法滿足專利法上「實質用途」及「說明書記載

要件」的要求，因此無法獲得專利保護81。各國拒絕給予這類不具實質用途的EST

或基因專利保護的最大理由在於，不希望申請人在研發初期即取得一壟斷的排他性

權利，進而阻礙了後續的研發工作。然而，後來的發展事實上與當初預期的結果完

全相反。也就是說，各國當初拒絕給予不具實質用途的EST或基因專利保護，本是

希望藉由不給予財產權保護的方式來防止該EST或基因若取得專利後日後可能發生

的壟斷情形或高院所說的先占（prempt）情況，以致阻礙了後續研發致使產業無法

進步。但是，因EST的研發需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當申請人發現無法對苦心開發

的基因或EST取得專利保護時，往往都選擇將這些極具商業價值的研發成果列為公

司內部重要的營業秘密或技術祕訣（know-how），祕而不宣，導致學界或業界需浪

費人力、物力進行相同的研究，或需支付高額費用方能取得與利用這些成果，甚至

放棄相關研發專案。因此，雖然公共政策希望藉由否定不具實質用途的EST或基因

專利保護來促進產業進步，但諷刺的是，這樣的政策卻恰恰阻礙了後續研發及產業

進步82。為彌補此一不足，當時甚至有人提出將序列資訊轉變成音樂檔，希望透過

著作權提供序列資訊最低程度的保護83。而現在，「診斷方法」專利申請案，或許

包括其他領域任何與新指標物或數值之應用相關的「預測、模擬方法」專利申請

案，似乎又步向當年「EST」專利申請案的後塵。 

參、「Mayo v. Promethus案」之後 

從第壹部分「適格性檢驗標準」案例整理可以知道，高院發展出M-O-T測試的

背景主要在於當請求項中包含有軟體（即，數學公式或演繹法）時，用來判斷所請

方法項是否滿足美國專利法§ 101之用。由於這些軟體必須在機器上實施，因此，推

理過程中自然會問的問題就是，在機器上執行這些軟體之後，有沒有產生任何有用

的轉變（即，有用的結果）。這也是CAFC在State Street Bank v. Signature Group案

                                                        
81 Lemonick & Thompson, supra note 77, at 51; Thompson, supra note 78, at 53. 
82 Kluger, supra note 74, at 47. 
83 Willem P. C. Stemmer, How to Publish DNA Sequences with Copyright Protection, 20(3) NATURE 

BIOTECHNOLOGY 217 (2002). 



50  

專利師︱第十期︱2012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中，據以認定專利權人所請裝有Hub及Spoke軟體的機器，雖因包含手段功能語言而

被解讀成涵蓋方法，但因能夠產生「具體、有形且有用的結果」，因此，屬於美國

專利法§ 101之法定可專利客體；進而將檢驗標準擴大到只要產生有用的結果，都是

法定可專利客體。 

然而，對於技術特徵一般不涉及任何「機器」的醫藥、生技類發明來說，例

如，技術特徵在於提出「指標物與疾病之關聯性」的診斷或檢測方法，其請求範圍

基本上就無法滿足M-O-T測試，這是技術本質不同所致；如果能夠滿足，也是拜撰

寫技巧略勝一籌所致。正因為如此，最高法院法官才會在Mayo v. Promethus案中感

嘆在可專利客體之適格性判斷這件事上，似乎已演變成撰寫技巧優劣的比較84；且

不贊同CAFC所指「藥物在人體中會自然轉變成其代謝物，因此可滿足M-O-T測

試」這種很牽強的理由，因此，最終以系爭請求範圍屬於不准專利之「自然法

則」，而推翻CAFC見解。然而，高院法官也沒有對技術本質就在於新用途或關聯

性之醫藥、生技類發明，制度上應該如何給予這類發明恰當的權利保護，以確保產

業有足夠的動機，持續研發，提出任何看法。或許，這是國會立法者的工作，高院

法官不應該涉入，但在實務面上，任何高院的見解，最終都會由行政部門或司法部

門落實到後續的專利申請審查或訴訟中，這才是申請人最擔憂的。 

發明人可期待的是，雖然美國採取判例法，但也並不表示法院會尊重或引用所

有先前判決見解。在最高法院方面，高院曾在Gottschalk v. Benson案85中，判定軟體

並非可專利客體，然而此一見解目前已不再為下級法院所採。在CAFC方面，1991

年CAFC先是在Scripps Clinic & Research Foundation v. Genentech Inc.案86，將「製造

方法限定物質」之範疇，解讀成可及於以任何方法製成的物質；但旋即於1992年

Atlantic Thermoplastics Co. v. Faytex Corp.案87中，推翻先前看法，將「製造方法限

定物質」的範疇，限制在僅及於以該請求項所引述方法製成的物質。或許，未來

CAFC也可能透過後續判決，逐步修正目前最高法院對於「診斷方法」適格性判斷

標準的見解，只是必須花費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時間才有可能達成，對相關專利申

                                                        
84 同註3。 
85 Gottschalk v. Benson, 409 U.S. 63 (1972). 
86 927 F.2d 1565, 18 U.S.P.Q.2d 1001, 18 U.S.P.Q.2d 1896 (Fed. Cir. 1991). 
87 974 F.2d 1299, 24 U.S.P.Q.2d 1138 (Fed. Ci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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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來說，緩不濟急。 

目前，申請人最關切的還是USPTO將會如何處理相關申請案。如前述，USPTO

在Bilski案後，已對方法請求項頒布了適格性審查基準88，將Bilski案的見解納入基

準中，且一體適用所有技術領域；但也使得此基準內容涵蓋前述從極寬（即，有

用、具體和有形的結果），到極僵硬（即，M-O-T測試）的檢驗標準；加以高院在

Mayo v. Promethus案中並未明確指出怎樣的請求項用語，才有可能滿足M-O-T測

試。因此，對於醫藥、生物技術領域相關發明，實務上在申請過程或說明書撰寫過

程中，要如何迴避未來可能被認定無效的文字用語，對從業人員來說，才是最大的

挑戰。 

一、加拿大專利商標局所頒布的「診斷方法與醫療用途請求項」 
審查準則 

雖然還不知道USPTO在高院見解出爐後，會如何修正審查基準，但與美國實務

最接近的加拿大PTO（CAPTO），於Mayo案後，已經搶先於4月初頒布了一份「診

斷方法與醫療用途請求項」的審查準則89。 

依據CAPTO，對診斷方法而言，要跨過法定門檻，診斷方法的發明概念必須能

為現存的問題提出技術解決方案，且該方案必須為一實體手段或是能帶來效應或產

生改變90。如果在解讀權利範圍時，確認申請人之發明概念包括自分析物中實體採

集數據的步驟，即判定此一發明概念符合法定規範91。但是僅在一診斷方法中包括

一實體步驟，作為決定其獨占性範疇的必要元件，並不必然表示所請求標的即為法

                                                        
88 同註14。 
89 參 見 http://www.personalizedmedicinebulletin.com/files/2012/04/wr03443-eng1.pdf (last visited 

June 24, 2012)。 
90 同註86。“In order to be statutory, an inventive concept of a diagnostic method claim must provide 

a solution to a technical problem and either have physical existence or manifest a discernible effect 
or change.” 

91 同註86。“If, following a purpo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claim, it is determined that the inventive 
concept includes at least one step of physically acquiring data from an analyte then the inventive 
concept is statu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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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專利客體92。此外，如果發明概念僅在於發現所採集數據的重要性或是瞭解或

解讀該數據，則會被認為是心智活動或思考過程，並非法定可專利的客體93。 

就醫療用途而言，同樣其發明概念也必須能為現存的問題提出技術解決方案，

且該方案必須為一實體手段或是能帶來效應或產生改變。由於加拿大不允許治療方

法專利，因此醫療用途的權利請求項不需要包括使用劑量或療程，前提是用途本身

需滿足可專利性要求94。相反的，如果醫療用途權利請求項要包括使用劑量或療

程，就會被認定是治療方法，不予專利。如果用來支持可專利性的發明概念是指示

醫療從業人員「如何」（how）或是「何時」（when）開始治療患者，而不是使用

「何種物質」（what）來治療患者的話，該醫療用途請求項就會被解讀成治療方

法95。 

二、實務建議 

相較於USPTO目前看似面面俱到但其實不夠明確也很難一體適用所有技術領域

的審查基準來說，CAPTO的基準提供了「診斷或治療方法發明」較簡單明瞭的操作

原則，可供相關領域從業人員作為撰寫請求項的參考。 

依據CAPTO，診斷方法專利請求項整體而言，至少需要包含兩部分：實體採集

數據部分；以及分析或解讀所採集數據部分。如果僅包含實體採集步驟，不必然可

通過法定門檻；相反的，如果僅包含分析或解讀數據步驟，就會被視為「思考過

程」。 

                                                        
92 同註86。“The mere fact that a physical step is identified in a diagnostic method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for the purposes of determining the scope of the monopoly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subject matter defined by the claim is statutory subject matter.” 

93 同註86。“An inventive concept limited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cquired data, or 
to its understanding or interpreta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abstract or a mental method, and thus not 
statutory.” 

94 同註86。“the inventive concept does not need to include that dosage regime or range if the use 
itself meets all the requirements of patentability.” 

95 同註86。“where the inventive concept necessary to support patentability only serves to instruct a 
medical professional ‘how’ or ‘when’ to treat a patient, rather than ‘what’ to use to treat the patient, 
this may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laimed use encompasses a method of medic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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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於以找出某一指標物（如，SNP）或數值（如，基因或蛋白質在活體

內的表現量）與一特定用途（如，疾病或異常）之間的關聯性的方法請求項來說，

撰稿技巧就必須放在如何讓請求項整體所包含的技術解決方案，涵蓋上述實體採集

和分析解讀兩大部分，並產生效應。 

撰寫時，在實體採集部分，盡可能詳盡地寫出所有相關的實體操作步驟，就好

像撰寫一般化學製程案件一樣，依序寫出實體採集數據時所會使用到的各個操作步

驟，如此可避免文字看起來像是此領域中具有普通知識者慣用的操作或僅是資料蒐

集而已，也可順勢滿足美國實務目前所要求的M-O-T測試。在分析解讀部分，同樣

的，儘量提供據以進行分析或關聯的技術細節，並避免使用上位性用語，例如，

「決定」（determining）、「分析」（assaying or analyzing）或「檢測」（detecting 

or identifying）這類名詞，如果一定要使用，在該些名詞後必須加上其他技術細節，

以便能達到所求的「決定」、「分析」或「檢測」結果，也可讓文字從看似心智活

動或思考過程的範疇，變成「應用自然法則」（applying a law of nature）的結果；

最後，再以「其中」或「功能性子句」，點出該關聯性步驟所能帶來或產生的效應。 

以US 12/572,90896申請案之第16項97為例，所主張的是一種篩檢出對抗凝血

劑——華威林具高度敏感性之個體的方法，原始公開範圍如下： 

「16.一種篩檢出對華威林具高度敏感性之個體的方法，包含： 

篩檢出該個體是否具有CYP2C9*8之核苷多型，其中若檢出有該核苷多型即代表，

相較於具有野生型等位基因之個體而言，此具有CYP2C9*8之核苷多型之個體，對

華威林具高度敏感性。」 

上述寫法是實務界長久慣用的寫作方式，在請求項內容中直接點出發明人認為

可與先前技術區隔的技術特徵，亦即，「CYP2C9*8之核苷多型」與「華威林高敏

感性」之間的關聯性，而不是叨叨絮絮地將所有已知步驟都寫入請求範圍中，本文

                                                        
96 US 2010/0130599A1. 
97 同註93。請求項16. 
 “16. A method of identifying a subject with increased sensitivity to warfarin comprising:  
 identifying a CYP2C9*8 polymorphism in said subject, wherein the presence of said polymorphism 

is indicative of a patient with increased sensitivity to warfarin relative to a subject having the 
corresponding wild-type allele.” 



54  

專利師︱第十期︱2012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第貳部分所回顧的判決中相關專利請求項的寫法也與目前所示請求項16之撰寫方式

類似。然，一如預期，在審查過程中，美國審查委員引用Bilski v. Kappos案98，認

為請求項16所請為一種思考過程，並不屬於美國專利法§ 101所規範的法定可專利客

體99。發明人於是提出以下修正範圍，暫且稱請求項16A100： 

「16A.一種篩檢出對華威林具高度敏感性之個體的方法，包含： 

自一人類個體中取得一樣品； 

以CYP2C9*8之核酸探針來檢測該樣品；及 

篩檢出該人類個體是否具有CYP2C9*8之核苷多型，其中若檢出有該核苷多型即代

表，相較於具有野生型等位基因之個體而言，此具有CYP2C9*8之核苷多型之個體

對華威林具高度敏感性，且其中該CYP2C9*8之核苷多型是一組織胺酸或是一組可

在人類CYP2C9基因位置處編碼產生組織胺酸之由三個核苷組成的密碼子。」 

比較請求項16與16A的寫作方式，其中最大的不同就在於請求項16A的寫法：

在實體採集數據部分，納入了其他依序操作的實驗細節，包括取得樣品以及以

CYP2C9*8核酸探針檢測樣品的步驟；在分析解讀部分，除了原來就有提供核苷多

型與華威林敏感性之關聯性字句外，發明人又補充說明CYP2C9*8之核苷多乃是組

織胺酸或是一組可編碼產生此組織胺酸的密碼子。透過提供更多技術細節文字，讓

原本看起來像要求進行檢測的技術人員，「看著檢測樣本，再與對照組樣本比較，

看檢測樣本是否包含CYP2C9*8之核苷多型，然後作出該樣本是否會對華威林敏感

這類決定」的個人心智活動或思考過程，轉變成一系列應用自然法則的操作步驟，

如此可順利迴避不符美國專利法§ 101規定的拒絕理由，並滿足M-O-T測試，進而取

                                                        
98 同註12。 
99 另一美國申請案，US 2009/0226909A1的請求項，也遭到類似不符§ 101的理由拒絕。 
100 “16A. A method of identifying a subject with increased sensitivity to warfarin comprising:  
 Providing a sample from a human subject; 
 Testing said sample using a nucleic acid probe to CYP2C9*8; and 
 identifying a CYP2C9*8 polymorphism in said human subject; wherein the presence of said 

polymorphism is indicative of a patient with increased sensitivity to warfarin relative to a subject 
having the corresponding wild-type allele, and wherein said CYP2C9*8 polymorphism is identified 
as a histidine, or a nucleotide triplet encoding a histidine, at position of human CYP2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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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專利101。 

但，不論是請求項16或16A，其關鍵技術特徵都還是在於：「CYP2C9*8之核苷

多型與華威林高敏感性」之間的關聯性。所以，一如高院法官所感嘆的，這真的是

一場撰寫技巧優劣的比賽。 

肆、結 論 

雖然高院在Mayo v. Promethus案中很正確的指出，M-O-T測試僅為用來調查方

法請求項之「適格性」與否的工具之一，但不幸的，高院的見解完全忽視醫藥、生

物技術領域之發明，其技術特徵本質上與其他技術領域不同的事實，更不顧嫻熟實

務運作的美國政府部門希望讓「適格性」議題回歸到門檻測試的意見，只為了討論

「適格性」而將專利權人的請求範圍拆解成不同部分，再逐一以M-O-T測試進行檢

驗，忽視發明應整體觀之這樣的原則，更作出「藥物用量範圍與毒性之關聯性乃屬

自然現象」的結論。如本文第貳、參部分所討論的，如果將來實務完全依照高院在

Mayo v. Promethus案的邏輯運作，未來任何化合物（包括基因在內）的新穎用途，

都會被視為是其與生俱來的性質，而這些化合物在生物體內所可能產生的有益反

應，也都將被視為自然現象102。果真如此，相關發明幾乎沒有請求範圍可以通過適

格性檢驗標準。 

高院雖然感嘆目前能否專利的問題似乎取決於撰寫技巧，然而，如果法院系統

不願正視產業型態的變遷，也不願正視目前方法請求項之「適格性」檢驗標準並無

法一體適用於所有領域的發明，申請人為了取得專利，也只能透過撰寫技巧（即，

儘量讓請求項滿足M-O-T測試），來達成目的；但縱使申請人在申請階段通過

USPTO的審查，取得專利，將來能否在法庭中捍衛自己的專利權，還是未定之數。 

但，如果最終發展是高院在Mayo v. Promethus案的見解被全面落實在往後的醫

                                                        
101 參見 US 12/572,908 之申請檔案歷史，本申請案目前階段為最後官方函之後的修正

（amendment after Final OA），程序雖尚未終結，但因最後官方函中只剩下不符§ 112第2段

文字的事項，透過同前註中請求項16A所述的修正內容，應可順利取得專利。 
102 事實上，在「單離的天然基因（DNA）」這塊技術領域的申請案審查中，USPTO已經採取

這樣的審查標準，礙於篇幅，本文討論不涵蓋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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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生技類型發明之申請案或訴訟案中，以這兩類型產業從研發至新產品上市期間

所需投入的龐大經費來看，當相關產業投資者無法確保未來權益或缺乏動機

（incentive），持續投入研發、生產，最終付出代價的恐怕仍是全體人民的福祉，

而非僅僅只是少數投資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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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

及更正之法律議題研析 
黃銘傑* 

壹、前 言 

我國現行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申請專利之「說明書，應載明發明名稱、

發明說明、摘要及申請專利範圍。」同條第3項又謂：「申請專利範圍應明確記載

申請專利之發明，各請求項應以簡潔之方式記載，且必須為發明說明及圖式所支

持。」由此可知，申請專利範圍為發明書之必要記載事項，而於撰寫申請專利範圍

時，又必須以一個或數個請求項簡潔記載所欲申請專利之發明。如此看似簡單的規

定，背後卻蘊藏著不少玄機，而於學理及實務運作上，可能因對其規範原理、發展

背景的認知及需求不同，而發生各取所需之解讀。申言之，上開規定中「申請專利

範圍」、「請求項」及「申請專利之發明」三者間之關係如何，耐人尋味。特別

是，前二者之「申請專利範圍」及「請求項」，其間關係究竟是相互依存（其中之

一不成立，就導致他方亦無法成立）、集合關係（前者僅是一集合名詞，後者之一

的不成立並不影響該集合中其他請求項的效力）、抑或是二者間根本毫無關聯而係

各自獨立。對於其間關係認知的不同，直接影響到吾人針對專利申請審查、舉發撤

銷、更正、權利行使、甚至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第1項抗辯行使等之審查、

審理及處理方式。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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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當上述專利法第26條第3項謂「申請專利範圍應明確記載申請專利之發

明」時，此一「發明」用語，所指為何？係指發明人所創作出之技術思想全體，抑

或是整體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記載之技術思想，還是為發明說明及圖式所支持之各該

請求項中所記載的技術思想？對照專利法第32條「申請發明專利，應就每一發明提

出申請。（第1項）二個以上發明，屬於一個廣義發明概念者，得於一申請案中提

出申請。（第2項）」之規定，本條規定中之「發明」與上開第26條第3項中申請專

利之「發明」二者，其意義、內容是否相同？倘若二者意義、內容相同，其理由為

何？對於專利申請之審查、權利內涵又會帶來何種影響？假若二者意義、內容不盡

相同，其理由、影響又為何？ 

歷來，我國法院及專利專責機關之實務運作，經常以所謂「專利權整體性」處

理上開各項問題1、2，此一「專利權整體性」概念其法制、學理基礎為何？難能謂為

清楚明白。上述「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申請專利之發明」等規範用語

及其相關規定之推演，甚至專利法第32條「發明單一性」等，是否足以支持上開

「專利權整體性」概念的存在，而得作為實務運作之法理基礎，並據之作為專利申

請、舉發撤銷、更正申請等程序的核駁依據？在行政機關必須依法行政的法治國理

念下，倘若「專利權整體性」並無法律依據，且難能從現行法相關規定中解釋得

                                                        
1 此一專利權整體性最重要之發揮空間，在於舉發撤銷審查過程中，專利權人為對舉發案進行

防禦，往往會自行或依專利專責機關通知更正其相關請求項之記載，惟於任一請求項之更正

未獲核准而有遭撤銷時，其撤銷對象並不僅限定於該當請求項，而係整體申請專利範圍中之

全部請求項一律被撤銷。專利審查基準5.2.3.1如此說明：「審查結果，僅有部分請求項違反

舉發之理由或法條時，應通知專利權人進行更正，屆期未提出更正或更正後仍有違反情事

者，應審定舉發成立，撤銷其專利權。若系爭專利有二項以上請求項，舉發標的僅針對某請

求項（包括引用記載形式之獨立項）時，經審查該請求項未違反所主張之理由或法條者，不

須再審查其他請求項；若違反所主張之理由或法條者，應通知專利權人限期更正申請專利範

圍，再依更正本審查。專利權人逾限未提更正，則審定舉發成立，撤銷其專利權。」專利審

查基準之取得，參照後述註3。 
2 法院判決，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290號判決。惟須注意者，該號判決並不同意專

利專責機關及原審判決基於「專利權整體性」概念所為之決定，該號判決就此如是說明：

「原判決僅以基於專利權之整體性，無法分割為部分准專利、部分不准專利，而維持原處分

及訴願決定，但關於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屬獨立項，有何無法分割為部分准專利、

部分不准專利之事由何在？應予詳究而未予詳究，自有未洽。」另請參照智慧財產法院98年

度行專訴字第8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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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則遽然以此「專利權整體性」作為專利相關程序審查、審理甚至判決之根據，

實不無疑問之處。 

基於上開問題意識，本文擬從專利法上開各該規定之規範理念及理論基礎，循

序漸進闡明「專利權整體性」可能蘊含之謬誤，並說明其對於專利權人之權利保

障、甚至專利專責機關事務處理可能帶來之不當影響，而有劍及履及改弦易轍之必

要。 

貳、申請專利範圍vs.請求項 

欲釐清專利權整體性之法理疑義，首要之事，當是理解何謂「專利權」，其

「權利」基礎何來等問題。此際，專利專責機關所訂定之「專利審查基準」3，或可

作為吾人探討本項問題之出發點。該基準3.3.1如此說明：「申請專利範圍得分項記

載申請人認為是界定申請專利之發明的必要技術特徵，請求項為決定是否符合專利

要件、提起舉發或主張專利權等的基本單位。」由此可知，不論是於專利要件審

查、舉發撤銷程序中，抑或是於權利人行使權利過程中，其權利基礎的界定，皆是

以「請求項」作為一個單位，而非所謂的「申請專利範圍」。亦因此故，美國學者

遂謂，在專利法中，「遊戲的主角是請求項」4。若此，則所謂的「申請專利範

圍」，其法律意涵又為何？與請求項間之關係又如何？ 

毋庸贅言，所謂「請求項」（Claim）乃是專利申請人所欲請求對其發明之保

護範圍5，我國專利法上開「申請專利範圍」用語，亦當是基此認知而來。從各國專

利法制發展沿革過程中，可以發現，關於申請專利範圍中之請求項記載方式，大致

                                                        
3 該當文獻可自下列網址取得：http://www.tipo.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3536&guid 

=57255b75-8525-4a23-98f6-053fd77462f3&lang=zh-tw，最後瀏覽日：2012年2月16日。 
4 原文為「the name of the game is the claim」，Giles S. Rich, Extent of Protection and Interpreta-

tion of Claims—American Perspectives, 21 INT’L REV. INDUS. PROP. & COPYRIGHT L. 497, 499 
(1990). 

5 專利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第6條如此規定：「The claim or claims shall 
define the matter for which protection is s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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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日本法於1975年以前所採取之「單項制」6以及現今絕大多數國家所採行之「多項

制」二種不同制度。在「單項制」體系下，申請人於其申請書中，僅得記載一項請

求項，致使該當單一請求項不僅必須扮演界定保護範圍之功能，尚包含應正確記載

發明內容之功能，亦即其必須記載發明構成所不可或缺之技術內容及事項。由於申

請專利範圍僅得記載一請求項，故而申請專利範圍與請求項混同，二者等於同義

語。 

相對於此，在多項制下，專利申請人得記載多個請求項，其功能不再是如何闡

明構成發明之技術事項，而是申請人藉由請求項記載，對其發明所欲主張之保護範

圍及內容。多項制最大特徵，在於針對一個新技術思想，申請人可以從上下左右前

後等各種不同觀點及角度，主張其發明內容並藉此界定其保護範圍，謀求對其發明

的完整保護，避免因僅能記載一項請求項，從而喪失從其他觀點或角度可以尋求之

保護內容。職是，針對一個技術思想，有多個請求項同時存在，實屬常態，而非特

例。於多項制下，所謂的「請求項」其英文原文為「A Claim」，申請專利範圍則

是「Claims」。於此，「申請專利範圍」與「請求項」之區別，遂有其固有意義，

藉由英文原文之幫助，吾人瞭解到，「申請專利範圍」實為各個「請求項」之集

合，各該請求項間處於一種原子關係，其集合形式乃是物理合，而非化學合。其中

一項請求項的消滅或無效，不會也不應影響其他請求項的成立或效力，前述專利審

查基準3.3.1之說明如此，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專更(一)字第7號判決，以更為清

晰的語句，詳細闡明此一專利法制規範的基本理念，判決如此說明：「依據現行專

利申請實務，關於專利之撰寫，均係以單一項次代表發明人所欲保護之技術思想，

因此原則上每一個項次，無論是獨立項或附屬項，只要具備可專利要件之技術思

想，均係一單獨之權利……既然每一項次，均係一獨立之權利，就該項次所為是否

具備可專利之審查，包括核准之申請及審定後之舉發，均應逐項判斷其是否具備可

專利要件，同理，對於是否侵權之判斷，亦應逐項為之……既然逐項審查，則應逐

項為是否具備可專利要件之判斷，此與行政便宜措施上是否要求一發明一申請無

涉，更與行政管理上年費是否依項次之收取無關。經查舉發證據2或3已可證明系爭

                                                        
6 關於日本法制上「單項制」之簡要介紹，參照竹田和彥，特許の知識──理論與實際，2006

年3月8版，218-2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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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第1至4、6、12項不具進步性，但尚無法證明第5、7、8至11項不具進步性，則

原審定機關所為全部項次舉發成立之審定，自有違誤。」 

雖然，專利法制規範理念如此，專利專責機關於其本身之專利審查基準中亦自

承請求項應為申請審查、舉發審查、權利行使之基本單位，法院實務判決亦復支持

如此見解，惟於舉發程序之更正事宜處理上，專利專責機關卻又一反其本身看法，

無視上開法院有關於此之判斷，而以所謂專利（權）整體性概念，主張「申請專利

範圍」與「請求項」間之關係，乃是一種融合形態，是一種化學合的關係，其中一

項請求項的無效，將會導致整體「申請專利範圍」無效。甚至對於舉發案應可依循

逐項審查理念，做成「部分舉發成立，部分舉發不成立」之主張，專利專責機關以

相當強硬的語氣，回應以：若「據此推論，專利申請案之審查，亦係採行逐項審

查，是否亦應做成『部分准予專利，部分不予專利』之審定呢？然環顧國際專利制

度，似無此成例。可見逐項審查與是否做成『部分舉發成立，部分舉發不成立』之

審定，並無必然之因果關係存在。逐項審查制度，係為在專利申請或舉發之審查過

程中，使審查專利工作更加精緻，同時兼顧申請人進行修正或專利權人進行更正之

權益維護，並非為准予或保存部分專利權而設，實不應將兩者不當關連或混為一 

談7。」 

對此答辯，首先得以質疑者，厥為何謂「部分專利權」，倘若專利專責機關本

身於其專利審查基準中，都自承請求項為權利主張或行使之單位，則各該請求項各

自成立一單獨權利，又有何「部分專利權」存在可言？其次，現行對於專利申請案

之審查，不能做成「部分准予專利，部分不予專利」，究竟是理論之必然，抑或僅

是實務運作便宜之需求；而於申請審查過程中，不能作出「部分准予專利，部分不

予專利」，是否可因此當然得出於舉發案審查過程中，亦不得作出「部分舉發成

立，部分舉發不成立」之審定？其間是否有「必然之因果關係存在」？最後，當專

利專責機關就專利申請案之審查方式，「環顧國際專利制度」，得出「似無此成

例」結論後，立即將此結論套用在舉發案之審查方式上，實不無誤解「國際專利制

度」之虞。專利專責機關所環顧之國際專利制度，果真可以支持其專利（權）整體

性的理論嗎？專利專責機關對於哪一個國家專利法制有採取此一「專利權整體性」

                                                        
7 參照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0年10月5日(100)智專三(一)02016字第10020897490號之答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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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概念及作法，應勇於負起舉證責任。或許，專利專責機關關於專利整體性之想

法，係得自於所謂的發明單一性（Unity of Invention）或申請單一性（Unity of 

Application）之概念。 

參、發明單一性vs.申請單一性 

就實務運作面而言，倘若於一項專利申請案中，容許得以多個不同技術或發明

同時於該案中進行申請，則不論從專利檢索之角度，抑或從審查觀點而言，都將帶

來相當大的不便，且將不當延宕審查期間，對於專利制度的健全發展帶來不利影

響。亦因此故，世界各國專利法制遂多採行「一發明一申請」原則。專利合作條約

第3條第4項第3款規定，依據該條約所為之國際申請必須符合「發明單一性」要

件；同條約之施行規則813.1對此「發明單一性」則有如下定義：「國際申請應僅以

一項發明或以得以形成一項單一的一般發明概念而其間具有相互關連之一群發明為

之9。」我國現行專利法第32條規定，實際上亦係基此理念而設10。 

由上開專利合作條約規定內容可知，其針對發明單一性之定義，範圍較為廣

泛，不僅單一發明當然符合單一性概念，即使是一群發明假若其間相互關聯而得統

合於一個廣義的發明概念下，亦該當於發明單一性之要求。於此認知下，歐美國家

專利法制縱令採取一發明一申請原則，其一項申請案所得含括之單一發明概念既然

較為廣泛，則其「申請單一性」的範圍就與「發明單一性」傾向於一致，二者也幾

乎是同義語，歐美國家法制及條約亦因此而於其法條中，並未出現「申請單一性」

之用語。職是，縱令是二以上發明，只要其符合上開單一性原則，則申請人依此所

為之申請，就是一項申請案，而非二項申請案的併案申請之概念。相對於此，我國

專利法制及實務運作向來或因受日本法制及實務影響之故，對於發明單一性的範

                                                        
8 該規則原文為：「Regulations under the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9 該項規定之原文如下：「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shall relate to one invention only or to a 

group of inventions so linked as to form a single general inventive concept.」 
10 該條規定2003年修正時之立法理由，有如下說明：「參考……專利合作條約施行細則第十三

條第一項……明定一申請案應僅有一發明，或屬於一個廣義發明概念（a single general 
inventive concept），而以概括方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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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定義較為狹隘，因此對於縱令是於同一廣義發明概念下的二項以上發明，亦多

傾向認定其並非單一發明。職是，縱令容許該二項發明得因行政便宜而可於同一申

請案中為之，亦認其非屬真正的一項申請案，而係「併案」申請11。如此「併案」

申請概念，實係前述日本專利法制過去採行「單項制」之遺毒12，而迄今仍為我國

專利實務所奉行。 

或因是對於此等「發明單一性」、「申請單一性」、「併案申請」等概念未能

徹底有效釐清，致使我國專利實務運作迄今仍未能清楚理解「多項制」之真諦。在

「單項制」配合「併案申請」概念的運作下，雖然於同一申請案中有數項請求項，

惟其實質乃是個別發明之各該請求項的集合，而非同一發明之數項請求項的集合。

因此，每一項請求項皆是對應於其各自發明所主張之專利權，易言之，一發明僅有

一請求項、一項專利權，所謂專利（權）單一性或整體性，於此認知及運作下，應

運而生，不足為奇。然則，在我國專利法已因近年來多次修正，而不論是於發明單

一性，抑或是於多項制等制度上，皆已符合國際法制規範，而與歐美國家專利法制

並駕齊驅、充分接軌後，實務依舊維持過去「單項制」、「併案申請」下之運作方

式，不無令人產生時代錯誤之感，且亦未能體察法律修正原意，依此過去法制所為

的實務運作，於現行法制下是否真能謂其為「依法行政」、「依法審判」？ 

實則，若能確切理解「發明單一性」、「多項制」等制度之規範精神與理念，

當不會出現所謂「專利權整體性」之誤解，亦不致於遽下結論，認為於申請案中絕

對無法出現「部分准予專利，部分不予專利」之現象。實則，在日本專利法於1987

年修正，引進雷同於歐美國家的多項制之際，論者即有質疑，為何規定一項申請案

只能有一個審定（行政處分）存在，既然已經容許在同一申請案中可有多項請求項

的記載，理當可以針對各該請求項作出各個審定；該位論者認為，之所以仍舊堅持

針對一項申請案只能作出一個審定，無非就是沿襲過去單項制時代之慣習13。對此

                                                        
11 當2003年專利法修正於第32條引進相當於歐美國家專利法制之發明單一性概念時，立法理由

仍有如下敘述：「申請發明專利，以一發明一申請為原則，併案申請則為例外。而例外之情

形，專利法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修正時，雖參酌當時日本特許法第三十七條……」 
12 參照竹田和彥，註6書，224-228頁。 
13 村林隆一，特許審查における問題，收錄於多項制に関する諸問題，日本工業所有権法学会

年報第11号，1988年6月，125-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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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修正草案擬定者則回答以，引進多項制後，針對新穎性、進步性等之審查，

當然以各該請求項為基本單位，其核駁理由亦必須針對各該請求項為之，之所以依

舊維持申請單一性而未採取針對各個請求項逐項為核准或核駁審定之理由，在於不

少核駁理由，例如違反發明單一性、說明書整體記載不完整、有關外國申請人之申

請權利有無等問題，並無法依據各該請求項明示其核駁理由，故而繼續維持申請單

一性，於申請審查程序中，僅針對整體申請案作出一個核駁或核准審定14。 

由此可知，在真正意義的「發明單一性」及「多項制」下，專利申請審查之所

以未以各該請求項作為審定對象及單位，而係以整個申請案作為審定對象，並非專

利法規範理念所必然，而係基於專利審查事務處理便宜之計。然而，此一「申請單

一性」概念的適用，亦僅限定於申請過程中，一旦作出核准審定並公告，其後於舉

發撤銷、權利更正、權利行使等程序中，其權利單位就以各該請求項為基準，申言

之，於核准審定公告後，各該請求項就各自獨立，得於各該程序中進行主張及攻

防。蓋於多項制精神下，所謂「發明」，乃係相當於我國現行專利法第26條第3項

「申請專利之發明」（Claimed Invention），而非為判斷是否符合「發明單一性」

之發明或是說明書中所揭露之「發明」（Disclosed Invention）。此際，權利存在於

「Claimed Invention」之發明，而非說明書中所揭露之整體發明。若此，則各該請

求項於其主張的「發明」（保護範圍）內，當然各自單獨成立一個專利權，所謂的

專利權若有整體性概念，亦係針對此一「Claimed Invention」，方能成立。為申請

審查過程便宜之計且僅能適用於申請審查過程之「申請單一性」，於審查結束後理

當功成身退，豈可容許其易容、更名為「專利權整體性」，繼續支配申請審查結束

後之其他舉發、更正、權利行使等程序的進行。 

倘若吾人仔細檢視我國專利專責機關所強調之「國際專利制度」，當可得知，

幾乎所有國家關於專利審定公告後之舉發、更正、權利主張等程序中，皆以請求項

為單位，並未創造出所謂的專利權整體性概念15。我國現行專利法遵循國際專利法

                                                        
14 新原浩朗，多項制の改善について，收錄於多項制に関する諸問題，日本工業所有権法学会

年報第11号，1988年6月，110頁。 
15 有關其他國家法制規範內容大要，可參照AIPPI, Amendment of Patent Claims after Grant (in 

court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including re-examination proceedings requested by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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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規範作法，認為發明單一性或申請單一性僅是審查過程中之規範，不得認定為審

定後的權利瑕疵問題，從而遂於專利法第67條中未將發明單一性或申請單一性的違

反，列為應撤銷專利權事由之一16，為何卻又容許專利專責機關於其實務運作過程

中，利用所謂「專利權整體性」之似是而非的概念，令發明單一性或申請單一性於

權利賦予後，死灰復燃，得據此作為一併撤銷不具實體權利瑕疵之請求項的專利

權。此種迂迴曲折規避法律明文規定之運作方式，絕難評價為依法行政，對於行政

機關處分負有司法審查任務之法院，亦絕不能對此明顯違法之舉，拱手坐視默認。 

實則，我國專利專責機關雖一方面倡導其所謂「專利權整體性」概念，另一方

面卻於不少法律修正中，基於請求項獨立性原則，改革我國專利制度。如此作法，

不僅矛盾，亦間接顯露出所謂「專利權整體性」於理論及實務上所蘊含之重大問題

點。除前述專利法第26條、第32條及第67條等規定外，另一個重要事例，厥為權利

賦予後分割制度的廢止。 

肆、權利賦予後分割制度之廢止 

於2003年專利法修正前，我國專利法容許專利權人得對其專利權申請分割，當

時規定內容如下：「發明專利權人將二個以上發明為一個申請得有專利權者，得向

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分割為各別之專利權。」惟於該次法律修正中，刪除該條規定，

廢止專利權得為分割之制度，立法理由就此說明如下：「按一專利申請案中，在符

                                                                                                                                                        
parties)報告，該報告可自下列網址取得：https://www.aippi.org/?sel= questions&sub=listingco 
mmittees&viewQ=189#189，最後瀏覽日期：2012年2月16日。 

16 日本學者認為發明單一性或申請單一性之所以不成為異議或撤銷專利權之理由，實因該項制

度係為第三人及專利專責機關之便宜行事所設，其違反與其他拒絕或撤銷理由係因蘊含實體

瑕疵不同，而不過是應以二項以上申請案為申請者，於一項申請書中為之的手續或程序瑕

疵。因此，縱令因此賦予專利權，亦無害於第三人利益。參照吉藤幸朔（熊谷健一補訂），

特許法概說，1998年12月13版，340頁。同樣地，於我國專利專責機關所訂定之專利審查基

準3.1（7）中，亦可窺見類似之敘述：「認定申請案不符合發明單一性規定者，應通知申請

人申復、修正或分割申請案，不得逕行核駁。發明單一性的制定係為了申請人、公眾及專利

專責機關之便利，並未直接損及社會公眾之利益，故不符合發明單一性規定者並不構成舉發

之理由（參照專6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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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單一性之前提下得包含一個以上之發明，申請人認有必要時，得就該一個以上之

發明分割為二申請案，該二申請案均得援用原申請案之申請日；又所謂之分割包含

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內之不同發明分割為二申請案，亦包含將僅記載於發明說明而

未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內之發明分割為另一申請案，惟無論何者，不僅涉及原說明

書之修正，更涉及新增一申請案，其變動頗大。現行條文容許在核准專利權後之分

割，基於核准專利權之權利範圍不得擴大之理由，應不准許僅於說明書中記載之發

明加以分割，造成與申請案有不一致之做法，且核准後之分割，必須重新審查有無

超出原核准之範圍，亦增加審查程序之複雜化，並造成權利範圍之變動，影響第三

人瞭解核准專利範圍之內容。查諸其他國家並未有准許得於核准專利權後分割之做

法，爰將本條刪除。」 

顯然，2003年專利法修正前，之所以容許「專利權」得以分割，實因受「單項

制」影響，對「發明」作相當狹隘的定義，從而遂容許真正為二個以上不同發明

者，在符合申請單一性的要件下，得併案申請，而對此併案申請不僅於申請審查過

程中，得申請分割，於取得專利權後，亦得申請分割。倘若依據專利專責機關現今

所堅持之「專利權整體性」概念，既然專利權是一個一體或整體，當然不能分割，

若此則2003年專利法修正廢止權利賦予後分割制度，其背後修法理念似乎是基於

「專利權整體性」概念。惟從上開立法理由說明中，亦可窺知，立法者似乎對於

「專利權整體性」概念全然不知而隻字未提，其所關心者在於避免因專利權分割造

成權利範圍擴大，且因其他國家專利法制並未有類似制度，故而廢止該項權利分割

制度。 

如同上述，過去專利法之所以容許「專利權」得為分割，實受「單項制」影響

甚深，在單項制下二個以上不同發明得以併案申請，實是基於審查行政事務處理方

便考量，並非承認一個發明可以記載二個以上請求項，從而單項制下一申請案若符

合其所謂申請單一性要件，則可針對二以上發明分別記載其各自之請求項，針對各

該發明取得專利權。嚴格言之，此時之二個以上專利權實係針對各該「發明」取

得，而非針對同一發明可以同時取得二個以上的專利權。若此，則針對個別發明的

專利權將之與其他發明的專利權，予以分割，理論及實務上並無重大問題，此亦即

立法理由所謂「申請專利範圍內之不同發明分割為二申請案」。既然原本就是二個

以上不同發明的專利權，則其專利權各自獨立，各自擁有其本身之一體性或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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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將之與其他專利權分割，更可彰顯出其本身固有的一體性或整體性地位，避免

牛驥同皂。就「專利權整體性」概念而言，分割事屬必要且當然。若此，則大力倡

導「專利權整體性」概念者，理應支持專利權應得分割，而非積極修法將之廢止、

自廢武功。縱令有立法理由所擔心之造成權利變動或擴大等憂慮，實可藉由審查作

業之修正，避免弊端產生，而非作出違背其「專利權整體性」理念之舉，徒然落人

表裡不一的口實。 

或許，該次法律修正真正之理由在於「其他國家並未有准許得於核准專利權後

分割之做法」，故而在我國專利法制追求國際化，期盼能與國際接軌、符合國際規

範理念之際，廢止該當制度，似乎就成為我國專利法邁向國際舞台的一個必要步

驟。然而，倘若如上所言，專利權分割制度與「專利權整體性」概念係一脈相傳，

則其他國家法制未有此一專利權分割制度，其所意味者，似乎是其他國家專利法制

中，應當不存在我國專利專責機關所大力宣揚並且積極落實之「專利權整體性」概

念。實則，其他國家專利法制未有專利權分割制度，理由非常簡單。答案就在於，

多項制！ 

在多項制下，每一個請求項於審定公告後，就各自單獨成為一項獨立的專利

權。既然已經是一個「整體」的專利權，又有何分割之必要？又該如何分割？論者

針對歐洲專利公約（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EPC）未針對專利權設有分割制度

之闡述，或許值得吾人參考：「As long as unity is a requirement to be met under 

patent law procedure, there must be the pos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the required unity, 

either through partial surrender or division. Where division is no longer possible, lack of 

unity can have no further legal significance. The European patent law system does not 

provide division once the patent has been granted. So even Art. 102(3) and Rule 61a EPC 

may have some doubts as to the importance of unity at the opposition stage, the lack of 

the legal institution of division shows that unity can no longer have any importance for 

the opposition or in opposition proceedings.」17 

                                                        
17 BERND HANSEN & FRITJOFF HIRSCH, PROTECTING INVENTIONS IN CHEMISTRY: COMMENTARY ON 

CHEMICAL CASE LAW UNDER 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ND THE GERMAN PATENT LAW 
10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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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若無專利權分割制度，則所謂的單一性、一體性、整體性理當不具備實

質法律意義。專利權分割制度之廢止，意味著專利權一體性或整體性於專利法舞台

中，已然悄然引退，我國專利法制中，理當不應再有「專利權整體性」概念的存

在。熟料，專利專責機關卻完全不知或漠視立法者參照國際專利法制、廢止專利權

分割制度之美意，於立法者藉由修法要求「專利權整體性」應功成身退之後，專利

專責機關依舊大張旗鼓、揮舞著「專利權整體性」大纛，將毫無過錯的專利權（請

求項），亦必須因其他專利權（請求項）之瑕疵，連坐受累一併遭到撤銷。 

殊不知，各國專利法制縱使未設有專利權分割制度，對其專利權人保障，亦無

不週之處。蓋基於多項制規範理念，各該請求項之專利權各自獨立，其中一項遭撤

銷，並不當然影響其他請求項（專利權）之效力。我國法制原本提供專利權分割制

度，令專利權人得以視情況進行分割，避免專利專責機關於其獨創的「專利權整體

性」概念下，將所有「專利權」一併撤銷。於此，專利權分割制度，不失為一項有

效保障專利權人權利之機制。惟當立法機關「環顧國際專利制度」，並未見有採行

專利權分割制度者，從而欲藉由廢止該當制度，要求專利專責機關回歸國際專利法

制規範理念，體認多項制真意，揚棄其創見之「專利權整體性」陋習後，專利專責

機關卻無視此立法意涵、舊態不改，依然維持其「專利權整體性」概念。結果導

致，專利權人一方面無法依據多項制規範精神，有效保障其各個請求項之專利權；

另一方面，卻也同時喪失過去曾可利用之分割制度，避免無辜專利權無端受到牽連

遭到撤銷。專利權人不僅沒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而是兩頭落空、全軍覆沒。立

法者原本立意在於「修正」法律，可是在專利專責機關的運作下，卻變成「修惡」

之舉。專利專責機關如此蔑視立法原意之作為，不無冒瀆「依法行政」之名！ 

伍、專利法第67條第1項及新法第82條第1項 

專利專責機關力稱其之所以堅持「專利權整體性」概念，實係基於現行專利法

第67條第1項本文規定要求，而為法理所必然。另一方面，當有質疑認為，既然立

法機關已於2011年11月29日通過專利法修正草案，而新法第82條第1項規定「發明

專利權經舉發審查成立者，應撤銷其專利權；其撤銷得就各請求項分別為之。」已

然表明可做成「部分舉發成立，部分舉發不成立」時；專利專責機關則回應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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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專利法尚未正式施行前之事案，無法成為其基於新法依法行政之依據。以下，就

此二項議題，加以探討。 

一、專利法第67條第1項本文 

專利專責機關極力主張，因現行專利法第67條第1項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專利專責機關應依舉發或依職權撤銷其發明專利權，並限期追繳證書，無法追

回者，應公告註銷……」據此，則於申請單一性之實務運作下，對於包含諸多請求

項之一專利申請案，因僅能頒發一張專利證書，故而一旦「追繳證書」，則所有包

含於該證書中之請求項勢必一併消滅，從而該項規定本文中所稱「專利權」，即是

意指「專利權整體性」之「專利權」，而非對應於各個請求項之專利權。如此論

理，只能稱為「倒因為果」之邏輯思維。 

首先，如同本文一再重複強調，在現行多項制下，所謂「發明」乃是「Claimed 

Invention」，各該請求項針對此一發明，成立各自的專利權，專利法第26條第3項規

定如此述說，前述專利審查基準3.3.1及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專更(一)字第7號判

決，亦復支持如此見解。甚者，當專利法第51條第2項規定「申請專利之發明，自

公告之日起給予發明專利權」，其使用與同法第26條第3項同樣之「申請專利之發

明」（Claimed Invention），而非「申請專利範圍」（Claims），應給予專利權，亦

可佐證依據專利法第51條第2項所賦予之「專利權」，並非整體申請專利範圍或專

利權整體性之專利權，而係對應於各該請求項成立之專利權。對於如此諸多專利

權，僅發給一張專利證書，並非意味其中僅含有一項專利權，而係配合申請單一性

之運作，於一張專利證書中，包含數項專利權。正如同申請專利範圍是一個集合名

詞一樣，專利證書亦是一紙權利集合的證書，絕不能因僅有一張證書存在，反推只

有一個權利存在其中。若不如此解釋，各該請求項之專利權又如何於侵權訴訟中成

為侵權之標的，而得請求各種法律救濟（參照專利法第84條以下關於「專利權」侵

害救濟之規定）；倘若所謂的「專利權」乃是專利權整體性概念下之專利權，則除

非侵權人實施專利證書中所含括的全部請求項技術，否則將不會構成「專利權」的

侵害，如此解釋結果，將使得我國成為專利侵權天堂，專利專責機關勢將成為眾夫

所指之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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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依據專利法第51條第2項所賦予之專利權，乃是對應於各該請求項成立之

專利權，則基此專利權概念所定之專利法第67條第1項本文規定中的專利權，當然

亦指各該請求項之專利權，而非專利證書所集合之「全體專利權」。職是，專利專

責機關依據專利法第67條第1項所得撤銷之「專利權」，係指當對應於各個請求項

之專利權存有同項三款規定所記載之瑕疵時，方得針對各該請求項之專利權予以撤

銷，其他未有此類瑕疵之專利權，其權利效力當然不受影響。 

其次，專利法第67條第1項本文明文規定專利專責機關必須於撤銷「專利權」

後，「追繳證書」。的確，倘若所有請求項之專利權皆遭撤銷時，若不接續追繳證

書之動作，可能會令第三人誤以為證書上所記載之權利人，仍擁有系爭相關權利。

然而，證書之追繳，果真如此重要嗎？上開規定對於無法追回證書者，容許專利專

責機關得以公告方式註銷之。若此，則縱令未將該紙證書追回，藉由公告方式，第

三人亦可知悉系爭專利權變動之訊息，無使其利益受損之虞。由此可知，專利法第

67條第1項本文之所以要求證書之追繳或公告註銷，無非係基於保障第三人知的權

利，避免其因信賴原有證書，而不知該當證書所表彰之權利內容已發生變動的事

實。倘若第三人此種知的權利可以獲得充分保障，不論是基於法理要求，抑或考量

實務需求，皆無必要將證書追回或公告註銷動作，解釋成證書中所記載之全體專利

權必須一併消滅，對專利權人權益帶來重大不利益。良好的法律解釋且為多項制法

理所要求之解釋，當是在第三人知的權利與專利權人權利保護間，求取一平衡點，

營造出一雙贏局面18。 

                                                        
18 個人以為，此種平衡專利權人權益與第三人利益之觀點，實內含於依據專利法第64條第1、2

項及第71條第1項第3款所為之更正申請、審查程序中。蓋專利法第64條第1、2項之立法目

的，原本就在於調和發明人與第三人間之權益。一方面，避免發明人僅因申請專利範圍或說

明書一部分記載的瑕疵，產生喪失專利權之不當結果。另一方面，若容許於取得專利權後，

得任意更正其記載內容，將對第三人帶來無法預期之專利權範圍，亦屬不當。從而，申請專

利範圍的更正就必須考慮二者間的平衡，而重點實落在後者之避免對第三人產生其無法預期

之損害上。職是，專利法第64條第2項遂要求不得為實質擴大或變更申請專利範圍之更正，

惟同時卻也認為減縮申請專利範圍並未對第三人帶來其無法預測之影響，故而於同條第1項

容許減縮申請專利範圍的更正。於此情況下，倘若系爭更正屬於申請專利範圍的減縮，且其

申請更正事項已於更正申請前之說明書中充分予以說明或揭露，對於第三人而言，更正後之

權利範圍實基於更正申請前之說明書或圖式即可清楚得知者，並未對其關於系爭專利權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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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此，則當專利法第67條第1項僅謂應追繳或公告註銷原專利證書，而未進一

步禁止專利專責機關可以另行發給專利權人另一紙記載權利變動之新證書時，專利

專責機關於平衡第三人及專利權人權益的考量下，自可發給專利權人記載權利變動

後之新專利證書。此際，為避免專利字號連續之困擾，當可仿效現行法律修正作

為，對於新的專利證書給予原證書字號加「之1」之作法。例如，若原專利證書字

號為「發明第573964號」，則新的證書可為「發明第573964號之1」，藉此以提醒

第三人原專利證書所記載之權利內容已發生變動，應上網查詢新的權利內容。在資

訊科技、網路媒介如此發達的今日，上開作為當不致造成專利專責機關與第三人重

大負擔，但對於專利權人權利之保障，卻是不可同日而語。 

專利專責機關若僅是因積習已久，認為因循現行將全體專利權一併撤銷之作

法，方是符合其行政便宜需求。則當直截了當將此言明，接受社會公評，不能以其

獨步全球之「專利權整體性」概念，並動輒以保障第三人認知與信賴為藉口，掩飾

其無意變革心態。更何況，專利專責機關所立以為據之專利證書，其上所記載者僅

是專利名稱、專利權人、發明人、專利期間、專利字號等訊息，光從其記載根本無

法得知該紙證書所欲表彰之權利內容為何，第三人若欲瞭解該證書所表彰之權利內

容，仍須藉由專利公報或專利專責機關所建置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19，方能清

楚得知。專利證書所提供之資訊所僅是如此，又如何可以藉此推論得出必須貫徹

「專利權整體性」的必要性。第三人就其知的權利所殷切期盼者，並非造成與專利

權人對立之全體權利的一併撤銷，而係系爭專利權得排除他人利用之技術思想，具

體內容為何？專利專責機關為其行政便宜，自行假設第三人需求，並因此得出「專

利權整體性」之作法，不論就法理，抑或就實務運作合理性言，皆難苟同。 

二、新專利法第82條第1項 

歷經多年討論，終於於2011年11月29日通過之專利法修正，於其第73條第2

項，如是規定：「專利權有二以上之請求項者，得就部分請求項提起舉發。」並於

                                                                                                                                                        
期，帶來不可預測之影響，此類更正自應予以同意。此種作法在照顧到第三人利益的同時，

亦對於專利權人予以一定程度的保護。 
19 該系統可自下列網站進入：http://twpat.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最後瀏覽日：2012年2

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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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條第1項規定：「發明專利權經舉發審查成立者，應撤銷其專利權；其撤銷得

就各請求項分別為之。」此等規定，當視為一種「遲來的正義」，僅是對於現行已

與國際專利法制多項制同步接軌的我國專利法，藉由明文規定訓示專利專責機關應

依此規定繼續貫徹多項制精神。蓋於現行法制下，法院判決已要求專利專責機關應

依多項制精神進行審查，而不當繼續因循其所自創之「專利權整體性」概念20。職

是，新專利法第82條第1項，其性質及定位當是一種訓示規定或注意規定，並未創

造出新的權利或義務。對此主張，或有質疑，若依本文見解，該項規定僅是一種訓

示或注意規定，則專利專責機關為何於現行法下無法作出「部分舉發成立，部分舉

發不成立」之審定，並特別強調僅於該項規定通過後，方得據此依法行政，作出

「部分舉發成立，部分舉發不成立」的審定。 

對上開質疑之回答，曰：「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蓋專利專責機關縱令於近年來歷次專利法修正中，徹底引進歐美國家及國際條

約的多項制規範，惟其根本思維模式並未配合此等修正前進，而係繼續舊瓶裝新

酒、以舊思維處理新事項，全面捍衛其過去法制下所發展出來之「專利權整體性」

概念。於此思維下的實務運作，當然無法體察多項制規範理念之真諦，亦當然無法

配合多項制精神，變革其向來審查流程及作為。然則，專利專責機關除其本身便利

之行政便宜的考量外，當有必要對其審定結果所賦予之權利，給予最大的保障，而

非圖一己之便，對未蘊含任何瑕疵的無辜專利權，亦一併予以撤銷，如此作為實愧

當專利「專責」機關之名。 

或許，嫻熟日本專利法制的我國專利專責機關，可以日本過去專利法制對於更

正不准者，亦一律駁回其全體更正請求為由，正當化其作為。的確，日本專利法制

過去亦係基於行政便宜考量，從而對於舉發案中，專利權人所提出之更正若未獲得

專利專責機關核准，則其所有更正請求一併遭到駁回，此一實務運作亦曾獲得法院

判決支持21。然而，對於如此基於行政便宜所為之審查實務及法院判決，自2002年

                                                        
20 參照註1最高行政法院及本文貳中所提及之智慧財產法院判決。 
21 惟須注意者，日本專利實務中此種基於行政便宜所為之一體駁回概念，實與我國專利實務所

強調之專利權整體性概念有基本原理的不同。蓋日本專利法及實務運作，對於各該請求項各

自成立一獨立的專利權，並無爭議，從而各該請求項可以成為獨立的專利權登錄單位、獨立

的申請公開單位、獨立的補償金請求權單位、獨立的權利放棄單位、獨立的舉發撤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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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即陸續受到該國法院之質疑，並進而作出反對之判決，當日本政府於2005年4月

設置智慧財產專業的「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後，該院不少判決更是對於上開基於行

政便宜考量而以一體性概念，對於在舉發案中申請更正而未獲准之更正請求全體予

以駁回的作法，從多項制規範理念提示出反對見解，並於判決中善盡其司法審查之

責，要求專利專責機關縱令是於此程序中，對於更正申請亦應依據各該請求項各自

判斷有無應予駁回理由，而非因其中一項或數項請求項的瑕疵，即一體駁回全部更

正請求22。 

最後，對於上開日本專利專責機關基於行政便宜的一體駁回作為，帶來致命一

擊者，厥為日本最高法院平成20年（2008年）7月10日（平成19年（行ヒ）第381

號）判決23。該號判決理由如此述說：「針對被提起異議之請求項所為減縮其申請

專利範圍之更正請求，實質上具有針對得以依各該請求項提出異議申請之防禦手段

的功能，從而可認定專利權人乃係針對各該請求項而個別申請更正。倘若不承認專

利權人得就各該請求項申請更正，結果將使得異議事件中之攻防欠缺均衡。職是，

於專利異議案中，既容許得針對各該請求項提起異議，且是否撤銷其專利權亦係依

據各該請求項各別判斷，則針對被異議之請求項所為之減縮申請專利範圍的更正申

請，自應亦容許其得依據各該請求項為各別申請，且其准否之判斷亦應依據各該請

求項為之……（故）不能僅以一部分請求項不符合更正要件為由，而不同意包含其

他請求項更正事項在內之全體更正。」一般認為，有關此異議程序中之更正判斷，

亦適用於舉發案中之更正申請24。於上開判決後，日本專利專責機關依據判決理

由，修正其專利審查基準，針對舉發案中之更正申請，不再基於一體性概念全盤否

                                                                                                                                                        
位……。故而，其雖基於行政便宜考量而為一體撤銷，卻絕非將所有請求項視為一個專利

權，而出現所謂「專利（權）整體性」概念。 
22 有關於此發展之敘述，參照三村量一，改善多項制の下におけるクレーム訂正，知的財產法

政策学研究22号，2009年4月，16頁以下。 
23 參照日本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62卷7号，1905頁。 
24 三村量一，註22文，22-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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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其全體更正請求，而係依據各該請求項是否合於更正要件，逐項進行判斷，決定

是否核准或核駁25。 

由上可知，當行政機關僅是基於行政便宜之便而曲解專利法令規定及其規範基

本精神時，職司司法審查之法院即不能對此拱手坐視，而應藉由判決矯正行政機關

的違法慣習，令其實務運作回歸專利法制應有狀態。甚者，日本專利法上開經驗，

更可反證我國新專利法第82條第1項新增與否，與專利專責機關應否依據多項制基

本理念、變革其實務運作二者間，並無因果關係。蓋日本專利法早於1987年修正

時，即已於其第123條第1項本文規定，有二項以上請求項者，得針對各該請求項提

起舉發，而有相當於我國新專利法第73條第2項之規定。縱令如此，日本專利專責

機關於舉發案中之更正審查程序上，依舊採行前述一體駁回作法，最後才遭到法院

基於多項制規範理念、於平衡專利權人權利與第三人利益後，認定其如此作為違

法，令其回歸應針對各該更正請求判斷其各自有無瑕疵之專利法基本精神26。由此

可知，當專利專責機關未能徹底體會多項制之規範理念時，是否有新專利法第73條

第2項、第82條第1項的存在，並無差別。癥結不在於，有無上開新專利法第73條第

2項、第82條第1項等規定的存在，而在於專利專責機關是否理解多項制真正之規範

意涵。日本專利法制歷經20餘載，其法院方始基於多項制基本精神，作出合理保障

專利權人權利之判斷，不可不謂為「遲來的正義」，其經驗亦可為我國法制借鏡，

避免重蹈覆轍。 

                                                        
25 參照日本特許廳特許制度研究会報告書，特許制度に関する論点整理について，2009年12

月，51頁。該項文件可自下列網址取得：http://www.jpo.go.jp/cgi/link.cgi?url=/shiryou/toushin 
/kenkyukai/tokkyoseidokenkyu.htm，最後瀏覽日：2012年2月16日。 

26 同前註之日本特許廳特許制度研究会，亦於其報告書中指出，更正申請審查是否應以請求項

為單位為之一事，實係與專利法制中，權利係以全體請求項為一單位，抑或應以各該請求項

為一單位之專利制度的本質，密切關聯。參照該報告書，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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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權利更正與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 

一、舉發撤銷與權利更正 

專利專責機關對於依據專利法第64條第1、2項及第71條第1項第3款等規定所為

之更正申請，認為必須適用專利權整體性概念之論據，除前述可能損及第三人對於

專利權內容與範圍之認知與信賴外（參照伍之一），主要尚有可能造成程序延宕、

損及舉發人權益、令帶有瑕疵之專利權有不當行使或濫用之虞等理由27。該等理

由，乍看之下，言之成理，仔細檢驗，卻又站不住腳，反而是造成該等弊端發生、

存在者，專利專責機關「責無旁貸」！ 

專利審查基準5.1.2對於舉發程序之進行，採處分權主義，亦即「是否提起舉

發？舉發之範圍如何？均取決於舉發人之主觀意願……原則上，專利專責機關即以

舉發當事人所述理由及附具之證據作為審查之依據，若所提理由及證據不能證明系

爭專利有違反專利法之規定者，則應審定舉發不成立。」此一作法洵屬正確。因

此，舉發對象當然可以不用涵蓋申請專利範圍內之所有請求項，而得就舉發人最為

關心或重視之請求項為之即可。蓋在請求項係界定系爭發明之保護範圍而得排除他

人於此範圍內實施系爭發明技術的認知下，對於舉發人而言，其所關心者，並非集

合名稱之申請專利範圍，而是各個具有排他效力的具體請求項，當申請專利範圍中

一項或數項請求項，不當阻礙舉發人對於特定技術思想之利用自由時，渠只要針對

該項或該數項請求項提起舉發，並只要針對此等請求項提出理由並附具證據即可，

毋庸亂槍打鳥，對所有請求項皆提起舉發。否則，不僅其本身將負擔較為沈重的理

由說明及證據提示，對於專利專責機關而言，亦將必須對於原無爭議之請求項，進

行不必要的審查與判斷，徒然浪費審查資源。 

                                                        
27 在註7之答辯書中，專利專責機關有如下陳述：本局「函以更正內容有實質變更申請專利範

圍之情事，通知原告申復或再為更正，衢料（原文照引），原告……來函僅爭執而不欲更

正，故本局不得不在本案雖僅部分請求項違反專利法之規定而致舉發成立的情形下……作成

『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之審定。否則，本案將因原告不為更正，而陷於遲滯延宕，不

僅有損舉發人權益，且將因程序障礙蘄傷（原文照引）公眾審查制度精神，導致有瑕疵之專

利權不當存續乃至濫用行使的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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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若能正確體會各該請求項單獨成立一個專利權之多項制精神，則於

舉發對象包含數個請求項時，當可針對各該請求項是否涉有該當於應撤銷事由，分

別予以判斷。對於無有撤銷事由者，作出舉發不成立之審定；對於有該當於應予撤

銷事由者，則作出舉發成立之審定。此際，理當可以作出「部分舉發成立，部分舉

發不成立」之審定。於此運作方式下，將不會因為特定請求項之更正程序延宕、判

斷困難度高等因素，影響其他並無疑義請求項權利效力的早期確定28。再者，專利

權人亦可就其未來事業發展需求、爭訟成本、專利地圖或專利組合規劃等因素，綜

合考量，自由選擇針對特定請求項放棄抗辯直接令舉發成立、針對某一請求項則藉

由更正避免遭到撤銷、針對另一請求項則不為任何更正進行爭執。於此防禦方式

下，專利權人將可自由放棄特定請求項，令其回歸公共領域，毋庸懼怕其一旦對於

該當請求項不予爭執或更正，唯一結果將是全部請求項一體遭到撤銷。結果導致，

專利權人縱使不欲爭執，亦不得不爭執，徒然花費不必要的爭訟成本。最後，於此

作為下，不僅不會發生專利專責機關所擔心之帶有瑕疵的專利權不當行使或濫用之

虞，反而可以早日令特定請求項之專利權，進入公共領域，為社會大眾所自由利用。 

然而，上開基於法理應然之機制，在現今專利專責機關「專利權整體性」概念

下，卻於實然面變得不可行。原本，可以藉由針對各該請求項有無應撤銷事由或是

否容許更正進行個別判斷，以便早日確定權利效力，令專利權人及舉發人皆得知悉

權利存否及範圍所在，並基此規劃其未來事業藍圖。然而，在「專利權整體性」概

念下，可能因特定請求項之爭執長期化，致使全體專利權效力及內容處於不確定狀

態，縱令專利權人及舉發人對於該當請求項已無意爭執，但在該當請求項若遭撤銷

則其他請求項亦將一併撤銷的恐懼下，卻又不得不歹戲拖棚，繼續陪專利專責機關

演下去。由此可知，真正造成舉發審查程序長期化、延宕者，恐非專利專責機關所

指責之專利權人，而係專利專責機關本身；因此所產生令舉發人無法早日安心規劃

其事業發展藍圖之結果，又豈是專利專責機關保障舉發人權益應有之作為。另一方

面，對於舉發人而言，其所關心者乃是其所舉發之請求項，其他請求項對其事業活

動並未帶來不當阻礙，縱令不予撤銷，對其權益亦不造成影響；惟於「專利權整體

                                                        
28 在日本法制針對是否應就各該請求項進行更正或撤銷審查的討論中，支持應以請求項為單

位，進行審查之理由，最重要者就在於審查速度的加快、權利早期確定。參照註25書，52
頁。 



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及更正之法律議題研析 77 

專利師︱第十期︱2012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性」概念下，專利專責機關強迫中獎、半買半相送，其他未經舉發之請求項亦一併

予以撤銷，令舉發人收受到所未預期之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既然舉發人對於其他請

求項不予爭執或不關心，依據「專利權整體性」所為一體撤銷之作為，對其權益保

障或增進，實無實質助益，充其量僅是另一種形式的「不當得利」。 

由上可知，專利專責機關主張不適用「專利權整體性」概念可能發生之程序延

宕、損及舉發人權益、令帶有瑕疵之專利權有不當行使或濫用之虞等弊端，其實才

是適用「專利權整體性」概念後，方才產生之弊端。專利專責機關或應於嚴以待人

之際，更該嚴以律己，反躬自省，為何其「專利權整體性」竟然如此禁不住檢驗，

是否已經到了該改弦易轍的時候。假若專利專責機關無此反省之心，僅為求一己行

政便宜之便，則職司司法審查的法院，實有必要藉由判決，給予當頭棒喝！ 

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 

專利專責機關縱令於過去可以毫無畏懼主張其「專利權整體性」概念，但在智

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以下簡稱「審理法」）於2008年7月1日施行後，因應該法第16

條規定的存在，而有必要重新檢視「專利權整體性」概念與該定規定間之整合性。 

審理法第16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廢止之原因

者，法院應就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不適用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

商標法、專利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或其他法律有關停止訴訟程序之規定。（第1

項） 前項情形，法院認有撤銷、廢止之原因時，智慧財產權人於該民事訴訟中不

得對於他造主張權利。（第2項）」該條規定容許當事人得直接於侵權訴訟中，爭

執系爭專利權之效力，倘若法院認為系爭專利權有應撤銷之原因時，權利人即不得

於該訴訟中，主張系爭專利權。 

該條規定立法理由如是說明：「有關智慧財產之民事訴訟中，被告主張智慧財

產權不存在，而提起行政爭訟時，或有第三人對智慧財產權之有效性提出評定、舉

發及行政爭訟時，民事訴訟如依首揭規定停止審判，其權利之有效性與權利之侵害

事實無法於同一訴訟程序一次解決。當事人每以此拖延民事訴訟程序，致智慧財產

權人無法獲得即時的保障……爰設第一項規定，使審理智慧財產訴訟之民事法院，

於訴訟中就其商標權或專利權有無應撤銷或廢止原因之爭點為實質判斷……以期紛

爭一次解決，迅速實現訴訟當事人之權利保護。」由此可知，審理法第16條之立法



78  

專利師︱第十期︱2012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目的，在於防止侵權人可能利用行政爭訟程序故意延宕侵權訴訟，損及權利人權

益，故而令侵權訴訟之法院得直接於其訴訟中，針對權利有效性進行判斷，以期紛

爭一次解決，迅速實現保護權利人之利益。 

如同本文一再重複，在多項制下，每一請求項皆單獨成立一個專利權，而可對

侵害該請求項之專利權者，提起侵權訴訟、請求賠償。假設甲專利權人對於特定發

明擁有A、B、C三項請求項（專利權），乙因侵害A請求項而遭甲提起侵權訴訟，

惟經乙詳細研究後發現，A、B二項請求項並無任何瑕疵，但C請求項則可能含有應

撤銷之瑕疵。基此，雖然甲係基於A請求項對乙提起侵權訴訟，惟乙卻以與訴訟標

的無關之C請求項，依據審理法第16條第1項主張抗辯29。毫無疑問，基於多項制理

念，由於A請求項之專利權獨立存在，不因C請求項有應撤銷理由而喪失其效力，故

乙之抗辯無理，乙仍構成專利權侵害，應賠償甲之損害。現行智慧財產法院於實務

運作中，採行此一見解，不承認乙之抗辯。 

然而，假若採取「專利權整體性」之見解，則因其中一項請求項含有撤銷理

由，全體請求項將一併被撤銷，從而上開事例中之A請求項亦將被撤銷，乙之抗

辯，得以成立。倘若甲為消除C請求項之瑕疵，則勢必要至專利專責機關處申請更

正，一路走完其行政爭訟程序確定後，方能再回到侵權訴訟法院，繼續其可能已經

是數年前曾提起之侵權訴訟。如此結果，豈是立法者當初制定審理法第16條、期盼

訴訟迅速解決保障權利人之本意。「專利權整體性」概念，至少在審理法施行後，

更加喪失其實定法基礎；在論理解釋方法要求法律規定相互間應合乎邏輯的思維

下，沿襲舊慣習的「專利權整體性」概念，實應於新制定的審理法之規範理念下，

成為過去式。 

柒、結 語 

專利專責機關主張，「專利權整體性」實是現行專利法規範下，必然導出之原

理原則，不僅有專利法第67條第1項本文作為其實體法依據，亦可從專利權分割制

                                                        
29 本件假設事例，係於司法院之研究計畫審查報告中，得自於智慧財產法院李得灶庭長之討

論。於此，謹對李庭長，表示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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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廢止、新專利法第82條第1項於其時尚未立法通過、甚至是保障第三人之認知

與信賴、避免程序延宕、維護舉發人權益、防止帶有瑕疵專利權濫用之虞等觀點出

發，支持其論證。然而，不僅此等似是而非的論據，經不起稍微詳細的檢驗，而漏

洞百出、捉襟見肘。更重要的是，專利專責機關近年來致力於推動我國專利法制與

國際專利規範的平準化，陸續參考歐、美、日等國及國際條約規範，數次修正專利

法，使得我國專利法制規範實際上已不遜色於其他先進國家。於此過程中，於該等

國家專利法制中所視為理所當然的多項制、廣義的發明概念等，就自然而然進入我

國專利法相關規定中（參照專利法第26條第3項、第32條等規定）。很可惜地，就

多項制與專利權整體性之爭議而言，吾人不得不謂，專利專責機關近年來的國際化

努力，似乎僅有淺碟型的收穫，僅引進其表象或外觀，未能真正體認歐美日等國專

利法制規範之基本精神與原理。 

或許，專利專責機關可以行政便宜、節約審查成本或行政資源為由，持續維護

其「專利權整體性」之主張。然而，就現今法律規範理念而言，所謂「成本」並非

只有負責法律執行的行政機關之成本而已，尚應將一般私人或企業為遵守該當法律

所付出的遵法成本、因行政機關不當執法導致其權利未能受到充分保障之損失、因

此所提起訴訟之訴訟成本、法院審判所需花費之司法成本、而於專利法上更有因對

於權利保護不週所導致創新誘因降低的創新不足成本……等。有為的專利專責機關

於其制度設計時，理當將上開所有社會成本納入考量，而非僅是著眼於其本身行政

便宜下所節約之成本。或許，基於「專利權整體性」概念所為之審查作業，的確部

分降低專利專責機關的行政成本，惟如同本文所述，其卻也可能大大提高其他各種

社會成本。只是，對於專利專責機關而言，此等社會成本僅是一種外部成本，從而

未加以重視，亦不必為此付出任何預算。當專利專責機關基於本位主義合理地忽略

此等外部成本時，職司司法審查重責的法院，當有必要藉由判決，糾正專利專責機

關之「合理的無知」（Rational Ignorance），命其正視多項制規範理念，並據此

「依法行政」。如此，方能促使專利專責機關基於整體社會成本支出之考量，重新

省思、改革「專利權整體性」所蘊藏之各種問提點與弊端，確切實現我國專利法制

近年來銳意革新所欲達成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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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專利物品中消耗品之替換

與專利權耗盡（上） 
黃文儀* 

壹、前 言 

專利產品的一部分為消耗品，例如墨水或底片等，將消耗品用完後的專利產品

回收，替換裝填新的消耗品再販賣，是否合法？於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被告將使

用後的專利照相機，於替換底片後再行販賣，專利權人基於同一專利在美國與日本

進行侵權訴訟，然而判決結果並不相同。 

在日本，於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東京地裁平成12年8月31日平成8（ワ）

16782）中，法院判斷「被告製品為……於沖印店中攝影完畢的底片被取出之時

點，社會通念上其效用應已結束。因此，於本件中，……存在妨礙國內耗盡以及國

際耗盡成立之情事，故認許原告對被告製品行使其權利。」系爭專利權之構成特

徵，在於將底片安放在底片單元之前，預先使底片呈現從底片盒拉出之狀態，每次

攝影時須捲動底片，攝影結束底片便收納於底片盒中，而容易取出底片。裝填替換

底片，在日本被認為是侵害專利權。 

反之，美國於Jazz Photo Corp. v. ITC事件1中，CAFC判斷「將壽命短的專利部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兼任副教授，中華工商研究院副教授。 
1 Jazz Photo Corp. v. ITC, 264 F.3d 1094, 1107 (Fed. Cir. 2001) (“As discussed in Aro 

Manufacturing, the replacement of unpatented parts, having a shorter life than is available from the 
combination as a whole, is characteristic of repair, not reconstruction. On the totality of the 
circumstances, the changes made by the remanufacturers all relate to the replacement of the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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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予以交換，為修理而不是再造」，不認許專利權的行使。美國的非侵害之判決，

可說是偏向於回收業者，旨在促進物品回收。關於裝填替換印表機墨水的案件，在

美國也是回收業者這一方勝訴的可能性高。 

本文以印表機墨水匣專利侵權事件為例，敘述與檢討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智慧

財產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有關之判決，並與先前類似案件之判決比較分析。本文

論點除與專利權是否耗盡、是否間接侵害專利有關外，也涉及資源回收與專利保護

之衝突。如何抉擇處理為所有施行專利制度的國家值得探討的課題。 

貳、東京地方法院Canon案判決 

在此摘述與檢討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平成16年12月8日作出的平成16年（ワ）第

8557號判決。 

1.事件概要 

本 案 件 原 告 （ Canon公 司 ） 擁 有 關 於 噴 墨 式 印 表 機 用 的 墨 水 匣 專 利 權 （ 第

3278410號），被告（Recycling assist公司）將實施上述專利權之原告製品，於使用

完畢後再予製品化，並輸入日本，原告對被告製品，基於上述專利權請求禁止該製

品 的 輸 入 、 販 賣 等 以 及 廢 棄 。 被 告 則 主 張 專 利 權 耗 盡 等 為 抗 辯 。 （ 以 下 簡 稱

「Canon案」）。 

2.爭 點 

對於使用完畢的墨水匣（原告製品）予以再充填墨水、販賣的行為，是否適用

權利耗盡。 

3.當事人的主張 

3-1 原告的主張 

(1)依據BBS事件2最高法院之法理，耗盡論之前提在於一般交易、流通過程

                                                                                                                                                        
the LFFP otherwise remaining as originally sold”). 

2 最高裁判所第三小法庭平成7年(オ)第1988號特許權侵害禁止等「BBS事件」。判示「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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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專利權不能妨礙商品的自由流通。用後拋棄的專利製品之購買者，單次使用該

專利製品，判斷無使用價值而廢棄，流入資源回收途徑後，利用該廢棄品進行製

造，作為新的生產，明顯是侵害專利之行為。 

(2)原告製品係以單次使用為前提設計，作成不能再充填墨水的構造。 

(3)依據被告指摘的問卷調查結果（乙3之1），整體的48.2%係作為自家垃圾廢

棄，46.1%投入回收箱。消費者並非作為墨水匣再利用，而是為了協助資源回收，

投入回收箱等協助回收。 

3-2 被告的主張 

(1)本件墨水匣的本體，墨水消費後物理上仍然能夠使用，其功能、用途並未損

耗。再者一般消費者使用後述的裝填替換用的墨水3，也容易裝填替換墨水。 

(2)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平成8（ワ）16782），係在攝影後於沖印店中取出底

片之際，破壞鉤子等連結部材，為了裝填新的底片將內蓋取出本體外，便會破壞鉤

子、超音波熔著部分等。反之，本件墨水匣本體為能夠重複使用的構造。 

(3)關於問卷（乙3之1、2）回答現在利用回收墨水匣的人占整體的8.8%，回答

現在未利用的人占8.7%，於利用意願中，回答「務必利用」或「盡可能利用」的人

合計占整體的33.4%。 

4.判 決 

4-1 結 論 

「基於在日本讓渡的原告製品，對被告製品認許成立國內耗盡」，故駁回原告

之請求。 

4-2 理 由 

上述事實，綜合如下。 

 

                                                                                                                                                        
權人沒有保留地在國外讓渡專利製品時，受讓人以及後來的轉得者，不受讓渡人於我國的專

利權之限制，應解釋為對其默示授予支配該專利製品的權利」，亦即所謂真正商品的平行輸

入不侵害專利權。 
3 在此所謂「後述的裝填替換用的墨水」係指在判決ウ（エ）「替換用墨水之販賣」中提到的

墨水，本文為節省篇幅未予詳述。 



專利物品中消耗品之替換與專利權耗盡（上） 83 

專利師︱第十期︱2012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1)專利製品之構造等 

本件墨水匣之本體，墨水用完後並未破損，作為收納容器有充分再利用的可

能，和消耗品的墨水相比其耐用期間較長。這點和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判決，於攝

影後取出底片，若重新裝填新的底片，就會破壞內蓋與本體間的鉤子、超音波熔著

部分等有大的差異。接著，若在液體收納室的上面開設注入孔，便能夠再充填墨

水。 

(2)專利發明之內容 

於本件發明1中，形成毛細管力高的界面部分之構造為重要者，上述毛細管力

高的界面部分之構造，於墨水使用完畢後仍然殘存。 

(3)交易之實情 

本件墨水匣本體現在利用回收墨水匣的比例也達到8.8%。接著，今後朝向回收

便宜的墨水匣之情況可以預期會進一步提高。 

根據以上之事實，於本件墨水匣本體中，作為再充填的被告製品，因不能被認

為該當新的生產，故基於在日本讓渡的原告製品，對被告製品認許成立國內耗盡。 

【檢 討】 

1.日本的專利權耗盡 

在日本所謂專利權耗盡，係指當專利權人合法散布相關產品，該專利已經在相

關產品上達成其目的，則專利權耗盡。本事件東京地方法院之判決，引述最高法院

在BBS事件中有關專利權耗盡之理論。在BBS事件最高法院的判決中，述及專利權

耗盡的兩個理由，即(1)於一般的讓渡中，讓渡人關於目的物擁有的權利移轉給受讓

人，受讓人取得讓渡人的所有權利，在專利製品於市場中流通的場合，係以受讓人

關於目的物取得與專利權人的權利行使分離，能夠自由地在營業上使用，再讓渡等

權利為前提，而從事交易行為。倘若關於專利製品進行讓渡每一次都要專利權人同

意，將會阻礙於市場中商品的自由流通，有害專利製品的圓滑流通，反過來對專利

權人產生不利的結果，並且違反「藉謀求發明之保護及利用，獎勵發明，而對產業

的發達有貢獻」的特許法之目的。(2)專利權人本身於讓渡專利製品時，已取得包含

公開專利發明的對價之讓渡價款，取得相當於同意實施專利發明的實施費用，故已

保障了確保代償專利發明之公開的機會，關於從專利權人或實施權人讓渡的專利製



84  

專利師︱第十期︱2012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品，不認為有讓專利權人於流通過程中取得雙重利潤的必要。 

2.類似事件之比較 

與本事件爭點類似的，有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此一事件，被告向沖印店購買

一般消費者使用後拿到沖印店的底片單元（用後拋棄照相機），將它裝填替換新的

底片後販賣。對此，法院以「被告製品為……於沖印店中攝影完畢的底片取出之時

點，社會通念上其效用應已結束。因此，於本件中，……存在妨礙國內耗盡以及國

際耗盡成立之情事，故認許原告對被告製品行使其權利。」而否定耗盡的成立，此

和本事件的結論有異。 

本事件之判決，墨水收納容器於墨水用完後並沒有破損，可以再利用之點，和

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一旦裝填替換底片，則內蓋與本體間的鉤子、超音波熔著部

分等被破壞，兩者情況有差異。從而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與本事件判決之結論不

同，一般可接受。但本事件判決在理由上有幾點須加檢討。 

本判決的立場似乎認為，如果原告變更了製品之規格，使墨水匣的耐用期間縮

短，且採墨水難以再充填的構造，則本事件與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之類似性增加，

但兩事件就專利發明之內容與被告的實施行為之關係來看，為完全不同的案件。在

此，關於兩事件專利發明之內容與被告的實施行為簡單敘述。 

(1)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 

a)專利發明之內容 

將底片安放在底片單元之前，預先使底片呈現從底片盒拉出之狀態，每次攝

影，底片逐漸收容於底片盒，底片用完之際，底片就被收納於底片盒。藉此構成，

於底片用完後不需要將底片回捲至底片盒之作業。 

b)被告之實施行為 

將原告裝著的底片從底片單元本體部取出，以別的底片預先從底片盒拉出的狀

態裝著於底片單元本體部。 

(2)本事件 

a)專利發明之內容 

第1與第2的負壓發生部材之界面部分的毛細管，比第1與第2負壓發生部材本身

的毛細管力大。藉此，界面部分經常可以保持墨水，阻止從大氣連通部的氣體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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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部分進入液體收容室。 

b)被告的實施行為 

於墨水匣的液體收容室開孔，洗淨後，再充填墨水，封住孔洞。 

比較兩事件很明白，在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專利發明的本質部分4在於「將底

片安放在底片單元之前，預先使底片呈現從底片盒拉出之狀態」的部分，為被告所

實施，反之在本事件，被告的實施行為與專利發明的本質部分無關。兩事件，就專

利發明之內容與被告的實施行為的關係來看，事實完全不同。又此事與墨水匣的耐

久性無關。 

3.專利權耗盡與技術公開 

專利權人作為公開專利發明之代償，被賦予獨占排他權。因此，檢討是否適用

耗盡時，必須檢討專利權人「公開」了什麼。在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專利權人公

開了「將底片安放在底片單元之前，預先使底片呈現從底片盒拉出之狀態」的技術

思想，而被賦予專利權，被告的實施行為再現此一技術思想，理應評價為專利製品

的「重新生產」。另一方面，本事件，專利權人公開了「界面部分的毛細管力比第

1與第2的負壓發生部材本身的毛細管力大」的技術思想，而被賦予專利權，故再現

此一部分的實施行為（例如，當界面部分的毛細管力變得較小時，予以回復，或第

1與第2之負壓發生部材整體予以替換之行為），應評價為「重新生產」，但其他部

分的補充、替換（例如墨水的再充填，或替換等），不應評價為「重新生產」。 

在此可認為是依據補充、替換的構成要素，於請求項中如何記載而來決定。請

求項不僅記載與新公開的技術思想有關的構成要素，也記載來自習知的必要構成要

素，若將習知的必要構成要素之替換評價為「重新生產」，對專利權人的保護將超

過其所公開的技術思想之範圍。 

再者，本事件之墨水匣有一定的回收率，此一回收率今後預期會更加提高，本

判決述及，於美國或德國，比日本更大規模地販賣噴墨印表機用的墨水、墨水匣的

回收品。近年來大量的廢棄物的出現引起了環保與社會問題，將能夠回收的物品予

以回收，對社會極為有益且重要。因此，日本制定了與促進資源的有效利用之相關

                                                        
4 所謂「本質部分」，意指有此一構成要素始具進步性，而准予專利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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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平成3年法律第48號），平成14年修正後的同法將使用再生資源以及再生部

品訂為包含企業在內的國民之責任與義務，本判決將此作為肯定耗盡的根據之一。

但專利製品是否回收應認為和耗盡的成立沒有關係。理由是，假定被告開始回收

時，回收率非常低，被告繼續回收而回收率提升，如果被告回收開始當初，否定耗

盡，被告繼續回收期間，耗盡成立，同一的實施行為變成侵害，會產生這種不自然

的結果。只要購買專利製品的人可以對該製品自由使用、再讓渡，不該當「重新生

產」，便能夠自由地修理。購買專利製品的人的此種權利，若隨一般消費者回收率

的高低而有變動，顯得不自然。 

於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法院判示在專利製品的效用結束的場合，對於其後的

專利製品否定成立耗盡，法院判示「原告製品……消費者……送到沖印店，於暗房

中取出攝影完畢的底片之時點，社會通念上，其效用應已結束。」依此見解似乎在

墨水匣於使用完墨水後一般係予以廢棄的場合（亦即墨水匣的回收率極低的場

合），在墨水用完的時點，墨水匣的效用結束，據此可對其後墨水匣的回收否定耗

盡成立。但是，在本事件，即使是在墨水匣的回收率極低的場合，也應認為墨水匣

其效用並未結束，理由如下。 

在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係以專利製品的效用結束作為否定耗盡成立的根據，

效用結束為「於暗房中取出攝影完畢的底片之時點」。一旦將底片從單元本體部取

出，其後殘留的和專利發明之本質部分「將底片安放在底片單元之前，預先使底片

呈現從底片盒拉出之狀態」的技術思想就沒有關係，故說「效用已結束」可以接

受。而在本事件，墨水匣之效用結束，可考慮為例如從墨水匣中取出第1與第2的負

壓發生部材的時點，此為專利製品和專利發明的本質「界面部分的毛細管力比第1

與第2的負壓發生部材本身的毛細管力大」的技術思想沒有關係的時點。回收的墨

水匣除墨水消耗掉外，並無前述情事，故其效用不能說已結束，地方法院之判決在

此點上與用後拋棄照相機之判決有所區別。 

參、智慧財產高等法院Canon案控訴審判決 

由於智慧財產高等法院之判決涉及發明的本質部分之認定，為幫助理解，以下

先簡述系爭特許第3278410號請求項1所記載的本件發明1之技術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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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知墨水匣之技術，為了安定供給墨水所需發生的負壓，係於墨水匣內具備墨

水吸收體，利用墨水吸收體的毛細管力（墨水之吸收力），同時為了增加墨水匣的

單位體積的墨水吸收量，將墨水匣區隔成二個空間，一邊的空間為直接收納墨水的

液體收納室，另一空間為收納負壓發生部材的負壓發生部材收納室。（圖1參照） 

但是，在銷售物流等過程中，於使用開始前，若將液體收納室對負壓發生部材

收納室擺放在重力方向的上方位置，因液體的收納室導入氣體，超過液體收納室能

夠保持的墨水量會從負壓發生部材洩漏，在開封時從大氣連通部溢出，或者從液體

供給口滴下墨水，有汙染使用者的手等之虞。（圖2參照） 

為解決物流過程中的墨水洩漏問題，本件發明1之液體收納室中收納負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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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材A（大氣連通部）與負壓發生部材B（與液體收納室連通孔側），負壓發生部材

A與負壓發生部材B的境界線施以壓接，使負壓發生部材之境界層附近的壓接率比其

他部位高，形成毛細管力增加的狀態。（圖3參照） 

此種構成，境界線無論被擺放在怎樣的方向都可以全程處於保持墨水的狀態，

藉區隔壁及負壓發生部材收納室中與收納的墨水相互協作，具有阻止向液體收納室

導入氣體的阻止氣體導入手段的功能，可以抑制超過負壓發生部材收納室能夠保持

的墨水量，從液體收納室流入，於物流過程中產生防止墨水洩漏之作用效果。（圖

4參照） 

接著摘述與檢討有關Canon案的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大合議）平成18年1月

31日作出的平成17年（ネ）第10021號判決。 

1.事件之概要 

原告擁有噴墨印表機使用的墨水匣有關專利權（特許第3278410號）。被告對

實施專利權的原告製品使用完畢之物品再充填墨水等而製品化，並輸入、販賣。原

告對被告，基於上述專利權請求禁止該製品的輸入、販賣等以及廢棄。被告則主張

專利權耗盡等，而有爭執。 

原審（東京地方法院平成16年（ワ）第8557號）以「於本件墨水匣本體中，再

充填後的被告製品，因不能認為該當新的生產，故基於在日本讓渡的原告製品，對

被告製品認許成立國內耗盡」，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為原告不服原審之判斷，提

起控訴。 

2.爭 點 

對於使用完畢的墨水匣（原告製品）再充填墨水後販賣之行為，能否適用耗

盡。 

3.當事人的主張 

3-1 控訴人（原審原告）之主張 

被控訴人（原審被告）將使用完畢的控訴人製品再生的製品化之行為，如下所

述該當「生產」，故被控訴人的輸入、販賣行為侵害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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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生產，在專利權的侵害判斷上，係基於申請專利範圍的記載來判斷，若

對於申請專利範圍中記載的重要要素予以修理、修改之行為，便屬生產。接著，在

重要部分變得困難使用或被破壞，結果失去作為專利製品的意義時，修理、修改使

其恢復原來狀態的行為，係運用它為部材來生產。 

本件發明的重要作用效果為，提高壓接部界面的毛細管力而對空氣移動形成壁

障。可是在使用完畢的墨水匣的場合，匣體內的墨水乾燥、凝固，纖維部材內漸生

氣泡或空氣層，而喪失壁障的功能，為了恢復功能，必須將匣體內部洗淨及乾燥。

被控訴人的製品，經由包含洗淨及乾燥的步驟予以再生，恢復本件發明的重要功

能、該當生產。 

3-2 被控訴人的主張 

於本件中的再充填行為，藉再充填比本件墨水匣本體壽命相對短的墨水之消耗

部材，為使墨水匣本來的壽命完整的行為。再者，於再生步驟中，並不存在破壞墨

水匣的構成要素之物理步驟（於控訴人的製品中，最初充填墨水之際的墨水充填口

係以塑膠球塞入密閉，於再充填時，僅將此一球壓入或取出。但是為了再充填也有

獨自開孔的情況，此一場合為進行物理的破壞）。墨水再充填的前後，本件墨水匣

本體的物理構造完全相同，除墨水外，並沒有部品的替換、改變。墨水的再充填，

可被認定係在專利製品的同一性之範圍，不過是替換壽命短的消耗部材，理所當然

為「修理」，而不能評價為「新的專利製品之生產」。 

4.判 決 

4-1 結 論 

判斷「被控訴人製品，因對構成本件發明1的本質部分的部材予以加工或替

換，故專利權未耗盡」，認許控訴人的請求。 

4-2 理 由 

(1)專利權未耗盡場合之類型 

首先，敘述專利權未耗盡之類型如下。 

「於（イ）專利製品作為製品本來的耐用期間過了，效用結束後，再使用或再

利用（以下稱「第1類型」），或（ロ）第三人對構成該專利製品中的專利發明之

本質部分的部材之全部或一部分予以加工或替換（以下稱「第2類型」）時，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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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為專利權未耗盡，專利權人關於該專利製品，容許基於專利權行使權利。」「是

否該當第1類型。係以專利製品為基準，藉該專利製品作為製品的效用是否結束來

判斷，對是否該當第2類型，係以專利發明為基準，藉構成該專利製品中的專利發

明之本質部分的部材之全部或一部分是否被加工或替換來判斷。」 

(2)第1類型之該當性 

法院判斷如下，否定第1類型的該當性。 

將墨水消耗後的控訴人製品之本件墨水匣本體再充填墨水之行為，以專利製品

為基準，從該製品作為製品之效用是否結束之觀點來看時，在墨水匣的通常之用法

下，該當消耗部材之交換。再者，墨水匣本體之利用限定於使用當初充填的墨水，

因為不是法令規定，也未形成強固的社會共識，故不能以當初充填的墨水消耗完，

就說專利製品本來的耐用期間過了，效用結束。 

因此，於本件不該當專利權沒有耗盡的第1類型。 

(3)第2類型之該當性 

法院判斷如下，肯定第2類型的該當性。 

首先關於本質部分判斷如下。 

本件發明1係藉採用(i)於負壓發生部材收納室收納二個負壓發生部材，該界面

的毛細管力，比負壓發生部材的毛細管力高，兩者相互壓接的構成（構成要件

H），與(ii)充填一定量的墨水之構成（構成要件K），形成妨礙負壓發生部材的界

面中空氣流動的壁障之點，被認為具有向來的墨水匣所未見到的技術思想，以此為

核心的特徵部分。 

其次，關於被控訴人的再充填墨水行為，判斷如下。 

丙公司利用墨水消耗後的控訴人製品，將被控訴人的製品予以製品化的步驟，

包含在本件墨水匣本體之液體收納室之上面開孔，將本件墨水匣本體之內部洗淨，

直到超過負壓發生部材收納室之負壓發生部材之壓接部之界面部分為止，對液體收

納室整體注入墨水之步驟。 

壓接部之界面，比第1及第2之負壓發生部材的毛細管力高，故在取出印表機的

時點，通常界面的纖維材料中仍附著墨水，在上述期間經過後，界面的纖維材料之

內部的多數之微細空隙附著的墨水以不均勻的狀態而乾燥，在空隙內部形成氣泡或

空氣層，妨礙新的墨水的吸收保持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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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狀態「應為於墨水匣本體中，構成要件不滿足之狀態。」 

「因此，將本件墨水匣本體之內部洗淨，將附著的墨水洗去，對此再充填定量

墨水的滿足構成要件K之行為，以專利發明作為基準，從成為專利發明特有的解決

手段基礎的技術思想核心的特徵部分之觀點，於控訴人的製品中，構成本件發明1

的本質部分在於壓接部的界面，將其功能恢復的同時，復備妥上述份量的墨水，藉

由構成要件H及K的再滿足，為達成形成妨礙空氣流動的壁障的本件發明1之目的

（防止封閉時的墨水洩漏）的手段不可欠缺之行為，應說是關於專利製品中的專利

發明的本質部分構成部材的一部分之加工或交換。」 

【檢 討】 

於本事件中，智慧財產高等法院進行大合議審理，認許控訴人的主張，判斷被

控訴人回收品的製造、販賣行為侵害專利權。 

於本事件智慧財產高等法院之判決，提到「專利權之耗盡，係從特許法的保護

發明與社會公共利益的調和之觀點而認可（BBS最高法院判決參照），應不能因為

專利權人之意思而妨礙耗盡」，從而在日本專利權人不能以契約控制專利權耗盡，

專利權耗盡係從大眾接受的意義上來客觀判斷，此和美國不同（參後述）。 

本事件判決對於物的生產方法發明，關於依該方法所生產之物（成果物），述

及「於我國之專利權人或等同之人，於外國讓渡成果物之場合，專利權人對於受讓

人，關於該成果物之販賣對象或使用地域，除有排除我國的合意外，對於從受讓人

受讓專利製品的第三人，以及其後之轉得者，除非與受讓人間有明確表示該成果物

的該意旨的合意，對該成果物的輸入我國、國內使用、讓渡等行為，不能行使專利

權。」可見日本在未附條件銷售專利物品之場合，係採國際耗盡，容許平行輸入。 

此外本判決提到，「專利權人或受其同意的實施權人，將僅於專利發明之方法

中使用之物或於該方法中使用之物（於我國國內一般廣泛流通之物除外）的解決發

明課題不可欠缺之物，於我國國內讓渡之場合，關於受讓人或轉得者使用該物而使

用該方法發明有關之方法的行為，以及使用該物而對專利發明有關方法生產的物予

以使用、讓渡等之行為，應不容許專利權人基於專利權行使權利」，可見日本關於

販賣專利方法之產品，也會讓該方法專利權耗盡。 

本判決關於回收合法販賣的專利物品，替換消耗部件，專利權未耗盡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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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類型區分5。 

1.專利權未耗盡的類型 

法院關於專利權未耗盡，列舉兩種類型。直言之，第1類型係以專利製品為基

準，為在專利製品效用結束後，將該製品再使用或再利用的情況。第2類型係以專

利發明為基準，為對構成專利發明的本質部分之部材，進行加工或替換的情況。關

於第1及第2類型進一步說明。 

(1)第1類型 

於第1類型中，判斷專利製品之效用是否結束，與其說是從技術的觀點，毋寧

說是從社會或經濟的立場來決定。於替換包含專利製品的部材之場合，其行為是否

該當「修理」，是否該當「再生產」，並不參酌專利權之內容，係以專利製品本身

為基準，從替換部材所占的經濟價值之重要性或量的比例之觀點來判斷。在替換的

部材為消耗品，耐久性短的部品之場合，該部品之替換不該當第1類型。 

關於第1類型專利權未耗盡之理由，判決述及a)和一般交易行為同樣，專利製品

於市場中進行交易，也是以受讓人對目的物取得不受專利權人行使權利的影響，能

夠在營業上自由使用、再讓渡等的權利為前提。上述的使用或再讓渡等，係以專利

製品達成其作用效果為前提，經過年月所伴隨的部材之磨耗或成分的劣化等，而無

法達成作用效果時，受讓人無法預期該製品的使用或再讓渡，故於效用結束後，對

                                                        
5 在Canon案前，日本法院關於回收主要採兩種見解，一是「製造說」，另一是「耗盡說」。

在製造說，法院考量改變一專利產品是否該當可容許的「修理」，或不容許的「製造」。製

造說的理由是，專利權人的製造權利並未耗盡，因為專利耗盡係在專利權人或被授權人讓渡

的特定專利物品上被承認。因此，使得受讓專利產品的人能夠「修理」，其為「使用」的一

部分。如果受讓人將已喪失原來專利產品同一性者予以「修理」，就被考慮為「製造」，便

允許專利權人行使其權利。在耗盡原則下，法院考量在投放市場時，專利產品被改變是否在

專利產品預期使用的範圍內。耗盡說的理由是，專利權耗盡原則之運作，不須涵蓋專利產品

的所有用途，而是包含在社會通念上可預見的用途即可。因此，若專利產品受讓人以社會通

念上不尋常方式使用相關物品時，則否定專利權耗盡，專利權人可以再度行使權利。但在

Canon案高院明白不採製造說，敘述(i)如果該專利產品沒有物理改變，決定一行為屬修理或

製造是困難的，而且(ii)製造說讓人混淆，因為其以和特許法第2條第3項第1款的「製造」不

同方式使用「製造」一詞。（Canon, 1922 Hanrei Jiho at 47-48.）此將影響未來日本法院於類

似案件上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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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使用或再利用的專利製品，解釋為專利權效力所及，不會妨害於市場中商品的自

由流通。b)專利權人在讓渡專利製品時，係就直到該專利製品的效用結束期間的使

用或再讓渡等，取得公開專利發明之對價，故對效用結束後再使用或再生利用的專

利製品，解釋為專利權效力所及，不會讓專利權人獲得雙重利潤。另一方面，對效

用結束的專利製品施以加工所得之物，再使用或再讓渡時，會侵奪專利製品新的需

求，有害專利權人。 

於本事件中，法院關於第1類型之該當性係從，(i)若對墨水消耗後的墨水匣再

充填墨水，有可能再供印刷。墨水正如消耗部材，故墨水的再充填行為，該當作為

墨水匣的通常用法下消耗部材的替換；(ii)墨水匣之利用限定1次意旨的認識，不能

說是形成強固的社會共識兩理由，認定再充填墨水的行為不該當第1類型。由於不

該當第1類型，所以法院原則上認許墨水的再充填行為，判示僅當該行為該當第2類

型的場合，予以禁止。亦即，法院並未全面禁止墨水的再充填行為，在具體檢討專

利發明的內容與被告的實施態樣上，判斷在被控訴人的行為該當第2類型的場合，

須予禁止，而在不該當第2類型的場合，其行為不予禁止。 

(2)第2類型 

是否該當第2類型，與其說從專利製品的社會或經濟的立場，不如說是基於專

利發明之技術內容來判斷。在將包含專利製品的部材替換之場合，若該部材從解決

專利發明課題的觀點不是重要（不構成本質部分）的話，該一替換該當「修理」，

若該部材從上述觀點為重要者，該一替換成為專利製品之「再生產」，該當第2類

型。 

於本事件中，法院判斷如下。 

a)本質部分係在，(i)於負壓發生部材間設有毛細管力高的界面，(ii)界面整體充

分保持液體的兩方面。 

b)墨水消耗後若將墨水匣放置，墨水會乾燥，上述界面功能無法發揮。 

c)被控訴人，(i)藉洗淨墨水匣恢復上述界面之功能，(ii)藉再充填墨水使上述界

面充分保持液體。 

d)被控訴人藉洗淨＋再充填，使上述兩個本質部分復活，因此被控訴人行為該

當第2類型。 

依據此一判斷，法院重視被控訴人的再充填行為與同時的洗淨行為。因判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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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上述本質部分的(i)、(ii)兩者之構成，而能達成本件發明之目的，故在墨水再充填

行為與墨水匣洗淨行為之一者欠缺的場合，便判斷為不該當第2類型。 

本事件，雖然被控訴人回收墨水已經乾燥的墨水匣，進行將其洗淨以及再充填

墨水之行為，假定回收墨水未乾燥的墨水匣，未將其洗淨，進行再充填墨水的話，

可能獲得不同的結論。理由是，這時的實施態樣，墨水未乾燥未喪失上述之界面功

能，因沒有洗淨並沒有恢復其功能，故不能說是進行構成專利發明的本質部分的部

材之加工或替換。與此關聯，控訴人本身於其主張中，述及「ウ.裝填替換的墨水，

由於使用者係對使用中或使用後的墨水匣（內部的纖維部分充分濡濕狀態）來使用

者，故不能將使用完畢逐漸乾燥的墨水匣之再生與裝填替換墨水的使用同樣考

慮。」顯示上述2個實施態樣的不同。 

再者，假定專利發明的本質部分在墨水匣的框體構造等，而不是在前述(i)、(ii)

部分，墨水匣的框體不會有因墨水乾燥而喪失作用效果，則如被控訴人那樣，回收

已經乾燥的墨水匣，將它洗淨以及再充填墨水，其行為也不該當構成專利發明本質

部分的加工或替換，可說不該當第2類型。 

從而本事件雖然認可控訴人的主張，但亦有可能存在認可再充填墨水之情況。 

2.地方法院判決與高等法院判決之比較 

本事件的地方法院判決認許專利權耗盡，被告行為不侵害原告專利權。地方法

院與高等法院作了不同之判斷。 

在地院，原告的主張，主要在於被告再充填墨水行為是否該當墨水匣之再生

產。原告對被告之實施態樣，雖主張被告洗淨墨水匣內部，但並未主張墨水匣內部

的洗淨該當負壓發生部材間的界面功能之再生。 

而在高院，控訴人主張墨水匣的再生不僅是墨水的再充填，亦主張墨水匣內部

之洗淨也不可欠缺，藉由內部之洗淨，恢復因殘存墨水的乾燥而喪失的負壓發生部

材間的界面之功能。 

地院判決，被告再充填墨水之行為不該當再生產，而作出被告行為非侵害之判

斷。高院判決，被控訴人洗淨墨水匣之內部該當負壓發生部材間的介面之功能的再

生，判斷被控訴人行為侵害專利權。 

檢討原告（控訴人）在各法院的主張後，可認為地院與高院之判斷所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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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因於原告（控訴人）在地院與高院所主張內容之差異。 

原告在地院因未主張被告行為與負壓發生部材間之界面的功能再生之關係，地

院係從專利製品之構造、專利發明之內容以及交易之實情三方面論述被告的行為不

能說是該當墨水匣的再生產，作出被告行為非侵害的結論。地院判決並未述及專利

權為耗盡的第1類型與第2類型之區分。 

控訴人在高院主張被控訴人行為與負壓發生部材間之界面功能的再生之關係，

故被控訴人行為該當墨水匣的再生產，高院在專利權未耗盡類型區分的基礎上，認

定被控訴人行為該當第2類型，專利權未耗盡，作出侵害專利權的結論。 

地院與高院判決結論不同，顯示在回收專利製品，替換耗材的事件上，除了與

當事人的訴訟策略有關外，法院對專利權是否耗盡的判斷準則之差異亦有影響。 

3.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與高等法院判決之比較 

關於耗盡成立要件的有無，過去曾在用後拋棄事件（東京地裁平成8（ワ）

16782）中爭執。此一事件，對於被告裝填替換底片之行為，不認許耗盡，而認許

專利權人行使權利。 

關於不認許耗盡之成立一點，本事件與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相同。但是其根據

以及適用範圍，兩者完全不同。 

本事件如上所述，高等法院認定被控訴人行為不該當第1類型，而該當第2類

型。另一方面，在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地方法院判示「在專利製品效用結束的場

合，對於其後的專利製品否定耗盡之成立」，再者，如判示「原告製品……消費

者……送到沖印店，於沖印店中將照相完畢的底片取出之時點，社會通念上其效用

應可說結束。」所瞭解的，被告的裝填替換底片之行為，判斷為該當本事件的第1

類型。 

亦即，本事件係根據第2類型該當性否定耗盡之成立，在用後拋棄照相機事

件，係根據第1類型該當性否定耗盡之成立。此為非常重要的差異點，理由如下。 

在本事件，因否定第1類型之該當性，故被控訴人再充填墨水之行為，原則上

認許，其行為限於該當構成專利發明的本質部分的部材之加工或替換之場合，始否

定耗盡，認定專利權侵害。因此，顯示依據專利發明之內容，或被控訴人的實施態

樣，墨水再充填行為，也有不侵害專利權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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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由於肯定第1類型之該當性，故禁止被告

裝填替換底片。因此，只要被告藉進行底片的裝填替換讓效用結束的專利製品復

活，被告的裝填替換底片之行為，恆常否定耗盡之成立，肯定專利權侵害，而與專

利發明之內容或被告的實施態樣無關。（在此，不考慮其他抗辯）。例如將專利發

明的本質部分考慮為與底片無關的鏡頭保持構造之情況。在此一場合，被告的裝填

替換底片之行為，雖不涉及任何專利發明的本質部分，但因讓效用結束的專利製品

復活，仍會侵害專利權。 

4.疑問點 

在此換個角度來討論。高等法院判斷，因殘留墨水乾燥而喪失的負壓發生部材

間之界面功能，藉被控訴人的洗淨而恢復該功能，故被控訴人的洗淨行為符合專利

發明的本質部分之再生，但此一判斷有疑問。 

在此假設對因具備特殊形狀的胎溝而產生極高的抓地力性能之輪胎授予專利

權。此一輪胎的購買者，雨天在未鋪設瀝青的道路行走，因胎溝中塞入泥土而凝

固，失去高的抓地力性能。此一購買者，將車開到加油站洗淨，除去泥土，恢復輪

胎的抓地性。 

加油站的工作人員將輪胎洗淨，清除塞入輪胎胎溝中的泥土，恢復輪胎的抓地

力性能，此一行為是否該當專利輪胎的再生產﹖一般認為不該當再生產。理由是，

輪胎的抓地力性能因為胎溝中塞入泥土暫時喪失，其抓地力之性能仍殘存於輪胎

內，只要清除塞入胎溝中的泥土，便容易恢復。於這樣的案例中，要說加油站的工

作人員之洗淨行為侵害專利權，讓人無法接受。 

另一方面，輪胎的購買者，在長距離行駛後，因輪胎磨耗，胎溝消失，輪胎的

抓地力性能低下，此一購買者，到輪胎翻修店，整修輪胎雕出新的胎溝，恢復輪胎

的抓地力性能。在此一場合，說翻修店的工作人員，由於在輪胎上形成新的胎溝，

其行為侵害專利權，可以接受。 

加油站之例與翻修店之例，明顯不同。在前者，輪胎中殘留胎溝，其功能不過

是因塞入泥土而暫時受損。在後者，輪胎中已不殘存胎溝，其功能完全喪失。 

在此從恢復輪胎胎溝的功能之觀點，如本事件那樣來討論回收業者回收使用完

畢的輪胎，予以再販賣的情況。回收業者若僅將輪胎表面的泥土清洗，恢復胎溝的



專利物品中消耗品之替換與專利權耗盡（上） 97 

專利師︱第十期︱2012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功能，對應加油站之例。倘若回收業者在輪胎表面形成新的胎溝，則對應翻修店之

例。 

於本事件中，被控訴人之洗淨行為似較接近加油站之例，法院應檢討被控訴人

之行為究係類似清洗胎溝中塞入的泥土之行為，或是類似雕出新的胎溝之行為，而

作出適當之結論。 
 

（以下見本季刊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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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藥品專利與競爭法之 
互動 
——從學名藥逆向付款爭議談起 

馮震宇* 

壹、前 言 

隨著許多暢銷專利藥物的專利期間紛紛到屆滿，並為控制快速飆高的醫療費

用，許多國家紛紛通過相關立法，積極鼓勵學名藥的研發與利用。我國也不例外，

在立法院於2011年11月29日三讀通過的新專利法修正內容中，與我國醫藥業者關係

最密切的修正內容之一，就是新增了第60條有關學名藥的規範，不但排除專利權的

效力1，也降低了國內藥品業者可能面臨的侵權風險與冗長的拖延訴訟。 

其實全球學名藥（generic drug）2市場的興起，主要歸功於1984年美國制定

「藥價競爭及專利權延長法案」（ 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Term 

                                                        
*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及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暨智慧財產研究所合聘教授。 
1 該條規定，發明專利權之效力，不及於以取得藥事法所定藥物查驗登記許可或國外藥物上市

許可為目的，而從事之研究、試驗及其必要行為。專利法第60條之所以在此次專利法修正時

增加，主要在於雖然政府於藥事法第40條之2第5項針對新藥專利期間進行試驗作為發展學名

藥（generic drug）之準備，特別明定為專利權效力不及之事項。惟該項規定在實務上產生若

干爭議，再加上該項規定既屬規範專利權效力所不及之規定，似以規定於專利法中較為妥

當，故經相關機關協調，決議回歸專利法，而不在藥事法中加以規定。請參見新專利法第60
條立法理由二之說明。 

2 學名藥（Generic Drugs）是指專利藥的專利權過期後，其他合格藥廠依專利藥申請專利時所

公開的資訊，產製相同化學成分的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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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ation Act，也就是Hatch-Waxman法案）3。由於Hatch-Waxman法案一方面透過

延長專利與資料專屬權等制度保護新藥的開發，另一方面則鼓勵學名藥能儘快在專

利藥屆滿後進入市場，使得學名藥後開始蓬勃發展4。例如專利藥廠在FDA橘皮書

（Orange Book）5上登入之1萬2千多筆藥物中，就有近1萬筆有相對應之學名藥。更

重要的，就是近年來許多重要專利藥品專利期間屆滿，使得學名藥的市場更加擴

大。例如依IMS預估到2012年將有1,390億美元學名藥市場6，另一方面，由於醫療健

保費用的高漲，各國政府為控制醫療保健費用的支出，亦修改或制定相關法規鼓勵

使用學名藥7，也促成全球學名藥的市場進一步成長。 

雖然Hatch-Waxman法案透過延長專利藥的專利保護期間，來緩和其在鼓勵學名

藥儘快產製時可能造成的衝擊，也同時鼓勵學名藥的發展。然而，專利藥難免會有

專利屆滿、或專利有效性受到挑戰而面臨學名藥競爭的問題，專利藥廠在面對新藥

可能開發失敗以及學名藥廠搶市的雙重威脅下，亦逐漸利用Hatch-Waxman法案灰色

地帶發展出延遲學名藥上市之策略，以變相延展專利保護期間，致使消費者使用低

                                                        
3 Pub. L. No. 98-417, 98 Stat. 1585 (1984) (codified as amended at 21 U.S.C. § 355). 由於該法案係

由猶他州參議員Orrin Hatch與加州眾議員Henry Waxman共同提案推動，故一般均以Hatch-
Waxman Act稱之。 

4 據IMS Health統計，2004～2008年間學名藥的複合平均年成長率（CAGR）達11.4%，遠高

於全球藥品市場之成長率。請參見吳郁萱，全球學名藥之現況及發展，國家實驗室科技產業

資訊室，http://cdnet.stpi.org.tw/techroom/market/bio/2010/bio_10_003.htm，最後瀏覽日：2012
年5月15日。 

5 橘皮書（Orange Book）的法源依據為聯邦食品、藥物暨化妝品法案第505條（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 505）。請參見FDA, Orange Book: Approved Drug Products with 
Therapeutic Equivalence Evaluations, available at http://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cder/ob/ 
default.cfm (last visited Jan. 6, 2012). 

6 請參見彭嚴燕，學名藥發展契機與挑戰，國家實驗室科技產業資訊室，2010年2月24日，

http://cdnet.stpi.org.tw/techroom/market/bio/2010/bio_10_001.htm，最後瀏覽日：2012年5月15
日。該文指出，美國每年藥品支出中，原廠藥品銷售額雖為學名藥的4.5倍，但是學名藥品

則占處方藥的63%，且每年超過10億次的處方。根據IMS Health，2006年美國學名藥市場就

成長了22.3%。在歐洲學名藥市場，前10名藥物就可降低20-48%的藥費支出。而在加拿大，

學名藥的使用每年為加拿大節省約12億加幣的支出。 
7 例如政府為控制健保藥費，健保局採取學名藥策略運用，使得台灣學名藥市場快速成長，年

均成長率達4.8%。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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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藥物的權益受損。 

其中最為普遍的問題，在於專利藥廠往往會與獲得核准上市的學名藥廠達成協

議，由專利藥廠以支付金錢或其他方式8，使學名藥業者同意或不挑戰專利藥業者的

專利，或暫時遲延推出該專利藥之學名藥，或業者合作瓜分市場，此即一般所稱的

逆向付款（Reverse payment）9。但由於此種以人工方式製造進入市場障礙，以維持

藥品高價的作法，不僅損害消費者權益，也引發是否不合理的限制商業交易

（unreasonable restraint of trade）而違反競爭法的問題，引起全美各界的重視，而國

會也已提出相關法案以限制逆向付款行為，一旦通過也將會改變目前生態。 

而就台灣而言，專利藥廠與學名藥廠間的關係處於初期之對抗階段，也已經發

生多起專利藥廠控告學名藥廠侵權之案例10，但亦發生學名藥業者挑戰專利藥廠勝

訴的案例11。未來是否如同美國發展模式一般，走向專利藥廠與學名藥廠合作的模

式，仍有待觀察。但美國逆向付款之發展與其可能帶來的衝擊，仍值得重視。因此

本文特別針對美國逆向付款的機制與美國行政與司法機關的態度，以及業者的因應

進行探討，以供對政府與學名藥業者參酌。 

                                                        
8 例如交互授權或同意交換技術資料的方式達成一定的對價。請參見C.S. Hemphill, An 

aggregate approach to antitrust: using new data and rulemaking to preserve drug competition, 109 
COLUM. L. REV. 629-88 (2009). 

9 也有人稱為遲延付款（pay-for-delay）。請參見Aaron S. Kesselheim, Lindsey Murtagh & 
Michelle M. Mello, “Pay for Delay”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over Pharmaceutical Patents, N Engl J 
Med 2011; 365:1439-1445, October 13,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nejm.org/doi/full/10.1056/ 
NEJMhle1102235 (last visited May 20, 2012). 

10 例如美國禮來藥廠控告東洋製藥、日本武田藥廠控告健亞、法商安萬特醫藥公司控告東洋侵

權等案件。 
11 例如國內科化生技看好骨質疏鬆市場投入亞倫多酸鹽類（Alendronate Sodium Trihydrate）的

配方改良開發，歷經4年才取得衛生署學名藥許可證，但才準備上市就被美國默沙東

（Merck）藥廠警告有侵權的問題。為捍衛學名藥，科化於2009年9月向智慧財產局舉發美

商默沙東「福善美」專利無效，智慧局在2011年6月撤銷Merck「福善美」的專利權，由於

Merck放棄上訴而全案確定。請參見何美如，本土學名藥首勝，科化生技新配方打贏大廠墨

克，時報資訊，2011年7月14日，http://tw.money.yahoo.com/news_article/adbf/d_a_110714_3_ 
2opaf，最後瀏覽日：2012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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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國對學名藥的鼓勵與立法改革 

美國為全世界目前除歐洲之外，學名藥與專利藥競爭最激烈的國家。由於學名

藥在研發的過程中，可參考專利藥申請專利時所公開資訊，以產製相同有效成分的

藥品，這不但使得學名藥廠可以省去高額的研發成本，更可在低廉的價格上與專利

藥廠競爭，故如何維持二者之平衡，乃成為最重要的問題。 

其實早期學名藥因法規之不完善很難上市與專利藥廠競爭。例如，美國在1962

年到1984年間，總計約有150種專利藥到期，但在專利屆滿時卻無任何的學名藥上

市12。其背後的原因就在於當時對學名藥的申請上市，並沒有像現今的「簡易新藥

申請規定」（即所謂的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以下稱ANDA）13，也因

此，若欲申請學名藥上市，必須如同申請專利藥一般，檢附相關的實驗與技術性資

料向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提出申請，這也導致學名藥的上市成本增加，連

帶地降低各藥廠推出學名藥的誘因。 

有鑑於此，美國國會在1984年通過Hatch-Waxman法案的主要的目的之一，就在

於引進良性的競爭機制以鼓勵學名藥產業的發展，並針對美國醫藥產業的特性，提

出許多制度性設計，例如藥品專利權期間的延長（Patent Term Restoration）14、學

名藥的實驗免責 15、資料專屬權（Data Exclusivity） 16以及簡易新藥申請規定

                                                        
12 請參見林首愈，專利扣合機制之介紹以及引進我國法制之評估，臨床試驗中英文季刊，第2

卷，2007年8月，2頁。 
13 21 U.S.C. § 355(j) (stipulating the process for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所謂的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ANDA），係指讓學名藥廠在專利有效期間便能從事研

發，以便在專利或市場專屬期限終止時得以及時上市。（詳後述） 
14 21 U.S.C. § 355(c)(3)(E)(ii). 為彌補FDA在審核期間專利藥廠無法享受新藥研發成果之損失，

使專利藥廠的研發投資可得到合理回收，藉以維持研發誘因Hatch-Waxman法案特別將專利

藥的專利保護期間延長5年。 
15 美國專利法第217條第e項第1款，35 U.S.C. § 271(e)(1)。近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Merck 

KGaA v. Integra Lifesciences I, Ltd., 545 U.S. 193 (2005). 一案當中，對該條文則有更明確的

詮釋。也因為這條實驗免責的規定，推翻了以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在Roche Prods., Inc. v. 
Bolar Pharm. Co., Inc.（一般均稱為Bolar provision）一案中的見解，733 F.2d 858 (Fed. 
Cir.1984), superseded by statute, 35 U.S.C. § 271(e)(1) (2000). 

16 21 U.S.C. §§ 355(v)(2)(A)(i)(I) & (II). 其中對新分子結構（new molecular entities, NME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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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A）。其立法目的，在於一方面利用ANDA與實驗免責條款鼓勵學名藥的研

發與上市；另一方面，亦以專利期間的延長和資料專屬權的規定，兼顧專利藥廠在

專利法下的原有法益，一方面可補償原開發藥廠因藥物審查過程所喪失的專利時

間，另一方面也可保護新藥開發過程中的所有試驗資料，避免競爭者不當的取得與

利用17。 

依據統計顯示，在該法案立法後的20年，也就是2005年的美國處方藥市場中，

學名藥與專利藥的比例即已約達一比一，而藥費的支出比例為一比九18，學名藥正

以每年7.8%的速度增長。由於學名藥不需要如申請新藥一般反覆進行冗長且昂貴的

人體試驗以及花費大量金錢進行行銷、且一般會有多家學名藥廠推出相互競爭之學

名藥，造成學名藥比專利藥便宜至少八成至八成五左右的結果。 

單在2010年，美國政府即因改用學名藥而省下至少1,580億美元。在美國，民眾

所食用之藥物，每10顆藥物就有約8顆藥物是學名藥，然而這8顆學名藥僅占美國總

藥物支出的一成六19。此外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在2011年11月13日針

對學名藥所提出的評估報告估計，若改用學名藥，將會在未來10年節省110億美

元。不過學名藥協會（GPhA）所發布的報告則稱在過去10年，學名藥已經幫消費

者節省了9,310億美元20。雖然數字不同，但可顯現學名藥不但可為美國政府節省相

當可觀的健保支出，也可達到滿足公共衛生和國民用藥的需求21。 

                                                                                                                                                        
資料專屬權保護為5年，臨床測試附加資訊則為3年。 

17 在Hatch-Waxman法案立法後，學名藥廠在挑戰專利藥的有效性方面獲得巨大的成功，幾乎

在三分之二的訴訟中都獲得勝訴，這也使得專利藥廠開始運用逆向付款方式來與學名藥廠和

解，以延緩學名藥上市的競爭。請參見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Generic drug entry prior to 
patent expiration: an FTC study, July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s/200207/ 
genericdrugstudy.pdf (last visited Jan. 10, 2012). 

18 請參見，林首愈，註12文，2頁。 
19 IMS Health, Generic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gphaonline.org/about-

gpha/about-generics/facts (last visited Apr. 14, 2012). 
20 GBI Research, A Guide to the Preserve Access to Affordable Generic Drugs Act, Feb. 29,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dddmag.com/articles/2012/02/guide-preserve-access-affordable-generic-
drugs-act (last visited May 5, 2012). 

21 然而，在FDA制度鬆綁以利學名藥更快進入市場的同時，學名藥的藥物安全性也在美國各地

掀起議論。在美國，近八成處方藥物為學名藥，而大部分州允許藥師在不告知病患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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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諸多美國專利藥物即將在2011年至2014年期間過期，因此專利藥廠將會面

臨非常嚴峻的考驗；其中Pfizer，Eli Lilly，Novartis，Sanofi以及AstraZeneca這五家

製藥公司之暢銷藥物22尤其受到威脅。例如2011年到期之專利藥物市值達120億美

元、2012年更上看300億美元。單在2011年11月，就有4項暢銷藥物專利期屆滿，分

別 為 Lipitor 、 Caduet 、 Combivir 和 Solodyn ， 估 計 總 市 值 約 70 億 美 元 ， 而 占

AstraZeneca公司總銷售額16%的Seroquel和15%的Nexium（esomeprazole）也分別將

在2012年和2014年到期23，凸顯對該公司的影響性。因此，各大生技製藥公司無不

想盡辦法延續公司之產品線。其中又以逆向付款（Reverse Payment）和逆向和解

（Reverse Settlement）最為人所詬病。 

這是因為在Hatch-Waxmann法案架構中，為了鼓勵學名藥廠能儘早提供相關的

藥物進入市場，特別給予首先獲准上市的學名藥廠180天的專屬保護期間24，並限制

其他的學名藥廠只能在此專屬期間屆滿後才可上市。但由於專利藥廠著眼於這180 

天中，其仍舊可以獲得極大的經濟利益，故專利藥廠乃傾向與首先獲得核准上市的

學名藥廠達成協議，由專利藥廠支付一定的價金或對價，而首先獲得核准的學名藥

廠則同意不挑戰其專利權或延後學名藥的上市，最後導致學名藥雖已核准，但卻未

上市的奇特現象。 

由於逆向付款對於民眾用藥權利影響甚鉅，再加上其本質上對處方藥品市場所

具有的反競爭效果，有違反美國反托拉斯法薛曼法案第1條（Sherman Act § 1）25之

                                                                                                                                                        
自行將醫師處方之專利藥改以「與專利藥擁有相同劑量、安全、效力、給藥途徑、品質、藥物

成效表現和治療目的」相似之學名藥處方。請參見Understanding Generic Drugs, FDA.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Drugs/ResourcesForYou/Consumers/BuyingUsingMedicineSafely 
/UnderstandingGenericDrugs/default.htm (last visited Apr. 14, 2012). 

22 暢銷藥物之定義為年銷售額達10億美元之藥物。 
23 Aparna Krishnan, Drug Patents Expiration in 2011 & 2012 – A Bumpy Ride Ahead for Big Pharma 

as Big Drugs Lose Patent Protection, October 28, 2011, available at http://healthcare.blogs.ihs. 
com/2011/10/28/drug-patents-expiration-2011-2012 (last visited June 23, 2012). 

24 21 U.S.C. § 355(j)(5)(B)(iv)(180-day exclusivity period). 
25 “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 is declared to be illegal.” 15 U.S.C.A. § 1 (2011). 不過雖然條文如此規定，但是聯

邦最高法院早在1911年就明確的表示，只有不合理限制交易（unreasonable restraints of 
trade）才會構成違法。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Jersey v. United States, 221 U.S. 1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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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因此美國聯邦法院、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以及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門都意識

到此問題的嚴重性而謀求改善，惟因各方意見紛歧，仍未得出統一的見解。 

然而，此問題未來也可能進一步的複雜化。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進入21世紀

以來，許多臨床療效顯著的生物性藥品如紅血球生成素、人類生長激素等，也面臨

化學合成專利藥一樣專利逐漸到期的挑戰，預計到了2016年因專利到期之生物性藥

品市場將可達250億美元。為因應此等發展，並進一步推動生技藥品的學名藥，美

國總統歐巴馬在2010年3月23日簽署規範生物相似性藥品的「生物藥品價格競爭與

創新法案（The Biologics Price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ct of 2009，BPCI法

案），國會又在2010年通過病患保護與可負擔照護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of 2010, PPACA），明確規定對生物相似性（biosimilar）提供

12年的專屬（exclusivity）保護期間26。 

不過由於生物性藥品之「學名藥」，也就是生物相似性藥品（Biosimilars）與

傳統學名藥（Generics）觀念不同，其品質、安全性和療效乃屬於較「相對性」之

研究27，為了對此有不同的規範，FDA也於2012年2月9日提出了生物相似性藥品準

則草案（The Draft Guidance for Biosimilars）28。根據該準則草案，對於生物性藥

品 ， FDA 提 供 專 利 生 物 性 藥 品 （ reference product ） 12 年 的 專 屬 權 利

（exclusivity），也就是在新生物性藥品上市後12年內，FDA不得核准生物相似性

藥品（biosimilar product）之申請。 

專利生物性藥品批准上市後4年後，廠商始得向FDA送出生物相似性藥品申

                                                        
26 不過在該法通過後，也立即引發法律適用的爭議，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如何解釋該專屬

（exclusivity）字義。也就是說學名生物要廠商是要等到該12年屆滿後才能尋求FDA同意上

市，還是可以在12年的專屬期間內就可以提出上市的申請，以便在12年專屬期間屆滿時即可

立即將生物相似性的產品推出上市。 
27 生物性（Biologic）藥品與一般小分子化學合成藥物差別，在於生物性藥物較大、較複雜，

且通常由複雜的醣類、蛋白質、核酸組成。由於生物性藥品（蛋白質三度空間的立體結構和

大分子量分子）複雜性極高，生物性藥品之學名藥——生物相似性藥品無法和參考藥物

（Reference Drug）結構相似，因此生物相似性藥品之安全性、純度和活性特別受到美國藥

物管理局關注。 
28 FDA, FDA issues draft guidance on biosimilar product development, available at http://www.fda. 

gov/newsevents/newsroom/pressannouncements/ucm291232.htm (last visited Apr. 2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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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申請送出後，生物相似性廠商（Follow-on Biologic Company, FOB）在20日內

須提供原生物性藥品廠商（Reference Biologic Company, RBC）研發、生產生物相

似性藥品之相關資料，而RBC則需要在60日內提供相關專利證明。雙方各有60日認

證對方提供之資料，並且互相協商專利事宜。由於此相互交換專利的機制既短又緊

湊，有人稱之為「專利之舞」。若認為有侵權，RBC必須在30日內對FOB提出專利

侵權訴訟29。由於生物性藥品與傳統學名藥相較，更為複雜，也更有風險30，因此

未來RBC和FOB之間可能也會有發生逆向付款之可能，以延緩生物相似性學名藥進

入相關市場31。 

反觀我國在鼓勵學名藥的發展上，則是一直到此次專利法修正草案中才有較實

質的進展，這是因為以往國內的學名藥廠只能仰賴藥事法中的相關免責條文來尋求

實驗免責32，專利法中並無免責之類似規定。而在此次專利法修正案經立法院通過

後，也代表著政府宣示鼓勵學名藥研發的政策獲得立法院支持，未來可望縮短學名

藥上市的時程，在促進公共福祉具有重大意義。另一方面，學名藥實驗免責的相關

規定也凸顯了專利藥廠與學名藥廠的相關競爭法問題，其中特別是逆向和解和逆向

付款協議可能引發的競爭法爭議，更是值得我國學名藥廠將來在進軍國際市場（特

                                                        
29 根據BPCI，RBC和FOB將會面對比小分子學名藥廠面對更嚴峻的挑戰，如RBC需要更精密

的研究欲申請的生物相似性藥品相關之專利、雙方都需要在短時間內（60天）回覆對方有關

專利侵權問題、RBC必須在特定時間內（30日）提出專利侵權訴訟，否則未來只能對FOB要

求授權金。 
30 就研發費用而言，開發一個生物相似性學名藥約需8-10年，並耗費1-2億美元。相反的，發

展一個傳統的化學合成學名藥只需要3-5年，費用更只需1-5百萬美元。此外生物性藥品也因

其複雜性，故其所能節省的費用也只有10%到20%，相較於傳統化學合成的學名藥可以節省

90%左右，相距甚遠。請參見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Emerging Health Care Issues: Follow-
on Biologic Drug Competition, June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s/2009/06/P083901 
biologicsreport.pdf (last visited May 10, 2012). 

31 歐盟藥物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 Agency）自2004年通過生物相似性藥品相關法案以

來，已核准了14種生物相似性藥品，包括Somatropin、Epoetin-α、Epoetin-ζ，及Filgrastim等

4類主成分藥品。而在美國，截止2012年2月止，FDA已收到以11個參考藥物製成的35個生物

相似性藥物之新藥申請（IND，Pre-investigational new drug），可見生物性藥品的學名藥之

爭已經儼然成形。 
32 藥事法第40之2條第5項：「新藥專利權不及於藥商申請查驗登記前所進行之研究、教學或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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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美國）之重視，以免遭受鉅額罰金處罰。 

參、Hatch-Waxman法案對學名藥之特別規定 

就攸關學名藥的Hatch-Waxman法案的相關規範而言，其中與學名藥廠關係最密

切的，就是學名藥的實驗免責、ANDA與專屬權的規定了。 

根據Hatch-Waxman法案規定，學名藥的上市可以適用「簡易新藥申請規定」33。

亦即，學名藥廠可信賴FDA先前核准上市的專利藥物所揭露的技術與安全療效資

訊，不需再逐一進行各種複雜且花費甚高的試驗。但學名藥廠仍須提出其所產製的

學名藥與先前的專利藥均具有「生物可行性」（bioavailability）34與「生物等效

性」（bioequivalent）35的實驗資料36。不過最攸關學名藥廠的、可能還是免責規定

與專屬權利了。 

一、學名藥實驗免責機制 

為豁免開發中的學名藥侵害專利藥之合法法益，Hatch-Waxman法案特別規定，

學名藥在開發過程中如對專利藥進行合理使用或提出申請者，並不構成專利侵害37。

                                                        
33 21 U.S.C. § 355(j) (stipulating the process for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34 所謂「生物可行性」係指藥物的活性成分（active ingredient）或療效成分（ therapeutic 

ingredient），經人體吸收後可相作用的比率與範圍。21 U.S.C. § 355(j)(8)(A)(i) & (ii) 
(defining the term of “bioavailability” and its examining standard). 

35 「生物等效性」則指以下兩種情形之一：(1)若以同一單位的療效成分，在類似的實驗條件

下，經單次或多次服用時，學名藥可被人體吸收而相作用的比率與範圍與專利藥並無顯著不

同；或(2)若以同一單位的療效成分，在類似的實驗條件下，經單次或多次服用時，學名藥

可被人體吸收而相作用的範圍，與專利藥並無顯著不同。21 U.S.C. § 355(j)(8)(B)(i) & (ii) 
(defining the term of “bioequivalence” and its examining standard). 

36 21 U.S.C. § 355(b)(3)(D)(i) (requirement of data from bioavailability or bioequivalence studies). 
37 在Hatch-Waxman法案提供學名藥廠實驗免責之保護後，美國法院也紛紛肯定實驗免責之規

定。請參見Intermedics, Inc. v. Ventriex Co., Inc. 991 F.2d 808 (Fed. Cir. 1993); Eli Lilly & Co. v. 
Medtronic, Inc., 872 F.2d 402 (Fed. Cir. 1989); Bristol-Myers Squibb Co. v. Rhone-Poulenc Rorer, 
Inc., 326 F. 3d 1226 (Fed. Cir. 2003). 而最值得注意的則是Merck KGaA v. Integra Lifesciences 
I, Ltd., 125 S. Ct. 2372 (2005), 331 F.3d 860 (Fed. Cir. 2003). 在該案中，最高法院對美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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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僅限於學名藥廠進行研發所必要的範圍限度內，如超出此一範圍，學名藥廠仍有

侵害專利之虞。 

而要適用此一豁免條款，學名藥廠必須要符合下列規定: 首先，專利藥廠在申

請新藥（NDA）審核時38，必須向FDA提出相關的專利資訊。新藥經審核通過上市

後，FDA會將其相關資訊，登載於「橘皮書」（Orange Book）上，以使學名藥廠能

瞭解相關的專利資訊與該等專利涵蓋的適應症，進而得以即早規劃39。 

其次，學名藥在申請ANDA時，須對照專利藥在橘皮書上所登錄的專利40，透

過下列四種程序之一，方可取得FDA之市場銷售許可41：(一)申請上市的學名藥，並

                                                                                                                                                        
法第271條第(e)項第(1)款之實驗免責規定採廣義解釋，進一步擴大實驗免責之範圍。 

38 要想得到FDA的批准，新藥必須經過臨床測試前的前期研究和三個階段的臨床測試。前期研

究包括藥理和藥效的動物測試，毒性測試和試管實驗。一期臨床測試則開始將經過前期研究

的產品應用到人體（20-80人）。測試的內容包括安全性、劑量、耐藥性、代謝反應、發

散、排泄以及藥物動力等。二期臨床測試包括對有限數量的患者（100-300人）進行研究，

目的是確定產品對具體症狀的療效，確定最佳劑量，以及找出其可能存在的副作用和安全方

面的風險。三期臨床測試通常在不同地區的測試點對數量眾多的患者（1,000-3,000人）用

藥，進一步評估產品臨床療效並測試其安全性。 
39 值得注意的，就是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在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 v. Apotex Corp (Fed. 

Cir. 2012). 一案所作的判決。在該案中，AstraZeneca對Apotex等九家學名藥業者提出專利侵

權訴訟，其原因在於AstraZeneca的專利藥Crestor雖然登錄在橘皮書中，但是在FDA核准的四

項適應症中，僅有二項為其專利所涵蓋。而Apotex等業者責欲經簡易新藥申請（ANDA）途

徑向FDA申請適用於未受AstraZeneca專利保護之其他二項適應症的學名藥。CAFC認為由於

本案中Apotex所申請的學名藥適應症確實並未受AstraZeneca專利權之保護，所以Apotex並無

侵犯AstraZeneca的專利權，因此專利權人並無理由主張美國專利法§ 271(e)(2)之侵權，故駁

回其上訴。本案等於打開了學名藥廠通往非專利用途或專利適應症的一扇大門，值得注意後

續的發展。 
40 但對於專利藥，專利藥廠往往不會只申請單一的專利，而會申請許多其他相關但創新有限的

專利，如配方、包覆（coating）等專利來延長該專利藥的專利期間。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Prilosec的專利活性成分（active ingredient）雖然在2001年到期，但是透過對該藥品曾包覆的

專利，讓Prilosec的專屬期間延長到2007年才屆滿。請參見Kesselheim, Murtagh & Mello, 
supra note 9. 

41 21 U.S.C. § 355(j)(a)(2)(A)I-IV. 其各款的規定如下：(I)that no patent information for the brand 
name (NDA) drug has been submitted to the FDA (a Paragraph I certification); (II)that such patent 
has expired and no longer covers the approved drug (a Paragraph II certification); (III)that the 
patent will expire on a specific date and generic entry will occur after that date (a Paragraph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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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其他人取得專利並登錄於橘皮書中（a Paragraph I Certificate）；(二)橘皮書中

雖有相關專利登錄，但該專利已過期（a Paragraph II Certificate）；(三)橘皮書中雖

有專利登錄但專利即將到期，而學名藥會在該專利到期後始進行銷售（a Paragraph 

III Certificate）；(四)橘皮書中雖有專利登錄，但此一專利無效；或學名藥並無侵害

已登錄的專利權之虞（a Paragraph IV Certificate）。在第一款和第二款情形下，

FDA將會馬上批准ANDA之申請；在第三款情形下，ANDA將會在專利期屆滿後被

批准；而在第四款情形下，法院將在專利期屆滿前，裁決於橘皮書中登錄之專利，

是否無效。 

其中最為常見的，即為上述第四種情形，一般又稱為第四款許可（Paragraph IV 

Certificate）。在此情況中，透過ANDA申請上市的學名藥廠，必須提出詳細的法律

及事實佐證，主張該專利無效或申請ANDA的學名藥並未侵害其專利。專利藥廠若

在接獲通知後的45日內提起專利侵權訴訟，FDA必須暫停對學名藥ANDA的審查作

業，此一停止審查期間最長以30個月為限（30-month stay）42。此即所謂的「冷卻

期」（cooling-off period），以待訴訟能順利進行。若法院在此冷卻期前裁定專利無

效，則此30個月期限將會被縮短。若專利廠商在45日內沒有提起專利侵權訴訟，則

學名藥廠可向法院提起專利無效或是不侵權確認之訴。 

二、保障首先獲准上市的學名藥180日之專屬銷售權 

為了鼓勵學名藥在專利藥的專利過期之後能儘早進入市場，Hatch-Waxman法案

特別給予首先獲准上市的學名藥廠180天的專屬保護期間43，並限制其他的學名藥廠

只能在此期間屆滿後方可上市，除非該首先獲准之學名藥專屬權利被撤銷。根據

2003年通過的美國醫療照護現代化法（MMA）44之規定，首先申請學名藥廠之專屬

權利只有在將在以下二個狀況下才會被撤銷：(1)首先申請之學名藥之申請生效75日

後，或送出ANDA日30個月後（以先屆滿者為準）；或(2)藥物之專利經法院判決無

                                                                                                                                                        
certification);or (IV) that the patent is invalid or will not be infringed by the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the new drug for which the ANDA applicant seeks approval (a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42 21 U.S.C. § 355(b)(c)(3)(D) (Civil action to obtain patent certainty). 
43 21 U.S.C. § 355(j)(5)(B)(iv) (180-day exclusivity period). 
44 The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3, 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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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或不侵權75日後，或NDA所有人將專利從橘皮書內移除。 

另外，只有第四款許可才能獲得180日之專屬期間。也就是說，若學名藥廠因

訴訟失敗，將第四款許可改為第三款許可，即便該學名藥廠為首先申請廠商，其所

變更為第三款許可的ANDA申請，將不被賦予180日專屬權益。透過此法定期間的保

護，學名藥廠即可利用這段時間所獲得的經濟利益，將所投入的研發成本或可能之

訴訟費用回收。 

肆、逆向付款的政策與立法爭議 

如前所述，學名藥廠一般會在向FDA申請ANDA時主張第四款許可，亦即專利

藥基礎之專利無效，或是其所製造、使用或是販賣之學名藥並無侵害已登錄的專利

權之虞方可獲得180天的專屬保護期間。因此提出第四款許可對學名藥廠而言，是

一個穩賺不賠（No-lose situation）的競賽45。若學名藥廠勝訴，則學名藥可馬上進

入市場；若學名藥廠敗訴，則學名藥廠亦無須賠償專利藥廠任何損害賠償，只要等

待專利藥專利到期後仍可將學名藥上市。 

為因應第四款許可為專利藥廠帶來之風險，專利藥廠自1990年起開始與提出第

四款許可之學名藥業者進行和解動作，包括支付學名藥廠金錢以換取學名藥延遲進

入市場之時間。由於此金錢流向是從原告專利權人流向被告侵權人，因此此種付款

方式被稱之為逆向付款（ reverse-payment）、逆向付款和解（ reverse-payment 

settlements）或遲延付款（pay-for-delay）。 

根據FTC在2002年7月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46，專利廠商最常用來拖延學名藥搶

市的方法有二：(1)和學名藥廠達成限制競爭或不競爭的逆向付款協議；以及(2)在學

名藥廠已申請ANDA，而專利藥的專利未到期前，在橘皮書上重覆補列不具實質意

義的新專利，以迫使學名藥廠必須不斷重新確認（re-certify），進而重覆取得30個

                                                        
45 也因此有關第四款許可的申請從2001年的35件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165件。請參見Higgins 

M. J. & Graham S. J. H., Balancing Innovation and Access: Patent Challenges Tip the Scales, 
SCIENCE 326, 370-71 (2009). 

46 See Generic Drug Entry Prior to Patent Expiration: An FTC Study, Federal Trade Committee, July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s/2002/07/genericdrugstudy.pdf (last visited Mar. 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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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停止審查期間47。 

有鑑於此，FDA 於2003年修正了相關的行政規範，一般稱之為學名藥最終審

查規則（Final Rules on Generic Drugs）48。其中最重要的規定，就是凡於ANDA提

出後才補列的專利，學名藥廠可無須再重新確認，專利藥廠將只能享有一個30個月

的「冷卻期」和提出單一侵權訴訟。不過專利藥廠往往還是設法拖延到學名藥即將

上市之際才起訴，變相達到延遲學名藥上市的效果。 

惟由於逆向賠償與和解對於國民用藥權利影響甚鉅，再加上其對藥品市場可能

具有反競爭效果而違反薛曼法案第1條（Sherman Act § 1），近年來受到美國各界的

重視，也在立法、行政與司法方面有諸多的發展。 

一、美國國會對逆向付款之立法措施 

為了解決FTC 2002年報告中所提出的問題，美國國會在2003年通過了醫療處方

藥 改 善 暨 現 代 化 法 案 （ The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3）49，針對上述問題做了原則性的規範：(1)要求專利藥廠

若與學名藥廠達成任何專利訴訟和解協議或相關協議時，應於協議生效10日內向

FTC通報，以供FTC決定是否展開反競爭調查，否則每日將可處11,000美元的罰

金50；(2)獲得首次授權的學名藥廠只得於正式行銷其學名藥後才得享有180日的專

屬保護期間51；(3)學名藥必須在獲得核准後75日內或提出申請後第30個月內正式上

市（以先屆至者為準），否則將喪失該專屬保護期間52；以及(4)原則上只容許一次

30個月的「冷卻期」53。 

                                                        
47 See id. 
48 21 C.F.R. §§ 314.53(b)(1) & 514.53(b)(2). 
49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3, Pub. L. No. 108-173, 

117 Stat. 2066 (2003)(Title XI), available at http://www.treasury.gov/offices/public-affairs/hsa/pdf/ 
pl108-173.pdf (last visited Mar. 6, 201). 

50 Subtitle B-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Review (§§ 1111-1118). 
51 Subtitle A-Access to Affordable Pharmaceuticals (§ 1102 Forfeiture of 180-day exclusivity period). 
52 Subtitle A-Access to Affordable Pharmaceuticals (§ 1101 Thirty-month stay-of-effectiveness pe-

riod). 
5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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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因應，專利藥廠除了採行逆向付款之外，近年更設計出「授權學名藥」

（Authorized Generic Drug）和「原廠學名藥」（Rebranded Generic Drug）的藥品專

利管理策略，用以瓜分專利到期後的學名藥市場。所謂的授權學名藥係指專利藥廠

在其專利過期之前即將其專利授權給合作的學名藥廠，如此一來，被授權的學名藥

廠在更換品牌之後依舊可以進入市場，且不受FDA以及180日獨占銷售的限制54。而

所謂的原廠學名藥則是指專利藥廠仍可能在180日開始前及結束後，自行製造銷售

學名藥而言。而上述的兩種情況，均會稀釋首先獲准上市的學名藥市場及利潤55，

最後導致學名藥廠研發學名藥以搶市的誘因不復存在。 

有鑑於此類問題一再重演，美國參眾兩院特別針對學名藥市場的亂象在2008年

先後提出「公平處方藥競爭法案」以及禁止授權學名藥行銷法案56，希望能禁止專

利藥廠自行或間接產製原廠學名藥，或是授權第三人產製授權學名藥，但此等提案

最後在專利藥廠的強力遊說之下並未通過。 

此外，參議院與眾議院還曾分別提出「保護可負擔學名藥取得法案」57，禁止

專利藥廠直接或間接給予申請ANDA的學名藥廠任何對價（anything of value），以

延緩學名藥進入市場。在此兩個草案中，均將ANDA申請過程中的任何和解、補償

或其他協議均視為違反聯邦克萊頓法案（Clayton Act）的反競爭行為，而使協議雙

方必須支付3倍的損害賠償金額。為降低立法阻力，參院還將其2009年草案加以修

正58，使FTC有權認定若逆向付款、補償或其他協議可促進藥品市場競爭，而對消

                                                        
54 經濟部，培訓科技背景跨領域高級人才計畫——96海外培訓成果發表會，從美國藥品訴訟案

例看臺灣學名藥發展之道，123頁，http://iip.nccu.edu.tw/mmot/upload/file/96-4-report-3.pdf，
最後瀏覽日：2012年1月6日。 

55 專利藥廠運用此種模式也成功的表現在其營收上。請參見Bruce Japsen, Despite Generic 
Rivals, Branded Drugs Still Sell Well, N.Y. TIMES, Jan. 25, 2012, available at http://prescriptions. 
blogs.nytimes.com/2012/01/25/despite-generic-rivals-branded-drugs-still-sell-well/ (last visited Jan.  
26, 2012). 

56 參院版本Fair Prescription Drug Competition Act, S.438. 與眾院版本To amend 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to prohibit the marketing of authorized generic drugs, H.R. 80. 均並未通

過。 
57 Preserve Access to Affordable Generics Act, S.316; and Preserve Access to Affordable Generics 

Act, H.R. 1432. 
58 “Preserve Access to Affordable Generics Act, S.369” available at 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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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有利時，則可豁免該協議59，雖然眾院通過，但是參院卻未通過，以致功虧一

簣。 

在2011年，國會也再接再勵提出「保存接觸可支付學名藥法案」（Preserve 

Access to Affordable Generics Act），進一步禁止專利藥廠對學名藥廠提供任何形式

的補償以阻礙或延緩學名藥的上市60。該法案已經在2011年7月通過參院委員會的審

查，並獲得FTC，國會預算辦公室（CBO）以及多位重量級國會議員的支持，但是

否能通過仍無法斷言。 

二、逆向付款之司法爭議案例與法院態度 

也因為立法之進程膠著且遙遙無期，使得逆向付款之解決從立法轉向司法。但

因為法院見解不一，且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迄今並未對此有明確的表示，故雖然逆向

付款問題引發各界的關切61，但是法院並無法形成共識，而出現判決歧異的情形。

例如聯邦第六巡迴上訴法院是最早對此問題做出判決的法院，認為逆向付款違反不

公平競爭的規定，可惜隨後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與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均認為逆

向付款的和解契約並不會造成反競爭效果，不違反競爭法之相關規定62。因此有學

                                                                                                                                                        
bill.xpd?bill=s111-369 (last visited Dec. 27, 2011). 眾議院就此亦在2009年3月25號提出具有類

似內容的法案，“Protecting Consumer Access to Generic Drugs Act of 2009, H.R.1706 (111th 
Cong.),” available at 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xpd?bill=h111-1706 (last visited Dec. 
27, 2011). 

59 Se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Summary of S.369: Preserve Access to Affordable Generics 
Act, available at 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xpd?bill=s111-369&tab=summary (last 
visited Dec. 27, 2010) (“Authoriz[ing]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to exempt certain such 
agreements if they are in furtherance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for the benefit of consumers”) 
(Emphasis added). 

60 S. 27: Preserve Access to Affordable Generics Act, available at 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 
bills/112/s27 (last visited May 20, 2012).  

61 Steven Seidenberg, “Can Patent Holders Buy Off Infringers? Courts Take Another Look”, ABA 
Journal, Feb. 15,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abajournal.com/news/article/can_patent_holders_ 
buy_off_ infringers_courts_take_another_look/ (last visited Feb. 25, 2012). 

62 除此之外，在第三巡迴上訴法院也有案件繫屬，例如K-Dur Antitrust Litigation, Nos. 10-2077, 
-2078, -2079 & -4571 (3d Cir. argued Dec. 12, 2011), FTC v. Cephalon, Inc., 551 F. Supp. 2d 21 
(D.D.C.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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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最高法院遲早必須對逆向付款的合法性問題表示意見63。 

(一)第六巡迴上訴法院案例及法院態度 

美國有關逆向付款爭議最先出現的案件就是 In re Cardizem CD Antitrust 

Litigation一案64，該案也是FTC認為逆向付款有限制競爭之情事所提起的第一件案

件。 

在該案中，Hoescht Marion Roussel（HMR）藥廠擁有Cardizem CD專利，其中

的活性成分為diltiazem hydrochloride65；而Andrx為第一家就該專利申請第四款許可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上市的學名藥，也成功獲得180天學名藥專屬保護期間

的藥廠。不過HMR為維持其專利而與Andrx簽訂逆向付款和解契約，約定給予Andrx

對價，換取Andrx承諾至HMR專利判決無效或HMR將該專利授權第三人前，Andrx

不得銷售與Cardizem CD競爭之學名藥。 

地方法院同意FTC的見解，判決被告簽訂該協議的行為係屬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行為，因為會造成水平限制競爭（horizontal restraint of trade）的情事。被

告不服，上訴至第六巡迴上訴法院後，該院維持地方法院的判決，認為若延遲

Andrx進入市場也同樣會延遲其他學名藥競爭者進入市場的時間，故縱不考量專利

法及商業判斷，仍具有反競爭效果，違反薛曼法應屬當然之理66。該院特別指出，

利用專利法所賦予的專利權以自然地獲取利益，跟過度擴張專利權而跟競爭者簽訂

                                                        
63 請參見Peritz RJR.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ompetition concerns in ‘pay-for-delay’ settlement 

agreements between brand-name and generic drug companies, Research paper series 10/11 #10, 
New York Law School legal studies, 2010. 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1718517.; Fisher 
D. Cipro “pay-to-delay” case is ideal Supreme Court fodder, Full disclosure blog, Forbes Web site, 
September 10, 2010, available at http://blogs.forbes.com/danielfisher/2010/09/10/cipro-pay-to-
delay-case-is-ideal-supreme-court-fodder/ (last visited May 19, 2012). 

64 391 F.3d 812; 2004 U.S. App. LEXIS 25772 (6th Cir. 2003). 
65 Diltiazem HCl是一個鈣通路的阻斷成分，可以用來治療高血壓或心律不整等疾病，HMR以 

Cardizem CD的商標銷售, 請參見橘皮書Reference ID 2867302, U.S. Food & Drug Admin., 2-3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label/2010/020062s040lbl. 
pdf. (last visited May 25, 2012). 

66 Id. at 908. (The court stated that “[t]here is simply no escaping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greement 
was … a classic example of a per se illegal restraint of trade.”) 



114  

專利師︱第十期︱2012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延後進入市場的協議，二者本質上完全不同，不可相提並論67。 

不過FTC的勝利喜悅並沒有維持太久，緊接著第二與第十一巡迴上訴都分別做

出與第五巡迴上訴法院不同的見解，認為應適用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來判斷

逆向付款是否違反競爭法，且認為只要專利權人未將其市場專屬權利擴張到原本專

利保護範圍之外，逆向付款協定就並未違法。其中又以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在

Schering-Plough v. FTC的上訴案68之見解影響最大。因為在該案之後，逆向付款的

和解協議就從原本1年只有3件增加到2010年的33件69。 

(二)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案例及法院態度 

基本上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之見解與第六巡迴上訴法院迥異。而該院的判決

中，主要是以Valley Drug Co. v. Geneva Pharmaceuticals, Inc.案70以及Schering-Plough 

v. FTC二案為代表。 

該院首先受理的Valley Drug一案，主要是專利藥廠Abbott Laboratories與學名藥

廠Geneva Pharmaceuticals與Zenith Goldline Pharmaceuticals間，就抗高血壓藥品

terazosin（商標名Hytrin）於專利侵權訴訟期間所達成的逆向付款協議是否違反競爭

法。在該協議中，Abbott同意每月支付Geneva 450萬美元（即逆向付款），以換取

Geneva延後推出其首先獲准上市學名藥的時間點71。一審法院認為該逆向付款及補

償協議有限制競爭之實，當然（per se）違反薛曼法案第1條的規定72。 

                                                        
67 Id. (The court stated that “[i]t is one th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a monopoly that naturally rises from 

a patent, but another thing altogether to bolster the patent’s effectiveness in inhibiting competitors 
by paying the only potential competitor $40 million per year to stay out of the market.”) 

68 FTC v. Schering-Plough Corp., 402 F.3d 1056 (11th Cir. 2005), cert. denied, 126 S. Ct. 2929 
(2006). 

69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Bureau of Competition, Agreements filed with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under the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3: 
overview of agreements filed in FY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s/2011/05/2010mmasta 
ffreport.pdf (last visited Jan. 10, 2012). 

70 Valley Drug Co. v. Geneva Pharms., Inc., 344 F.3d 1294 (11th Cir. 2003). 
71 See id. 
72 該案其實涉及兩家學名藥廠，另一家為Zenith Pharmaceutics。Abbott為了要維持其專利，而

和兩家學名藥廠都進行和解，除每月支付450萬美元給Geneva外，亦同意每3個月支付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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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上訴後，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推翻地方法院的判決73。該院指出，透過支

付對價而使潛在的競爭對手不要進入市場的行為，原則上雖屬本質上違法74，但在

認定逆向付款協議是否違反薛曼法案第1條時，必須要考慮到專利的潛在排他範圍

（the scope of the exclusionary potential of the patent），以及該逆向付款協議是否有

逾越該專利範圍和其可能的反競爭效果75。 

而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也在Schering-Plough一案再次肯定其見解。該案是有關

專利藥廠Schering-Plough和學名藥廠Upsher及ESI所簽訂的逆向付款和補償協議。在

該協議當中，雙方約定，由Schering-Plough支付給Upsher和ESI共6,000萬美元的補償

金，以換取Upsher和ESI停止銷售其學名藥，而Schering-Ploug因此保留其銷售專利

藥的權利。FTC則認為該6,000萬美元的補償金是延緩學名藥廠推出學名藥搶市的交

換利益，因此提出訴訟。 

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在該案再次表示，透過協議方式直接將市場予以重新分配

的行為，本質上係屬違法，但如其中一方當事人擁有專利權時，則不一定當然違

法。法院這時尚須審視：(1)專利潛在排他範圍；(2)逆向付款協議是否超越專利範圍

限制；以及(3)因此所產生的反競爭效果76。該院更以Asahi Glass Co., Ltd. v. Pentech 

Pharms., Inc.案為例，說明在何種行為下可能會違反專利的潛在排他範圍77。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在 2012年 4月底於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Watson Pharmaceuticals, Inc.78案中再度肯定逆向付款並未違反反托拉

                                                                                                                                                        
Zenith Goldline 300萬美元，以換取兩家公司不挑戰其專利且不在專利屆滿前推出學名要的

承諾。 
73 Geneva Pharms., Inc., 344 F.3d at 1304. 
74 Id. 
75 Id. at 1312. (“[c]onsideration of the scope of the exclusionary potential of the patent,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rovisions of the Agreements exceed that scope, and the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thereof”) 
76 Schering-Plough Corp., 402 F.3d at 1056 (citing Valley Drug, 344 F.3d at 1312)(The Court held 

that “[t]he proper analysis of antitrust liability requires an examination of: (1)the scope of the 
exclusionary potential of the patent; (2)the extent to which the agreements exceed that scope; and 
(3)the resulting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77 Id. at 1067 (citing Asahi Glass Co., Ltd. v. Pentech Pharms., Inc., 289 F. Supp. 2d 986, 991 (N.D. 
Ill. 2003)). 

78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Watson Pharmaceuticals, Inc., April 25, 2012, 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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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法的見解。在該案中，專利藥廠 Solvay Pharmaceuticals與學名藥廠 Watson 

Pharmaceuticals以及Paddock Laboratories/Par Pharmaceutical在地方法院判決之前達

成逆向付款的和解協議。根據該協議，Solvay同意付款給其他的學名藥廠，而其他

學名藥廠同意在2015年前不推出與Solvey專利藥AndroGel競爭的學名藥。FTC則認

為這幾家公司共同從事反競爭行為，因為Solvay可能會敗訴，以致學名藥可以早一

點上市。 

不過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則認為該協議並未違法，因為當事人一方有可能勝訴

並不代表其願意去承擔此風險，就如同一個人雖然有可能在玩俄羅斯輪盤中生存，

但是卻不代表他願意去冒險。而專利訴訟也是一個高風險、轉輪盤、全有或全無的

冒險79，因此當事人同意和解並不當然違反競爭法。 

從這三個判決可以得知，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專利藥廠與學名藥廠簽訂的

逆向付款協議並不違法的主要理由，在於專利權本質上就是一種具有反競爭效果的

權利80，且從公共政策觀點而言，應鼓勵就複雜的專利訴訟進行和解，以免對創新

產生寒蟬效應，且該逆向付款的和解乃是一個善意的公平價值付款（“a bona fide 

fair-value payment”），其本質上並不具反競爭效果。雖然FTC對該判決不服並向最

高法院提起上訴，但因最高法院並未受理而確定81。 

(三)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案例及法院態度 

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的見解也獲得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的支持。而第二巡迴上訴

                                                                                                                                                        
http://www.ca11.uscourts.gov/opinions/ops/201012729.pdf (last visited May 20, 2012). 有關該案

的評述，請參見Robyn Hagan Cain, Eleventh Circuit Affirms Pay-for-Delay Quotes Biggie 
Smalls, April 25, 2012, available at http://blogs.findlaw.com/eleventh_circuit/2012/04/eleventh-
circuit-affirms-pay-for-delay-quotes-biggie-smalls.html (last visited May 22, 2012). 

79 “A party likely to win might not want to play the odds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one likely to survive 
a game of Russian roulette might not want to take a turn …. Patent litigation can also be a high 
stakes, spin-the-chambers, all or nothing undertaking.” Id.  

80 Id. at 1065-66. 
81 FTC v. Schering-Plough Corp., 548 U.S. 919; 126 S. Ct. 2929; 165 L. Ed. 2d 977; 2006 U.S. 

LEXIS 5128 “Petition for writ of certiorari to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Eleventh 
Circuit den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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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就逆向付款爭議最重要的判決，就是In re Tamoxifen Citrate Antitrust Litig.82。

該案不但牽動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對對此問題的多次判決，也引發是否要繼續維持該

見解的爭議。 

該案的主要爭點，就是專利藥廠AstraZeneca就其抗乳癌藥Tamoxifen（其品牌

為Nolvadex）與學名藥廠Barr所達成的逆向付款協議。由於Barr看準AstraZeneca的

專利有問題，向FDA提出第四款許可的申請，AstraZeneca乃於法定45天的時間內向

法院控告Barr侵害其Tamoxifen的專利權，Barr則以AstraZeneca蓄意隱瞞藥物安全性

和療效的重要資訊為由，向法院主張該專利無效。經審理後，地方法院宣告

AstraZeneca的Tamoxifen專利無效83。 

AstraZeneca不服該判決而向第二巡迴上訴法院上訴後，雙方卻私下達成逆向付

款的協議。雙方約定，由AstraZeneca向Barr支付2,100萬美元，並授權Barr使用自有

品牌銷售AstraZeneca生産的抗乳癌藥品。相對的，Barr則必須將所申請的ANDA第

四款許可請求更改為第三款許可，並保證在AstraZeneca的Tamoxifen專利權屆滿

前，不會推出其自行開發的學名藥品搶市。 

不過在此協議完成後，Tamoxifen的消費者以及相關團體卻以集體訴訟方式對

AstraZeneca和Barr提出控告，主張該逆向付款和補償協議破壞藥品市場的公平競

爭，導致藥價高漲，違反美國薛曼法案第1條之規定。但地方法院判決原告的反托

拉斯法指控並不成立，因為被告間的協議並未限制自由競爭，且原告也未遭受損

失84。原告不服上訴至第二巡迴上訴法院，但該院維持地方的判決，原告不服提出

再審請求，但仍遭第二巡迴上訴法院駁回85，由於聯邦最高法院未受理該案86，使

                                                        
82 In re Tamoxifen Citrate Antitrust Litig., 466 F.3d 187 (2d Cir. 2006). 
83 See In re Tamoxifen Citrate Antitrust Litig., 222 F. Supp. 2d 326, 2002 U.S. Dist. LEXIS 17211 

(E.D.N.Y., 2002). 
84 In re Tamoxifen Citrate Antitrust Litig., 277 F. Supp. 2d 121, 2003 U.S. Dist. LEXIS 9156 

(E.D.N.Y., 2003). 
85 Joblove v. Barr Labs., Inc. (In re Tamoxifen Citrate Antitrust Litig.), 466 F.3d 187, 2006 U.S. App. 

LEXIS 22154 (2d Cir. N.Y., Aug. 10, 2006). 
86 Joblove v. Barr Labs., Inc. (In re Tamoxifen Citrate Antitrust Litig.) 551 U.S. 1144; 127 S. Ct. 

3001 (2007); 168 L. Ed. 2d 726; 2007 U.S. LEXIS 8328. “Petition for writ of certiorari to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cond Circuit den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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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該案因而確定，進而在後續引發該院是否應繼續維持該判決的爭議。 

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就該案系爭的逆向付款補償協議認為，在未逾越專利潛在排

他範圍以及沒有詐欺（fraud）的情況下，判斷專利和解協議是否違法的主要標準在

於該協議是否超出其應受專利保護的範圍87。該院還認為，只要專利權人沒有故意

（in bad faith）超出專利權所賦予的獨占範圍而造成限制競爭的效果，專利和解協

議基本上並不會違背反托拉斯法88。該院還強調，類似的逆向付款協議在某些情況

下雖然可能會違法，例如其運用虛假之侵權訴訟（sham litigation）或是客觀上欠缺

請求基礎但其目的只是規避反托拉斯法等情形89，若逆向付款協議並無任何值得質

疑之處，法院也應避免對當事人扣上壟斷市場的帽子90。 

不過從 In re Ciprofloxacin Hydrochloride（以下簡稱 In re Cipro案）91與Ark. 

Carpenters Health & Welfare Fund v. Bayer AG & Bayer Corp.案92觀察，該院有部分法

官已經開始質疑繼續遵循Tamoxifen案見解的合理性。 

首先在In re Cipro案中，第二巡迴上訴法院仍依Tamoxifen判例，以合理原則

（rule of reason）來進行三階段式的判斷。也就是；1.原告必須提出被告之行為對於

相關市場之競爭活動有負面的影響；2.在原告舉證之後，被告即必須證明其行為實

際上有助於市場競爭；3.原告最後必須證明被告所主張的競爭效果，實際上可由其

他限制較小的替代性手段來達成。該院認為，由於原告在第一階段即無法證明被告

                                                        
87 Id. at 213 n.27. 
88 Id. at 197, 213 (quoting United States v. Line Material Co., 333 U.S. 287, 308 (1948)). 
89 Id. at 208. 
90 Id. (the court stated that if “[t]here is nothing suspicious about the circumstances of a patent 

settlement then to prevent a cloud from being cast over the settlement process a third party should 
not be permitted to haul the parties to the settlement over the hot coals of antitrust litigation.”) 

91 See Ark. Carpenters Health & Welfare Fund v. Bayer AG (In re Ciprofloxacin Hydrochloride 
Antitrust Litig., 544 F.3d 1323; 2008 U.S. App. LEXIS 21504 (Fed. Circ. 2008). 在In re Cipro一

案中，Barr向FDA提出第四款許可申請後，Baye雖對Barr提出侵權訴訟，但最後透過逆向付

款協議，支付Barr高達3.98億美金以換取Barr同意延緩Cipro學名藥的上市時程，同時Bayer也
允許Barr日後可繼續銷售以Cipro為主的授權學名藥。由於Bayer與Barr此舉將Cipro的學名藥

價格提高至原先合理預期的3倍，以致引起消費者不滿而提起本案訴訟。 
92 See Ark. Carpenters Health & Welfare Fund v. Bayer AG, 604 F.3d 98; 2010 U.S. App. LEXIS 

8865; 94 U.S.P.Q.2D (BNA) 1908; 2010-1 Trade Cas. (CCH) P76, 989 (2d Ci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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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對相關市場的競爭活動有負面影響，故無檢視第二、三階段的必要。此外，

法院亦認為Bayer原本就因擁有專利而在Cipro的市場中具有市場力量，故Bayer和

Barr的協議所達到的限制競爭效果，並未超出Bayer所擁有的Cipro專利權範圍，而

基於專利權固有的排他性特質，不需要以反托拉斯法來加以糾正。 

唯須注意者是，就是本案的三位承審法官均認為逆向付款協議實際上存在著許

多可重新審視之處，也認為在類似的協議中，由專利權人（如Bayer）付錢給可能的

侵權行為人（如Barr等學名藥廠），以換取其遠離或暫緩進入市場的情形本身就很

不尋常。三位承審法官更認為類似的協議會讓消費者在學名藥的購買成本上大幅提

高，而這些協議本身也欠缺社會正當性，故其等特別在判決意見中也指出，期望最

高法院或國會修法在未來能妥善解決此一問題。 

而此等建議也影響到隨後的Bayer案。在該案中，工會和連鎖藥局聯手控告拜爾

藥廠（Bayer A.G.）和其他包含Barr在內的學名藥廠簽訂逆向付款協議損害其權益。

受到In re Cipro案法官意見的影響，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特別邀請美國司法部以法庭

之友的身分陳述意見。 

雖然該院受到Tamoxifen判例之拘束，認為逆向付款協議契約並未違反反托拉斯

法93，但重點是法院於判決中明確表示：「專利侵權訴訟中，逆向付款協議排他的

特性對於反托拉斯法具有特殊重要（exceptional importance）的意涵，且重新檢視

Tamoxifen一案有助於法院對此困難議題之釐清（full Court’s consideration of the 

difficult questions at issue），也影響所涉及之重大利益，因此我們建議上訴人提出

全院聯席審理（en banc）的上訴」94。可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部分法官對Tamoxifen

的見解已經有所質疑。 

惟本案雖經上訴人提起全院聯席審理（en banc）之請求，但未獲得多數法官贊

成，而遭到駁回95。而持不同意見的Pooler法官卻在不同意見書中提出上訴法院應予

                                                        
93 See Joblove v. Barr Labs., Inc., (In re Tamoxifen Citrate Antitrust Litig.), 466 F.3d 187, 208-12 (2d 

Cir. 2005). 
94 See Ark. Carpenters Health & Welfare Fund v. Bayer AG, 604 F.3d 98; 2010 U.S. App. LEXIS 

8865 (2d Cir. 2010). “However, we believe there are compelling reasons to revisit Tamoxifen with 
the benefit of the full Court’s consideration of the difficult questions at issue and the important 
interests at stake.” 

95 See Ark. Carpenters Health & Welfare Fund v. Bayer AG, 625 F.3d 779; 2010 U.S. App. LE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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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之立場。Pooler法官指出，在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做出Tamoxifen案不違反反托拉

斯法判決前5年，即便國會特別就排他性付款協議（exclusion payment settlement）

之禁止提出Hatch-Waxman法案修正案，且製藥產業之實務操作可能已有逆向付款的

作法，但由於該等逆向付款和解有被認為違反反托拉斯或專利法之虞，故少見類似

和解案例。但是在Tamoxifen案判決後4年內，根據FTC調查，就有53件的藥品專利

利用排他性付款的和解契約96。 

而法院判決逆向付款協議時的困難點在於Hatch-Waxman法案本身並未對逆向付

款和解明確地表達允許或是禁止之立場，故雖多有對於逆向付款協議批評聲浪，但

法院間仍未有一致見解。而在本案判決認為不違反反托拉斯法後，美國司法部亦認

為該院對於Tamoxifen的判決並不正確（incorrect）97，也支持本案原告提出全院聯

席審理的申請，再加上許多州的總檢察長、FTC、美國醫學會及消費者與學者也透

過法庭之友意見支持全院聯席審理，因此Pooler法官認為Tamoxifen一案之見解應該

經過再次審酌，並應於上訴法院層級解決法院對於逆向付款之爭議，而非留待最高

法院或國會解決，凸顯出法院對此問題已經開始從新審思。 

伍、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以及美國司法部的見解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以及美國司法部對逆向付款協議的問題過去一向是意見分

歧，但是隨著歐巴馬總統的就任，司法部也悄悄的改變其立場，逐漸與FTC一致。 

一、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 

FTC就逆向付款的態度一向十分明確，認為此等和解乃是以補償金額的多寡來

決定學名藥上市期間，並非以專利的強弱為標準，此種行為非法的延長專利藥品的

                                                                                                                                                        
18893 (2d Cir. 2010) . 

96 請參見Affordable medicines now, Learn More, available at http://affordablemedsnow.org/index. 
php/learnmore/ (last visited May 20, 2012). 

97 Br. of the United States, Joblove v. Barr Labs., Inc., S. Ct. No. 06-830, 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osg/briefs/2006/2pet/6invit/2006-0830.pet.ami.inv.html, at 1. (last visited 
May 2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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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期間，降低公眾取得學名藥的機會，也增加醫療費用的支出。也因此FTC在國

會聽證時一再主張逆向付款的爭議和其所導致的社會成本，國會應以全國性的層級

來謹慎看待98。FTC的主席Jon Leibowitz更是公開呼籲國會應進行修法以杜絕此類問

題繼續發生99。而FTC的立場則與歐巴馬一致，因為歐巴馬在參選總統時，就主張

應限制專利藥廠剝奪消費者保護購買學名藥的權利100。而在歐巴馬推動健保法案改

革時，學名藥問題再度成為各方關注的重點。 

另一方面，雖然立法無法完成，但是FTC也開始擬議採取行政規則的方式，要

求逆向付款和解的當事人並須證明其協議並無反競爭之效果101。雖然FTC的行政規

則並無法律的效力，且可能招致業者對該行政規則適法性的爭議，但是FTC仍慎重

考慮。雖然如此可能仍無法解決之所以導致學名藥廠提出第四款許可申請的主要原

因，就是專利藥廠所獲得的有疑問專利，這可能仍需要由法院來解決，而美國在

                                                        
98 See Prepared Statement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ourts and 

Competition Policy,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 
“Anticompetitive Pay-for-Delay Settlements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Why Consumer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re Paying Too Much for Prescription Drugs,” June 3, 2009. See How 
Pay-for-Delay Settlements Make Consumer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ay More for Much 
Needed Drugs: Hearing Before the H. Subcomm. on Commerce, Trade,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Comm. on Energy and Commerce, 111th Cong. (2009) (Prepared Statement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s/2009/03/P859910payfordelay.pdf. (last visited 
Jan. 6, 2012) 

99 Jon Leibowitz, “Pay-for-Delay” Settlements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How Congress Can 
Stop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Protect Consumers’ Wallets, and Help Pay for Health Care Reform 
(The $35 Billion Solution), dated June 23,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speeches/ 
leibowitz/090623payfordelayspeech.pdf (last visited Jan. 6, 2010). 

100 See Barack Obama and Joe Biden’s Plan to Lower Health Care Costs and Ensure Affordable, 
Accessible Health Coverage for All, available at http://www.barackobama.com/pdf/issues/ 
HealthCareFullPlan.pdf (last visited Jan. 6, 2012); see also Statement of Senator Barack Obama for 
the American Antitrust Institute, dated Sept. 27,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antitrustinstitute. 
org/archives/files/aai-%20Presidential%20campaign%20-%20Obama%209-07_092720071759.pdf 
(last visited Jan. 6, 2012). 

101 Ed Silverman, FTC May Use Rules to Thwart Pay-to-Delay Deals, June 6,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pharmalot.com/2011/06/ftc-may-use-rules-to-thwart-pay-to-delay-deals/ (last visited  
Feb. 2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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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所通過的美國發明人法案（AIA）所採行的核准後審查機制（post-grant 

review）將有可能提供一個解決的管道。 

二、美國司法部 

不同於FTC在小布希政府的嚴厲態度，美國司法部最初則是傾向採取較為開放

的立場。舉例而言，其在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邀請其在Schering-Plough案中以法庭

之友出具意見時曾表示，如以專利權保護的脈絡觀之，限制產品銷售的協議，並不

需要一律加以禁止102。而當衡量一項逆向付款協議的合法性時，較為妥當的方式

是，法院應該要將訴訟當事人請求權基礎的強弱（即其相對的勝訴可能性，

likelihood of success）納入考量103。 

DOJ再次針對當然違法原則表達反對的立場則是在Tamoxifen一案104。在本案

中，DOJ再次主張其在Schering-Plough案中所提出的「雙方雙贏的分析方法」，最

高法院亦採用此說法而駁回了FTC的上訴請求。 

而在美國政府改朝換代之後，美國司法部也開始反應出新政府的健保改革政

策105。在2009年第二巡迴上訴法院邀請美國司法部以法庭之友身分就Bayer案出具

                                                        
102 Brief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Amicus Curia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Schering-Plough Corp., 

No. 05-273, May 2006, [hereafter, DOJ Brief for Schering],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 
atr/cases/f216300/216358.pdf (last visited Jan. 6, 2010), at 8. (USDOJ stated that “[i]n the patent 
context...a settlement involving restrictions on the sale of the products in question is not necessarily 
impermissible.”) 

103 Id. at 10. (the Solicitor General stated that an “[a]ppropriate legal standard [in assessing the legality 
of a reverse payment settlement]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lative likelihood of success of the 
parties’ claims.”) (Emphasis added) 

104 Brief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Amicus Curiae, Joblove v. Barr Labs., Inc., 551 U.S. 1144 (2007) 
(No. 06-830). 

105 DOJ在歐巴馬時代的態度有很大的轉變。歐巴馬任用了Christine Varney擔任DOJ反托拉斯司

的助理法務長（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並試圖貫徹反托拉斯的執法行動。在Christine 
Varney的演講中明確指出，對於逆向付款的爭議DOJ已加強審查，並且DOJ現在深信：「以

往逆向付款被列在反托拉斯的免責事由中是不正確的。」事實上，歐巴馬總統也曾在白宮的

演講中公開的反對逆向付款的行為。See Stephen Labaton, Administration Plans to Strengthen 
Antitrust Rules, N.Y. TIMES, May 11, 2009, at A1. OFFICE OF MGMT. & BUDGET, EXEC. OFFICE OF 

THE PRISEDENT, A NEW ERA OF RESPONSIBILITY: RENEWING AMERICA’S PROMISE 2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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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時，其就轉變以往的立場而認為，透過逆向付款協議以交換學名藥廠放棄對專

利藥廠的專利無效之訴，其雖非本質上違法，但應為假設性違法（presumptively 

unlawful）106，除非協議雙方得以證明其協議具有促進競爭的效果107。甚至對於第

二巡迴上訴法院維持原見解也認為該見解並不正確108。 

而在判斷是否有促進競爭效果時，美國司法部則建議應就該協議所能避免的訴

訟成本與逆向付款協議所得之金額加以比較109。換言之，如果透過逆向付款協議所

能獲得的利益超過可避免的訴訟成本時，則法院應回歸審視學名藥的競爭市場本身

所允許的範圍限度110，而任何透過簽訂協議，在專利權屆滿前排除對手進入市場參

與競爭的行為，將難以通過此項檢驗111。除此之外，美國司法部更進一步推翻其先

前在Schering-Plough案中的立場，認為法院在判斷逆向付款協議的合法性時，將訴

訟當事人請求權基礎的強弱（勝訴可能性）納入考量的作法，不但沒有必要也不妥

當，其理由在於判斷是否勝訴的決定因素早在被告進入逆向付款協議時就已經決

定112。 

而從美國FTC與司法部兩大反托拉斯法執法機構對逆向付款協議的政策逐漸走

向一致。可以預期的是，在未來逆向付款協議將會受到更嚴格的檢驗。而此也將有

助於國會在推動相關法案時，爭取輿論的支持。 

                                                        
106 See DOJ Brief for Schering, supra note 102, at 21 (USDOJ stated that “[s]ettlements involving a 

payment in exchange for an agreement to withdraw a validity challenge and limit competition are 
presumptively unlawful.”). 

107 Id. at 10. (USDOJ also stated that this presumption could be rebutted if “[t]here is no reason to find 
that the settlement does not provide a degree of competition reasonably consistent with the parties’ 
contemporaneous evaluations of their prospects of litigation success.”) 

108 See DOJ Brief for Schering, supra note 102, at 6, 15. 
109 See id. at 28. 
110 Id. at 29. (The court stated that if the payment is “[g]reatly in excess of avoided litigation costs, the 

focus would turn to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generic competition permitted.”) 
111 Id. 
112 Id. at 24 and n. 8. (The DOJ stated that it is “[n]either necessary nor appropriate” for the court to 

assess the likelihood of success in the underlying patent litigation because that “[d]etermination 
would be based on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the parties when they entered into the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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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 論 

學名藥廠在美國現行Hatch-Waxman法案體制下具備與專利藥廠抗衡的優勢，而

專利藥廠則面臨研發成本高漲、專利屆滿的時間壓力與訴訟的不確定性等壓力，這

也使得專利藥廠與學名藥廠從早期對抗，進而轉變為採行逆向付款協商，甚至到專

利藥廠加入學名藥的戰局可見一斑。 

而專利藥廠之所以改變其態度與策略，在於市場之變化與發展。就以美國而

言，在2008年學名藥的市場規模是3,070億美元。而在歐巴馬政府開始執政後，由於

其對學名藥採取開放鼓勵政策下，粗估2009年的商機，已達到3,220億美元，而到

2011年則是逼近3,990億美元，而2013年的預估高峰水平則是可達到4,950億美元113。

在如此龐大的市場規模下，也引發藥品市場本質之變化。 

而對於逆向付款問題，之所以會導致學名藥廠紛紛提出第四款許可申請的主

因，就是專利藥廠之專利品質較差或是其專利無法涵蓋最主要的有效成分，以致次

要專利充斥。隨著美國發明人法案修改美國專利法，增加核准後審查之制度，將可

有效的消弭此等有問題的專利，也可以進而降低逆向付款的爭議。當然最重要的，

可能還是美國國會是否會通過法律限制目前日趨嚴重的逆向付款行為，一旦完成立

法，可能會進一步轉變已經非常競爭的學名藥市場。 

同樣的，在健保帶頭降低藥品價格之下，學名藥廠也在台灣迅速的發展。由於

台灣學名藥業者在學名藥方面，有一定的競爭力，因此台灣的學名藥廠亦應善加利

用目前的制度發展和市場環境，特別是許多暢銷專利藥快速的面臨專利屆滿問題，

以及各國健保或保險業者努力降低藥價，加速推出學名藥，並運用專利舉發方式，

對有疑問之專利權人專利請求智慧局撤銷其專利114，以加速學名藥的上市。衛生署

也應考慮如何避免專利藥廠運用專利侵權訴訟而阻礙藥證的核准與生效的問題。 

更重要的，就是專利法的修正通過，特別是專利法第60條之通過，我國以學名

藥為主的製藥產業也可以避免可能發生的專利侵權爭議問題。因為第60條明文規定

發明專利權之效力，不及於以取得藥事法所定藥物查驗登記許可或國外藥物上市許

可為目的，而從事之研究、試驗及其必要行為。透過專利法第60條之規定，將可有

                                                        
113 杜蕙蓉，學名藥商機誘人——永信搶攻，工商時報，2009年7月22日。 
114 請參見註12科化生技舉發美國默沙東（Merck）藥廠骨質疏鬆症藥品專利勝訴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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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避免類似東洋製藥與禮來115、健亞與日本武田製藥116，以及法商安萬特醫藥公司

控告東洋117等專利侵害爭議，對國內學名藥未來之發展有相當的助益。 

 

                                                        
115 東洋與禮來間的藥品訴訟，自2003年就已開打，這項製藥界的專利爭奪戰，起因東洋禮來藥

廠治療癌症的「吉姆賽他賓」專利藥專利尚屆滿前，就投入研究，希望趕在專利失效後最短

時間內成為第一個上市的學名藥。雖然東洋對該癌症藥針劑在2006年取得衛生署藥證，但禮

來卻對東洋發動侵權訴訟。一直到2009年，最高法院駁回智慧財產法院的判決，東洋才得以

撤銷禮來的假處分，而智慧財產法院也隨後駁回禮來提出假扣押，方使兩公司願意和解。和

解後，兩公司將可針對每年6億元癌症用藥「吉姆賽他賓」市場，各自擁有生產及銷售權

利。請參見謝柏宏，東洋禮來侵權案和解，經濟日報，2010年10月15日，http://udn.com/ 
NEWS/FINANCE/FIN10/5911175.shtml (last visited Mar. 15, 2012)。 

116 在2004年7月時，健亞與世育興業合作成功開發治療糖尿病的單方藥品Vippar學名藥，但遭

日本武田製藥以健亞單方藥品Vippar侵害武田的複方專利為由，聲請假處分，武田並提出

4,300萬元擔保金，禁止健亞Vippar上市銷售，該案在2005年3月17日時，由最高法院駁回武

田抗告。而在2005年4月，原本藥政處已通知健亞的Vippar領證，但因武田訴訟的干擾，導

致衛生署不敢核發執照，讓該官司一直打至2009年才宣布健亞沒有侵權，為此健亞提出求償

5,000萬元，一直到2012年2月底才三審定讞，健亞勝訴，終結了7年7個月的漫長官司。請參

見杜蕙蓉，扳倒武田 健亞新藥官司勝訴，工商時報，2012年3月1日。相關判決請參見台灣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6年度智上字第18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67號民事判

決。 
117 在該案中，法商安萬特醫藥公司以東洋公司生產之汰杉注射劑（Tyxan Injection）含有多烯

紫杉醇（docetaxel）成分侵害其docetaxel之專利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及民事賠償新台幣

1,000萬元，智財法院判決東洋係向衛生署申請查驗登記，符合藥事法第40條之2第5項之免

責規定。請參見98年度民專訴字第95號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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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上字第48號 

裁判要旨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0年6月9日 

【裁判要旨】 

專利法第87條考量方法專利之舉證困難，就舉證責任分配為民事訴訟法之特殊

規定，於第1項明定於一定要件下，得推定侵權而將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唯有在

適用第87條第1項之推定後，被告始有提出反證之責，或提出文書或勘驗物之義

務。準此，於權利人主張被告侵害系爭方法專利部分，須於符合該製造方法申請專

利前為國內外未見者，始有推定之適用，而生舉證責任倒置之結果，否則仍須由主

張責任原因成立之權利人就被告侵害其所有之系爭方法專利權，負舉證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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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215號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0年8月25日 

【裁判要旨】 

按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新型專利權時，應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進行警告。專利

法第104條定有明文。因新型專利權僅為形式審查，並未經實體審查，故為防範新

型專利權人濫用其權利，影響第三人對技術之利用及開發，是新型專利權人行使其

權利時，應有客觀之判斷資料，即應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核其立法意旨，係為

防止新型專利權人濫用其權利，並非謂未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即不得請求損害

賠償。職是，原告雖於本件起訴前，未向被告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進行警告，然

其可證明被告實施系爭專利之行為，具有故意或過失時，自得對其主張侵害系爭專

利之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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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專訴字第71號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0年12月29日 

【裁判要旨】 

按發明雖無專利法第22條第1項所列情事，但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仍不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同法

第22條第4項定有明文。所謂「通常知識」，指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已知之普通

知識，包括習知或普遍使用之資訊以及教科書或工具書內所載之資訊，或從經驗法

則所瞭解之事項。則所屬技術領域者所具之通常知識，對於其他領域者而言固可能

為該領域之專門知識，但對於所屬技術領域者而言則為普遍性、通常性之知識。如

係所屬領域中之特殊知識，而非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所普遍具有之知識，

自不能援以作為判斷發明專利有無進步性之標準。而「通常知識」於所屬技術領域

是否存在為一有具體證據可以證明之客觀事實，並非所屬技術領域者毫無依據之主

觀上判斷，蓋通常知識對於所屬技術領域者而言既為普遍性、通常性之知識，且若

非係習知或普遍使用之資訊以及教科書或工具書內所載之資訊，即係經驗法則所能

瞭解之事項，自可提出記載通常知識資訊之教科書、工具書證明通常知識之存在，

或提出具體事證證明特定經驗法則之存在，及藉由經驗法則可以推知之通常知識。

苟當事人對於特定通常知識是否存在之事實有爭執存在，主張特定通常知識存在者

對於該特定通常知識之存在即負有舉證之責任，而不能僅因主張特定通常知識存在

者為所屬技術領域之人員，即可將特定通常知識是否存在由其主觀之恣意判斷定

之。經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界定「各該B階導電凸塊覆蓋相對應之該打

線導線的一部分」之技術特徵既未為被告所提出之引證案所揭露，則必須該項技術

特徵已成為所屬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始能認該項技術特徵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完成，而被告機關並未提出足以證明該項技術特徵係所屬技術

領域通常知識之證據過院，徒以該項技術特徵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

能輕易完成，認定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不具有進步性，顯然以主觀之恣意

判斷取代客觀事實之證明，顯屬不足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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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專訴字第74號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1年2月2日 

【裁判要旨】 

一、專利權之範圍主要取決於申請範圍之文字，若申請專利範圍中之記載內容

明確時，應以其所載文字意義及該發明新型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認知

或瞭解該文字在相關技術中通常所總括的範圍予以解釋，自不得以申請專利範圍所

未記載卻揭示於新型說明及圖式之限制條件讀入申請專利範圍。反之，倘申請專利

範圍所使用之文字與其說明書內容及圖式所限制之條件相符，自不能對此限制條

件、或已經顯現之內部資料視而不見，逕為違反其所揭露之技術內容之相反解釋。 

二、本件原告於起訴狀第2至4頁強調系爭新型專利具有腋下調整功能，且系爭

新型專利之托胸包覆帶延伸至腋下及側背腋下整個包覆，可包覆副乳……，證據2

至4均無包覆腋下消除贅肉功能；另就所謂腋下調整一節指稱即係背部不挖空、領

口不開大、腋下不挖深等語。經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明揭系爭專利之

創作內容為「一種腋下調整托胸防駝內衣結構之改良」，第1項並界定「主要係由

托胸包覆帶延伸至腋下包覆與前肩帶、側片銜接一具二罩杯之底襯所組成，」，且

於請求項1所述之「其特徵在於：……」部分，明確界定該托胸包覆帶「……同時

對胸部、腋下、側背部多餘脂肪加以全部包覆……」，此亦可由系爭新型專利說明

書第7頁第2行所述「側背包覆向上加高更可將腋下至背部多餘贅肉包覆」及圖式第

5至8圖之內容可得到證明及支持。是以，縱使系爭新型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並

未具體界定其肩帶之寬度、托胸包覆帶腋下包覆之高度，以及領口、袖孔之大小，

且未於請求項1中界定腋下調整就是背部不挖空，領口不開大，腋下不挖深，惟因

其在說明書內容及圖式部分確已明確界定系爭專利具有上開技術特徵，而為達上開

技術特徵，解釋上必須具有上開結構，始能前後呼應、互為支持，故原告此部分之

陳述，尚非全然無據。準此以解，證據2至4之內容，均無「同時對胸部、腋下、側

背部多餘脂肪加以全部包覆」之結構設計，足見原告系爭專利確與上開引證案所揭

露之特徵不同，而有技術及功效之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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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3月12日 召開權利維護委員會101年度第一次會議。 

3月16日 召開國際事務委員會──AIPLA來訪之接待籌備小組第一次會議。 

3月20日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舉行「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一至三章修正草案」

公聽會，本會由發明實務委員會指派程凱芸副主委代表出席會議。 

3月30日 
公會推薦發明實務委員會委員陳彩琪專利師擔任101年4月智慧財產局

專利助理審查官訓練班「說明書撰寫」課程講座。 

4月2日 
智慧財產局召開「商標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第一次公聽會，本會由

商標實務委員會指派蔡瑞森副主委代表出席公聽會議。 

4月5日 
智慧財產局召開「商標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第二次公聽會，本會由

商標實務委員會指派蔡瑞森副主委代表出席公聽會議。 

4月11日 召開國際事務委員會──AIPLA來訪之接待籌備小組第二次會議。 

4月12日 召開權利維護委員會101年度第二次會議。 

4月23日 

上午九時於國立台灣大學霖澤館國際會議廳，由美國智慧財產法律協

會（AIPLA）、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共同主辦

「Recent Development of the US IP Law」研討會。當日中午於新光A9
欣葉台菜餐廳設宴款待AIPLA 15位貴賓及智財局王美花局長，本會代

表出席人員：蔡坤財理事長、國際事務委員會林宗宏主委、國際事務

委員會閻啟泰副主委、國際事務委員會王蕙瑜委員、林景郁副秘書

長。下午林宗宏主委、閻啟泰副主委、林景郁副秘書長陪同AIPLA貴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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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賓拜會智慧財產法院、財政部關稅總局。晚上5時30分整於台北國賓飯

店12樓川菜廳宴請AIPLA貴賓，公會會員16位共同參與晚宴。 

  

  

4月24日 

上午10時由公會國際事務委員會林宗宏主委、國際事務委員會閻啟泰

副主委、林景郁副秘書長陪同AIPLA 15位貴賓拜會新竹科學園區同業

公會並於新竹科學園區舉辦英文研討會。下午4時由本會安排AIPLA 
15位貴賓參訪台灣積體電路公司及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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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4月25日 公會第九期專利師季刊出刊日。 

5月2日 
智慧財產局召開「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七章及第八章修正草案公聽

會」，本會由發明實務委員會程凱芸副主委代表公會出席。 

5月2日 召開編輯委員會101年度第二次會議。 

5月3日 
財團法人專利檢索中心舉行揭牌典禮，本會由吳冠賜副理事長代表參

加，公會並致贈花籃一對，慶祝典禮圓滿成功。 

5月7-8日 
智慧財產法院舉行「101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由發明實務委員

會及商標實務委員會各指派林哲誠委員、張哲倫委員兩位代表公會參

加。 

5月14日 
智慧財產局組成「專利師職能分析工作小組」，公會推派由宿希成常

務理事、黃瑞賢監事擔任小組成員，上午9時30分召開第一次會議。 

5月18日 中午12時30分召開本會第一屆第1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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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5月19日 
智慧財產局辦理101年度專利師職前訓練，本會推薦洪武雄常務理事擔

任「專利師執業倫理」講座。 

5月28日 
工總舉辦福建高新企業CEO來台進行知識產權研習，本會由蔡坤財理

事長、理事/兩岸事務委員會廖鉦達副主委、兩岸事務委員會蔡坤旺副

主委三位代表公會出席，並參加當天中午所舉辦之歡迎午宴。 

5月31日 

本會與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台灣校友會等單位合辦「2012年兩岸法律

論壇──智慧財產權之發展及產業策略研討會」，於國立臺灣大學法律

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行。 

  

  

 



 

 

《專利師》撰稿體例 

壹、正文 

一、文中段落號碼標寫格式順序為：壹、一、(一)、1.、(1)、A.、a. 

二、遇有數字時，以阿拉伯數字表示，例如：刑法第121條、民法第100條、86年台

上字第123號、釋字第100號。 

三、日期、年代呈現方式：以西元年呈現為主，除判決、函釋等例外。例如1996年

1月1日、86年台上字第123號。 

四、引用外文專有名詞、學術名詞，請翻譯成中文，文中第一次出現時附上原文即

可；如使用簡稱，第一次出現時使用全稱，並用括號說明簡稱，後續再出現時

得直接使用簡稱。例如：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五、圖片、表格分開標號，編號及標題，置於圖下、表上。 

六、引註號碼，除有特別用意外，統一置放於標點符號前。例如：……2。 

貳、引註 

一、引註以必要為限，引註應是已發表之文獻，引註未發表文獻應徵得相關著作權

人之同意。 

二、本刊採隨頁註（footnote）格式，引用同一著作，如緊接前引註時，則可使用

「同前註」；如其間隔有其他引註時，則以「作者名，註X書（文），XX頁」方

式呈現。 

三、來稿文章字數以5,000字至20,000字為宜（不含註解），引註總字數請勿超過全

文四分之一。 

四、大法官解釋、法條條文及行政函釋無需註明日期及出處，若非必要，請勿全文

摘錄。 



 

 

五、引註格式說明如下： 

(一)中、日文文獻 

1.專書 

作者名，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顏吉承，專利說明書撰寫實務，2009年，117-118頁。 

2.專書論文 

作者名，篇名，收錄於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陳佳麟，習知技術元件組合專利之均等論主張與習知技術抗辯

適用之研究，收錄於2003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

257頁。 

3.譯著 

原著，譯者，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H. Maurer著，高家偉譯，行政法學總論，2002年，40-50頁。 

4.期刊論文 

作者名，篇名，期刊名，年月，卷期，頁數。 

例如：陳志清，企業與未實施專利實體之互動關係及因應策略（上），

專利師，2010年7月，2期，43-51頁。 

5.大法官解釋、法條 

例如：大法官釋字第645號解釋、專利法第44條。 

6.行政函釋 

例如：內政部(87)年台內地字第8673631號函。 

7.法院判決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552號判決。 

8.法院決議 

例如：最高法院91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二)其他外文文獻 

1.英文引註：請參The Bluebook引註格式。 

2.引用其他外文文獻，請依各國習慣，註明作者、論文或專書題目、論文

出處（如：期刊名、卷期數）、頁碼或邊碼。 

例如：Radbruch, Gustav, Rechtsphilosophie, 3. Aufl., S. 251. 



 

 

《專利師》徵稿簡則 

一、本刊各專欄均歡迎投稿及提供資料。來稿請以中文撰稿，由左而右橫式打字，

篇幅請勿過長，專業論著每篇以5,000至20,000字為宜。請將稿件email至：

mail@twpaa.org.tw。 

二、稿件初審： 

1.稿件請附摘要（A4一頁為限），註明論文題目，300字左右，A4紙張由左至

右繕打，以word軟體製作（字體為標楷體14級），並附上任職單位、職稱、

通訊地址、白天聯絡電話、手機、傳真、email。 

2.來稿一經採用，請於接獲接受刊登信後三日內將定稿電子檔傳至上述電子郵

件信箱，以便排版作業。排版後之校對，由作者負責。 

三、稿件如全部或主要部分已在其他刊物或將在其他刊物發表者，請勿投稿本刊。

一稿數投經查證屬實者，本刊得於二年內暫停接受該作者之投稿。 

四、來稿一經刊登，專利師公會（下稱本會）得多次利用。本會之編輯委員會得就

其著作重新編製紀念文集或彙集成冊及刊載於電子媒體；並得授權第三人使用

或授權予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

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各資料庫之需求，為格式之修改。 

五、投稿者欲撤回投稿時，若已完成編排作業者，需賠償本會損失，並經編輯委員

會同意後始得撤回。 

六、來稿發表後由本刊贈送當期刊物1本；稿酬12,000字內1字1元，超過12,000字部

分每字0.5元，上限15,000元。 

七、本刊每年出版4期，分別在1月、4月、7月、10月出刊，請踴躍投稿。 

八、聯絡資訊： 

1.洽詢：本會幹事鄭小姐 02-2701-1990 

2.傳真：02-2701-0799 E-mail：mail@twpaa.org.tw 



 

 

《專利師》審稿辦法 

一、為建立本刊審稿制度，促進本刊文稿品質，特定本辦法。 

二、本刊採用雙向匿名審稿制，來稿由編輯委員會依稿件性質商請二名編輯委員或

相關領域專家負責審稿，並於收到稿件後三週內審畢。 

三、編輯委員會綜合編輯委員與審稿意見後，決定是否刊登、修改後刊登、修改後

再送審、或不予刊登。 

四、編輯委員會得視需要，就各期刊物設定主題，由各編輯委員選定各期主題，並

擔任當期主編。當期主編所邀稿件，得獨立審稿後逕為刊登。 

五、本辦法經編輯委員會通過後，自中華民國99年2月1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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