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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產、官、學各界對《專利師》季刊的持續支持，協助本季刊能夠維持

一貫良好之品質與口碑，欣逢國家慶典，普天同慶，本期嘗試以雙專欄方式以

饗讀者！ 

藥事法修法增訂「新適應症藥品資料專屬權」及「西藥之專利連結」專

章，係近年在藥品之智慧財產保護與執行最為重要之法制變革。本期響應該修

法內容，特開設〈西藥專利連結〉專欄，收錄3篇文章，簡述如下： 

吳秀梅署長所著的「淺談台灣西藥專利連結制度」一文，該文探討西藥專

利連結制度的架構及藥事法之西藥專利連結、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及西藥專

利連結協議通報辦法的相關規定，並指出藉由施行該制度能落實專利法賦予發

明人專利權保護之立法意旨，使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有意願持續投入醫藥研

發。此外，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亦能先行掌握藥品專利狀態之程序，從事

研發或專利迴避設計，進而提升研發量能。 

李素華副教授所著的「生醫產業發展的重要一哩路──西藥專利連結制

度」一文，該文探討生物相似性藥品納入專利連結之適法性疑義及專利法修正

草案有無增訂起訴依據之絕對必要性，並指出專利連結制度之生效與施行為國

內醫藥產業拓展國際市場的重要一哩路。 

吳東哲博士班研究生所著的「專利連結的另一半──談以專利法明定擬制

侵權與確認訴訟之必要性與爭議」一文，該文探討美國擬制侵權與確認訴訟之

起源與發展，以及我國專利法第60條之1修正草案增訂法源依據之必要性，並指
出應盡速推動專利法修正，並考量是否納入不當登載更正請求權及將未登載之

專利排除在擬制侵權訴訟之外。 



 

 

繼宣示2017年為台灣AI元年後，政府同年8月推出「AI科研戰略」，及2018
年至2021年推動「台灣AI行動計畫」，全面啟動產業AI化。本期響應該政策，
特開設〈人工智慧之專利應用〉專欄，收錄4篇文章，簡述如下： 

李崇僖所長所著的「從專利資訊解析人工智慧創新模式」一文，該文探討

AI技術應用化程度及產業領域別分析、AI技術之商業化模式及專利政策面臨之
挑戰，並指出我國應該專注較有競爭力的AI應用領域（例如智慧醫療）的專利
布局，而非全面性分散性地申請各種專利。 

莊弘鈺助理教授與林禹萱律師所合著的「醫療人工智慧之專利保護──以醫療

方法可專利性為中心」一文，該文探討AI技術應用化程度及產業領域別分析、AI
技術之商業化模式及專利政策面臨之挑戰，並指出雖各國仍以排除醫療方法可專利

性為多數，然韓國智慧財產局於2019年公布之審查基準適度開放醫療AI的可專利
性，作為企業創新誘因，台灣或許可以跟進及適度開放。 

劉芳專利代理師所著的「中國大陸人工智慧專利申請及代理實務概覽」一

文，該文探討中國大陸的人工智慧創新應用、人工智慧專利申請及專利代理實

務，並指出由於人工智慧創新行為與創新成果的特點，加上各國審查規則不盡

相同而無法貼切保護該創新，專利代理師也需要「創新」專利代理業務技能，

使該創新能夠在更多國家或地區得到有效的保護。 

楊明道律師與徐靖亞專利師所合著的「人工智慧全面起飛──航太領域近

期的AI專利發展」一文，該文探討人工智慧於航空航太領域之應用與美、中、
日於航空航太領域人工智慧專利申請趨勢，也選出3件代表性的美國專利案進行
簡介，並指出為使台灣產業在AI時代占有一席之地，應該評估現行專利制度，
為開創性的AI解決方案及其應用創造可觀的商業價值。 

本期〈專題研究〉收錄4篇文章，包含： 

劉國讚所長與郭廷濠藥師所合著的「探討藥物專利均等侵害範圍──以美國

判決為基礎」一文，該文選出3件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認定均等侵害系爭專利
請求項的訴訟案例，並指出藥物專利均等侵害雖然存有灰色空間，然上述判決

結果均對學名藥廠不利，學名藥廠對於學名藥的均等侵害問題必須更謹慎面對。 



 

 

李秉燊專利師與陳在方副教授所合著「從新興生技醫藥產業鏈實務解析美

國銷售阻卻專利新穎性判決」一文，該文探討新興生技醫藥產業鏈下的專業分

工與經營模式及美國銷售阻卻新穎性規範、沿革與判決分析，並指出生技醫藥

產業在考量專利布局應留意該國法院新穎性要件的檢覈標準及歸納評估心法作

為專利從業人員評估可專利性時的具體依據。 

陳秉訓副教授所著的「醫藥用途請求項及其專利有效性爭議──以明確性

為中心」一文，該文引用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5號民事判決及其上
訴審判決，並介紹美國法實務以闡述醫藥用途請求項所涉及的不明確性問題，

並建議專利法的新穎性規定引入《歐洲專利條約》第54條第4項與第5項的立法
模式，准許藥品請求項得以新穎的療效來取得專利。 

陳志遠助理教授所著的「論進步性之肯定因素──「反向教示」：以台灣

智財法院相關判決」一文，該文探討「反向教示」在台灣專利審查基準中歷年

規範之演進及智慧財產法院的判決解析與部分判決案例介紹，並歸納上述判決

背後的心證理由，以類型化目前「反向教示」案件處理情形。 

本期季刊依舊精采可期，衷心期許讀者們於兼具深度及廣度之文章中一同

精進，並激盪出更多智慧財產權相關議題之創新思維，繼而對工作有所助益及

催生更健全友善之智慧財產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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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藥專利連結專欄  

淺談台灣西藥專利連結制度 

吳秀梅* 

前 言 

藥品智慧財產保護向為全球關注的焦點，藥品專利與上市核准之連結制度便是

其中重要的一環。為降低學名藥之專利侵權爭議，各國作法未盡相同，例如德國及

其他歐洲國家之醫藥法律賦予新藥長達10年之資料專屬保護，期間屆滿後，關於該

藥品之專利權往往已消滅，因而可確保上市之學名藥不會侵害藥品專利權；美國、

加拿大及韓國之醫藥法規對於新藥之資料專屬保護期間較短，惟於醫藥相關法律建

立專利連結制度，以公開新藥專利資訊方式，使學名藥上市前有機會先釐清專利有

效性或免除侵權疑慮。我國考量較長之資料專屬保護未必有利於國內製藥產業之發

展及民眾用藥之可近性，爰參考美國、加拿大及韓國等國家立法例，特於藥事法制

定台灣西藥專利連結制度。 

所謂專利連結制度，係指新藥上市與專利資訊揭露之連結、學名藥上市審查程

序與其是否侵害新藥專利狀態之連結，並賦予藥商一定期間釐清專利爭議，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以此作為准駁學名藥上市之依據，期能於學名藥上市之前，先行解決專

利侵權爭議，而不致影響藥物使用及公共衛生。 

台灣西藥專利連結制度自2018年1月31日以總統令公布增訂藥事法第4章之1西

藥之專利連結後，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依照藥事法的授權，訂定2

                                                        

DOI：10.3966/221845622019100039001 

收稿日：2019年9月10日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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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子辦法，分別是2019年3月6日公布的西藥專利連結協議通報辦法及2019年7月1日

公布的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另外食藥署也依藥事法的規定，建立了西藥專利連

結登載系統（下稱「登載系統」），公開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提報的專利資訊。

行政院考量西藥專利連結的子法規及系統大致都已到位，旋即公布西藥專利連結制

度自2019年8月20日起施行。 

首先，先藉著下面這張圖簡述西藥專利連結制度的整個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圖1 台灣西藥專利連結制度 

當食藥署核發新藥藥品許可證給新藥所有人時，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認有提

報藥品專利權專利資訊之必要者，須於45天內到登載系統登錄專利資訊；當P4學名

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提出學名藥查驗登記申請時，食藥署會進行文件項目的審核，

若資料齊備，食藥署會核發資料齊備函，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必須要在收到資

料齊備函之次日起20天內通知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及專利權人，主張新藥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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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撤銷或未侵害權利情事。專利權人若認有侵權疑義時，必須在45天內提起侵權訴

訟，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要通知食藥署，食藥署將會暫停核發學名藥藥品許可證

12個月，但暫停發證期間食藥署仍會持續審查，審查完時會核發審查完成通知函，

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可以向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申請藥品收載

及支付價格核價；若12個月內訴訟未有判決結果或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取得未

侵權之判決，食藥署便會核發學名藥藥品許可證，首家學名藥可獲得12個月銷售專

屬期，銷售專屬期過後才會核發其他學名藥藥品許可證。但若在暫停發證的12個月

內，專利權人取得專利侵權成立之確定判決，則食藥署須至該專利權消滅始得核發

學名藥藥品許可證。另外若專利權人沒有提起侵權訴訟，食藥署審完後會直接核發

學名藥藥品許可證，首家學名藥仍可獲得12個月銷售專屬期。 

接下來透過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拆解，來細說藥事法之第4章之1（西藥之專利

連結）、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及西藥專利連結協議通報辦法的相關規定： 

壹、新藥專利資訊提報 

當食藥署核發新藥藥品許可證給新藥所有人時，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認有提

報藥品專利權專利資訊之必要者，須於領證之次日起45日內到登載系統提報藥品專

利權專利資訊；若是領證後才取得的專利，可以在審定公告（即專利公報刊載之公

告日）之次日起45日內到專利登載系統提報；若已登載之專利資訊有變更或刪除

時，應自發生之次日起45日內提報；至於西藥專利連結施行前，有些新藥其專利權

未消滅者，亦得於施行後3個月內補提報。 

但這些專利資訊的提報，只限於物質、組合物或配方、及醫藥用途的發明。要

特別留意的是，在藥事法第100條之1有規定，若以詐欺或虛偽不實之方法提報專利

資訊，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至於要提報的專利資訊有哪些呢？要包括專利證書號數，若是醫藥用途者，應一

併敘明請求項項號；專利權期滿之日；專利權人之姓名或名稱、國籍、住所、居所或

營業所。有代表人者，其姓名。該專利權有專屬授權，且依專利法辦理登記者，為其

專屬被授權人的相關資料；若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於中華民國無住所、居所或營

業所者，應指定代理人，並提報代理人之姓名、住所、居所或營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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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新藥許可證所有人與專利權人不同者，於提專利資訊時，應取得專利權人

之同意。若該專利權有專屬授權，且依專利法辦理登記者，僅需取得專屬被授權人

之同意。 

貳、公眾檢視專利資訊的機制 

藥事法有建立公眾檢視專利資訊的機制，任何人只要察覺登載系統中所公開的

專利資訊與所核准之藥品無關；或非屬物質、組合物或配方、醫藥用途專利；或已

登載之專利資訊錯誤；或未辦理變更或刪除，都可以書面敘明理由及附具證據通知

食藥署，食藥署會在接獲通知之次日起20日內轉送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新藥藥

品許可證所有人需要在收受通知之次日起45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回覆食藥署，並

得視情形辦理專利資訊之變更或刪除。食藥署會於登載系統公開通知人的主張及新

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的書面回覆。 

另外要特別留意的是，在藥事法第92條之1有規定，若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

未依所定期限回覆，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令其限期回覆，屆期仍未回覆者，由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處3至50萬元罰鍰。 

參、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之聲明 

接下來有關學名藥的部分，專利連結施行後，學名藥查驗登記申請時要做P1至

P4的聲明，所謂的P1是指對照新藥未有任何專利資訊之登載；P2是指對照新藥之專

利權已消滅；P3是指申請人同意對照新藥之專利權消滅後，始由食藥署核發藥品許

可證；P4就是主張對照新藥之專利權應撤銷，或學名藥未侵害對照新藥之專利權。 

所以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在送件時，要評估好及決定好要做何種聲明，因

為不同的聲明類型會有不同的審查流程，例如P3會等到專利權消滅後才會發證；P4

需要經歷通知、暫停發證或銷售專屬期等流程。 

接下來針對較為複雜的P4案件來做說明： 



淺談台灣西藥專利連結制度 5 

專利師︱第三十九期︱2019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肆、P4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之通知程序 

當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提出P4學名藥查驗登記申請時，食藥署會先進行文

件項目的審查，若資料齊備，也就是沒有被RTF（Refuse to file）的話，食藥署會核

發資料齊備函。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應自資料齊備函送達之次日起20日內，就

其主張新藥專利權應撤銷或未侵害權利情事，敘明理由及附具證據，通知新藥藥品

許可證所有人及食藥署。若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和專利權人及專屬被授權人不同

時，應一併通知。 

要特別留意的是，若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未依規定通知者，食藥署將駁回

該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案。 

伍、專利權人提起侵權訴訟 

專利權人在接獲P4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通知後，若要提起侵權訴訟，應該

在接獲通知之次日起45日內向法院提起，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應自起訴日之次日

起20日內，將蓋有法院收狀章戳之起訴狀影本送給食藥署。 

要特別留意的是，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如不當行使專利權，提起侵權訴

訟，致使學名藥申請人因暫停發證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陸、食藥署暫停核發學名藥藥品許可證 

當食藥署接獲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的通知，得知專利權人有提起侵權訴訟

時，就會暫停核發藥品許可證12個月，這12個月的起算日期是自新藥藥品許可證所

有人接獲P4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通知之次日起起算。同一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

請人且同一藥品，只會暫停發證一次。暫停發證期間食藥署審查不中斷，仍會持續

進行學名藥審查。 

原則上食藥署暫停發證期間是12個月，但仍下面二類例外的情境，情境一是若

有下面7種狀況之1者，食藥署會核發學名藥許可證，不會暫停發證。這7種狀況分

別是一、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接獲通知後，未於45日內提起侵權訴訟；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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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未依P4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日前已登載之專利權提起侵權

訴訟；三、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提起之侵權訴訟，經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裁判原告之訴駁回；四、經法院認定所有繫屬於侵權訴訟中

之專利權有應撤銷之原因，或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取得未侵權之判決；五、學

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依第48條之9第4款聲明之所有專利權，由專利專責機關作成

舉發成立審定書；六、當事人合意成立和解或調解；七、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

依P4聲明之所有專利權，其權利當然消滅。若有這些狀況，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

人務必檢附證明資料通知食藥署，食藥署在審查完成後就會核發學名藥藥品許可

證。 

情境二是若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於暫停發證的12個月內取得侵權成立之確

定判決者，那食藥署就會等到專利權消滅後才會核發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當然若有

這種情形時，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務必檢附證明資料通知食藥署。 

柒、暫停核發許可證期間，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得

申請健保核價 

前面有提到P4案件，暫停發證期間審查不中斷，當食藥署審查完成時會核發審

查完成通知函給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可以向中央健

康保險署申請藥品收載及支付價格核價。但要留意的是，在食藥署正式核發學名藥

藥品許可證前，不得製造或輸入。 

捌、銷售專屬期間 

P4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案，資料齊備日最早者，可以取得12個月的銷售專屬

期間。同日有2個以上學名藥符合申請資料備齊日最早者，共同取得12個月銷售專

屬期間。但是資料備齊日最早者若有下面3種情形之一者，其資料備齊日最早者的

資格會被後者遞補，因而喪失銷售專屬期間，這3種情形分別是一、於藥品許可證

審查期間變更所有涉及P4的聲明，例如P4變更成P3；二、自資料齊備日之次日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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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內未取得審查完成通知函，例如不准登記；三、專利權人在暫停發證的12個月

內取得侵權成立之確定判決。 

至於銷售專屬期間的核定，學名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應自領證之次日起6個月

內銷售，並自最早銷售日之次日起20日內檢附實際銷售日之證明給食藥署，食藥署

會核定銷售專屬期間及起訖日期。若有2個以上學名藥共同取得銷售專屬期間，以

任一學名藥之最早實際銷售日為起算日。 

原則上銷售專屬期間屆滿前，食藥署不得核發其他學名藥之藥品許可證，但取

得銷售專屬期間之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食藥署得核發學

名藥藥品許可證予其他申請人：一、未於食藥署通知領取藥品許可證之期間內領

取；二、領證後6個月內未銷售，且自最早銷售日之次日起20日內未檢附實際銷售

日之證明通知食藥署；三、依P4聲明之所有專利權，其權利當然消滅。 

玖、協議通報 

若新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

人、學名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藥品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間，所簽訂之和解協

議或其他協議，涉及藥事法第4章之1關於藥品之製造、販賣及銷售專屬期間規定

者，雙方當事人應自事實發生之次日起20日內通報食藥署。若涉及逆向給付利益協

議，亦應自事實發生之次日起20日內通報公平交易委員會。若食藥署覺得通報之協

議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者，也會通報公平交易委員會。要特別留意的是，藥事法

第92條之1有規定，未依規定通報者，食藥署會處3至200萬元罰鍰。 

至於協議通報的方式及內容，在西藥專利連結協議通報辦法有明定，通報方式

應以書面及中文記載方式為之。通報內容應該包括一、協議當事人之姓名或名稱、

國籍、住所、居所或營業所；有代表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二、簽訂協議之

目的；三、協議生效日期；四、所涉及藥品許可證字號或申請案號；五、涉及本法

第4章之1關於藥品製造、販賣及銷售專屬事實發生日、專屬期間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內容；六、協議內容所涉專利權之證書號數；七、給付利益相關事項；涉及逆向給

付利益者，註明有無通報公平交易委員會。 

前述所提事實發生日，以協議生效日為準，但學名藥查驗登記申請日在協議生



8  

專利師︱第三十九期︱2019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效日之後者，以查驗登記申請日為事實發生日。 

拾、適應症排除機制（Carve out） 

藥事法亦有建立適應症排除機制，以鼓勵學名藥提早上市。如果學名藥的對照

新藥，尚屬存續中的專利只剩醫藥用途專利，則可以排除該醫藥用途專利所對應的

適應症，且聲明不侵權，食藥署審查完畢後即可發證。這類案件因為已經把有專利

的部分排除了，所以無需暫停發證來釐清侵權爭議，也因為沒有挑戰專利，所以也

沒有銷售專屬期，但仍需要做P1至P4的聲明及通知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與專利權

人。 

拾壹、新成分以外之新藥／生物相似性藥品之準用規定 

藥事法及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有規定新成分以外的新藥及生物相似性藥品準

用西藥專利連結的相關規定。所謂新成分以外的新藥，係指新療效複方新藥及新使

用途徑新藥，準用藥事法第48條之9至第48條之15關於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之相

關規定，也就是要做P1至P4的聲明、通知新成分新藥許可證所有人及專利權人、暫

停核發許可證。但要留意的是，這類案件沒有銷售專屬期，但若有專利，可以登錄

專利，它的學名藥就得進行西藥專利連結的相關程序。 

生物相似性藥品準用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之相關規定，也就是生物相似性藥

品和學名藥一樣都要進行P1至P4的聲明、通知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及專利權人、

暫停核發許可證、首家有銷售專屬期等程序。另外針對生物相似性藥品，為給業者

有適度的緩衝期，凡生物相似性藥品於西藥專利連結施行前經食藥署核准執行臨床

試驗者，不適用專利連結制度。 

最後藉由下面這張表做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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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 明 通 知* 暫停發證* 銷售專屬* 登錄專利 

新成分新藥 
（含生物新藥） × × × × ˇ 

新療效複方新藥 
（含生物新藥） ˇ ˇ ˇ × ˇ 

新使用途徑新藥 
（含生物新藥） ˇ ˇ ˇ × ˇ 

學名藥 ˇ ˇ ˇ ˇ × 

生物相似性藥 ˇ ˇ ˇ ˇ × 

適應症排除 
（學名藥或生物相似性藥） ˇ ˇ × × × 

【註】*：限P4案件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圖2 西藥專利連結制度各藥品查驗登記比較表 

凡是新藥都可以登錄專利，至於新療效複方新藥和新使用途徑新藥，係參考對

照新成分新藥研發製成的，所以要做P1至P4的聲明、P4要通知新成分新藥許可證所

有人及專利權人、若專利權人有提起侵權訴訟的話，會暫停發證。但要留意的是這

類案件沒有銷售專屬期，但若有專利，可以登錄專利，它的學名藥就得進行西藥專

利連結的相關程序。 

學名藥和生物相似性藥品，係參考對照新藥研發製成，所以要做P1-P4的聲

明、P4要通知新藥所有人及專利權人、若專利權人有提起侵權訴訟的話，會暫停發

證、首家會有銷售專屬期，因學名藥和生物相似藥品，非屬新藥，依藥事法的規定

是不能登錄專利。 

至於學名藥或生物相似藥品的適應症排除，不適用暫停發證與銷售專屬期間之

相關規定，但仍需要做P1至P4的聲明及通知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與專利權人。 

藉由專利連結制度的施行，可落實專利法賦予發明人專利權保護之立法意旨，

肯定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之研發付出，使其有意願持續投入醫藥研發。另一方

面，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於藥品上市前，先行掌握藥品專利狀態之程序，亦能

誘導及督促藥商從事研發或專利迴避設計，進而提升學名藥產業之研發量能，以鼓

勵醫藥產業之創新研發，提升我國產業實力及國際競爭力，並落實政府積極推動醫

藥及生物技術等新興產業發展之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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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藥專利連結專欄  

生醫產業發展的重要一哩路 
──西藥專利連結制度 

李素華* 

壹、前 言 

2016年8月由行政院會議通過之藥事法修正草案，立法院於2017年12月29日三

讀通過及於2018年1月31日總統公布。本次修法之最重要內容，乃增訂「新適應症

藥品資料專屬權」（第40條之3）及「西藥之專利連結」專章（第4章之1）。自專

利法於1994年肯定藥品發明之專利適格性及建立藥品專利權期間延長制度、2013年

訂定醫藥上市申請之研究試驗專利權效力不及、2005年藥事法增訂新成分新藥資料

專屬權後，本次之藥事法修法，乃近20年來藥品智慧財產保護與執行之最重要法制

變革。 

新適應症藥品資料專屬權先於2018年初生效，關於專利連結專章之施行，歷經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逾1年半期間研擬「西藥專利連結施行

辦法」及「西藥專利連結協議通報辦法」，並建置「西藥專利連結資訊系統」1，終

於在2019年8月20日正式生效施行2。我國應否引進專利連結制度，立法過程雖有少

數見解持中立立場3，惟報章雜誌往往僅見標題聳動及力主反對之聲浪4。筆者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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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1 網址如下：https://plls.fda.gov.tw/，最後瀏覽日：2019年10月4日。 
2 行政院院臺衛字第1080025868B號令。 
3 例如：莊郁沁、朱淑尹，專利連結對產業之影響──兼論相關因應策略與律師角色，全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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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團隊自2015年起執行食藥署委託之研究計畫5，協助推動及草擬藥事法專利連結專

章及其相關子法6、建置西藥專利連結資訊系統。歷經數年與醫藥專責機關、醫藥業

                                                                                                                                                        

師，2019年5月，23期5卷，4-13頁；高詠文、彭德仁，政策舞蹈──生物藥與專利連結制度

淺析，全國律師，2019年5月，23期5卷，37-50頁；何娜瑩、林均郁，論生物藥品準用專利

連結制度對我國藥廠對智慧財產權策略之影響，全國律師，2019年5月，23期5卷，51-59

頁；楊明方，藥品專利連結強硬過關 讓台灣製藥業任國際藥廠宰割？，今周刊，2018年1

月15日，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3/post/201801150009/藥品專利

連結強硬過關%E3%80%80讓台灣製藥業任國際藥廠宰割？，最後瀏覽日：2019年10月4

日；蔣士棋，專利連結真會扼殺台灣製藥業？，北美智權報，2018年1月，202期；沈宗倫，

簡評我國專利連結制度之相關立法──以藥事法之解釋適用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2018年

7月，278期，165-177頁；侯春岑、林宗緯，台灣專利連結制度簡介，萬國法律，2018年2

月，217期，33-43頁；李素華、吳全峰，初探藥事法增訂專利連結專章之立法芻議，月旦法

學雜誌，2016年11月，258期，163-177頁；張哲倫，專利連結之歷史、緣由及其政策功能，

智慧財產權，2015年4月，196期，5-19頁；李素華，藥品上市審查與專利連結制度之本旨與

內涵──從美國Hatch-Waxman Act談起，收錄於智慧財產訴訟制度相關論文彙編第4輯（司

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2015年，47-95頁。 
4 例如：翁雅欣，專利連結藥事法修正立法過程觀察：失落的台灣全民健康福祉與本土製藥產

業利益，全國律師，2019年5月，23期5卷，14-36頁；陳俊佑、李舜淵，生物相似藥為何不

應納入專利連結？，中時電子報，2019年3月27日，https://tw.news.yahoo.com/專家傳真-生物

相似藥為何不應納入專利連結-215007764--finance.html；蘇東茂，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 第

16條第3項修正案應懸崖勒馬，工商時報，2019年3月14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 

papers/20190314000312-260202?chdtv；滕西華，生物相似要專利保護，保護了誰，蘋果日

報，2019年3月14日，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90314/38280329/；陳鋕雄，

本質不同的生物相似藥難準用化學藥專利連結，自由時報，2019年3月12日，https://talk.ltn. 

com.tw/article/paper/1273426；黃文鴻，正視「生物相似性藥品專利連結」的潛在危機，自由

時報，2019年3月4日，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271469；黃文鴻，愚蠢的生物相似

性藥品專利連結，工商時報，2019年2月12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 

0212000231-260202?chdtv；劉適寧，藥事法專利連結 本土藥廠因應之道，工商時報，2018

年1月12日，https://view.ctee.com.tw/legal/8109.html（以上網頁之最後瀏覽日，均為2019年10

月4日）；滕沛倫、宋皇志，我國真有引進專利連結制度之必要嗎？──對藥事法與專利法

修正草案之評析，智慧財產評論，2017年3月，14卷2期，43-78頁。 
5 李素華、吳全峰、謝季峰，自由化法規鬆綁落實藥品智慧財產保護之法規修訂計畫，2015年2

月至12月；李素華、吳全峰，藥品專利及生體相等性試驗相關資料庫建置計畫，2016年1月至

9月；李素華、吳全峰、林道通，藥事法建置專利連結制度相關子法規研擬計畫，2017年8月

至12月；李素華、吳全峰、林道通，藥事法專利連結配套法規之研究計畫，2018年5月至12月。 
6 筆者與研究團隊於2018年間草擬逾10版本之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草案，條次均介於40餘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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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廣泛而密集溝通，進而瞭解我國藥品近用與產業現況，筆者支持7食藥署與其他政

府部門推動藥品智慧財產權保護之政策方向，認為其能進一步鼓勵醫藥產業投入研

發、專利布局與國際競爭力，亦對新藥引進台灣市場提供間接誘因8。 

專利連結法制推動過程之爭議，部分反對理由單純是誤解國內9外10相關法律規

範；關於專利連結制度是否嚴重打擊本土藥廠利益、成為壓垮我國健保財務之最後

                                                                                                                                                        

至60餘條，遠多於最終由食藥署拍板定案之18條。子法條文少於母法，在立法體例上已屬罕

見。此外，專利連結制度之具體施行，仍有諸多細節事宜應於施行細則規範，以使法規適用

者有遵循依據與預測可能性。食藥署公布之18條子法是否周全及能滿足法規適用之明確性要

求，不無疑問。可以預見未來會有諸多行政函令填補子法規定之不足，抑或食藥署在個案中

自行裁量，此等作法是否符合法治國家之法規明確性與一制性要求，甚而發生逾越母法授權

之爭議，均有疑義。 
7 李素華，專利連結會壓垮台灣生醫產業與健保財務嗎？，自由時報，2019年2月25日，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269810，最後瀏覽日：2019年10月4日；李素華，簡析藥

事法修法：新適應症資料專屬權與專利連結專章，科學月刊，2019年3月，435期，

http://scitechreports.blogspot.com/2018/03/blog-post_7.html，最後瀏覽日：2019年10月4日；李

素華，藥品專利侵權訴訟之現況與未來：從藥事法專利連結專章談起，收錄於智慧財產法院

十週年紀念之智慧財產論文集，智慧財產法院，2018年，73-124頁；李素華，我國藥品專利

保護之現況與未來──從專利連結制度之研擬談起，智慧財產權月刊，2016年12月，216

期，5-28頁。 
8 台灣市場規模小，跨國藥廠需有足夠誘因始有意願在台上市新藥，健保藥價當為最直接及重

要因素，智慧財產權保護及執行是否足夠，應屬間接因素。 
9 例如：有見解認為專利連結之暫停核發藥品許可證程序，將嚴重阻礙或延緩學名藥上市時

程。惟對照新藥若無專利權保護，抑或專利權均已消滅，根本不適用暫停發證程序，因此，

並非所有學名藥上市申請案都會適用暫停發證程序。另外，即便申請上市之學名藥有侵權疑

義，專利連結制度僅發動12個月暫停「核發藥證」程序，迄今仍不乏醫藥業者或反對者誤認

其為12個月暫停「審查藥證」，以為食藥署於此期間不「審查」學名藥上市申請案。實則即

便是有侵權疑義之學名藥案，於釐清專利有效性及侵權爭議之12個月期間，不僅食藥署仍續

行審查，甚而亦會核發審查完成通知函及能先行至健保署申請藥品收載及支付價格核價。因

此，食藥署僅就有侵權爭議之學名藥上市申請案，於12個月內不「核發」上市許可證。 
10 例如：有見解認為我國擬加入之CPTPP區域性貿易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智慧財產權專章（IP Chapter）第18.53條藥品上市

與專利連結有關條文（Measures Relating to the Marketing of Certain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已遭凍結，實則專利連結並不列於暫緩條款（suspended provisions）。CPTPP暫緩條款，參

見：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de-commerce/trade-agreements-accords-commerciaux/agr- 

 acc/cptpp-ptpgp/annex2-annexe2.aspx?lang=eng，最後瀏覽日：2019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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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稻草，有待產學研各界之實證研究11，本文無意聚焦於此等有待歷史證明之觀

念爭辯。以下僅著眼於兩大法律議題：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納入生物相似性藥品

（biosimilar drug）是否逾越藥事法授權、專利法修正草案增訂起訴依據是否有絕對

必要性。 

貳、生物相似性藥品納入專利連結無適法性疑義 

我國專利連結制度應否涵蓋生物相似性藥品，從立法之初即為各方所高度重

視。施行辦法草擬階段，食藥署於2018年9月11日第1次公告之草案並無生物相似性

藥品之規定；次年1月30日重新公告及目前施行之辦法，已於第16條明訂生物相似

性藥品之查驗登記亦應依循專利連結程序，產學研各界不乏撻伐聲浪12，認為此舉

與國外作法不符或違背藥事法之規定。實則專利連結制度應否涵蓋生物相似性藥品

之各國作法不一，法律上更無違背母法授權可言。 

一、國外立法例 

所謂的專利連結，係指將藥品之上市審查與專利資訊加以連結，透過法定程序

及步驟，確認其後上市之學名藥（generic drugs） 13未侵害對照藥品（ reference 

                                                        
11 筆者近日指導之在職專班碩士生，挑選3類型藥品（主成分為Duloxetine抗憂鬱藥品、

Telmisartan之降血壓藥品與Esomeprazole之治療胃食道逆流性疾病藥品），利用健保資料庫

以回溯性資料找出藥證、專利及健保價格間之關聯性，以預測專利連結制度施行後對於健保

財務、本土學名藥上市之影響。研究結論如下：(1)學名藥上市時程：專利連結制度下若無

任何學名藥藥商挑戰新藥專利權，學名藥會被延遲1個月之上市時間。(2)健保財務負擔：以

學名藥延緩1個月上市時間、智慧財產法院歷年藥品專利案件審查時程為基礎，健保可能增

加0.7萬至159.2萬元。以2017年為例，健保收支淨短絀98億元，且藥品費用非健保之唯一花

費，藥費支出通常僅占整體醫療費用25%上下。學名藥因專利連結而延緩上市及增加之一百

餘萬花費，遠遠低於98億元之健保短絀數額。詳細實證研究與分析，參見吳冠諭，專利連結

制度對學名藥產業與健保的影響及評估，國立臺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生物科技管理碩士在職

學位學程碩士論文，2019年6月。 
12 同註4。 
13 依據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4條第2款之定義，學名藥係指與已核准之藥品具同成分、同劑

型、同劑量、同療效之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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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之專利權；對照藥即為原廠藥、新藥。由前述內容可知，專利連結制度係為

提前釐清專利之有效性與侵權爭議，避免藥品在上市後始發現有專利權侵害疑義，

蓋侵權學名藥之銷毀或回收不僅影響學名藥藥商之投資，亦不利於病患用藥。 

專利連結制度源自於美國1984年之Hatch-Waxman Act，於該法立法之際，生物

技術不僅仍在發展階段，更無今日所稱之生物藥品或生物相似性藥品可言，從而不

難想見，何以美國之專利連結僅適用於小分子之化學藥品。隨著生物技術在醫藥領

域發展與應用日漸成熟，生物藥品之上市儼然成為趨勢；2010年美國率先生效施行

BPCIA（Biologics Price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ct），明訂生物藥品之上市規

範。以藥品涉及之專利類型與態樣而觀，生物藥品與化學藥品之差異甚大，前者以

製程專利（process patent）為核心，後者則可能涉及方法專利及物之專利。由於

1984年之Hatch-Waxman Act係針對化學藥品而建立專利連結，制度上僅涵蓋物質、

組合物或配方、醫藥用途專利，從而依循BPCIA申請上市之生物藥品，其專利有效

性與侵權爭議自難直接援用專利連結。有鑑於此，美國國會乃於BPCIA另訂「專利

舞蹈」（patent dance）14與生物新藥之12年資料專屬權，藉以回應生物藥品往往涉

及製程專利侵權爭議之特殊性。依其規定，生物相似性藥品上市前必須踐行瑣碎複

雜及歷時甚久的專利資訊交換程序，且在生物新藥上市後12年內，醫藥專責機關根

本不會核准任何生物相似性藥品上市。 

據此，美國的專利連結確實未涵蓋生物相似性藥品，但另有相同立法目的及運

作上更嚴格的專利舞蹈與12年資料專屬權。國內有論者認為，美國於2010年之

BPCIA立法捨棄專利連結而另設專利舞蹈，是因為既有專利連結程序有諸多缺陷、

其為落伍或過時制度，此等見解不僅是誤解美國立法例，顯然亦對藥品專利或生物

藥品之專利概況一無所知。 

雖然化學藥品與生物藥品之專利類型與態樣截然不同，但美國BPCIA所建立之

專利舞蹈程序甚為複雜，賦予生物新藥12年資料專屬權對於生物相似性藥品上市影

響甚鉅。據此，同樣採行專利連結制度來避免藥品專利侵權爭議之國家，包括加拿

大、新加坡及韓國，均未就生物藥品另立程序，逕以專利連結涵蓋所有藥品，避免

遽然引進專利舞蹈程序而影響生物相似藥產業之發展。國內有論者認為，我國專利

                                                        
14 詳見42 U.S.C. § 26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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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制度「獨步全球」而同時涵蓋小分子學名藥與生物相似性藥品，此等見解同樣

是對國外立法例之認知不足。 

二、生物相似性藥品上市同樣有專利侵權疑慮 

專利連結之制度本旨是在提前釐清藥品專利之有效性與侵權爭議，不論是小分

子學名藥與生物相似性藥品上市，均可能涉及對照藥品之專利權。 

詳言之，藥商之研究成果要能夠作為藥品上市，必須檢附臨床前及三階段臨床

試驗資料，以證明其安全性及療效、能有效用於治療特定疾病。至若用於治療特定

疾病的藥品一旦核准上市，代表已有足夠的試驗資料證明其安全性與療效。此時，

其他藥商若欲產銷相同成分、相同劑型、相同劑量及相同適應症之藥品（此即化學

藥品之學名藥），只需證明該學名藥於人體作用部位的速率（ rate）及程度

（extent）與對照的新藥相同，即可由醫藥專責機關核准上市。在前述學名藥上市

程序下，只要對照藥品仍有專利權保護，無可避免的將易於發生專利侵權爭議。蓋

學名藥上市申請之所以不需要檢附完整的試驗資料，係因其向醫藥專責機關證明該

學名藥與對造藥品之成分、劑型、劑量及適應症完全相同，從而只要對照藥品仍有

物質、組合物或配方、醫藥用途專利權保護，該學名藥應有一定可能性會構成前揭

專利權之文義或均等侵權，因而乃有專利連結制度避免侵權爭議。 

觀諸生物藥品之上市規範，即便是依據微生物學、免疫學學理製造之血清、抗

毒素、疫苗、類毒素及菌液等所製成之生物藥品15，同樣有所謂的「新藥」、「對

照藥品」概念。亦即第一個申請上市之生物藥品即為生物新藥，藥商需檢附完整的

試驗資料證明其安全性與療效，始能由醫藥專責機關核准上市；其後以生物新藥為

「對造藥品」而申請上市者，則稱為生物相似性藥品。生物藥品之所以不直接援用

「學名藥」名詞，係其無法如化學藥品般，由不同藥商製造出結構（成分）完全相

同之藥品，充其量僅能達到一定程度之「相似性」。即便生物相似性藥品之結構無

法與對造之生物新藥完全相同，其上市申請程序仍需引用（refer to）或依賴（rely 

on）生物新藥的試驗資料，以證明二者之相似性16。據此，作為對造藥品之生物新

                                                        
15 參見我國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4條第3款關於生物藥品之定義。 
16 參見生物相似性藥品查驗登記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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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若仍有專利權保護，生物相似藥品則有侵權疑慮，如何在上市前先行釐清侵權爭

議，實與化學藥品之學名藥並無二致。此乃美國有專利舞蹈，加拿大、新加坡及韓

國之專利連結制度涵蓋生物藥品之緣由。 

三、藥事法專利連結專章之「學名藥」概念能涵蓋生物相似性

藥品 

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第16條第3項明訂，生物相似性藥藥品許可證之申請，

「準用」藥事法第4章之1有關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之專利連結規定。論者認為，

前揭「準用」規定逾越母法授權、藥事法專利連結專章僅能適用於化學藥品之學名

藥。本文認為，細究我國醫藥衛生相關法規，藥事法第4章之1之「學名藥」名詞，

解釋上本來就能涵蓋生物相似性藥品，根本無所謂「逾越母法授權」可言。 

易言之，「學名藥」在醫藥業者為熟習的名詞，但在法律上並非「專有名

詞」；屬於法律位階之法、律、條例或通則，均無任何定義。即便藥品查驗登記審

查準則第4條第2款有學名藥定義17，亦不宜認為其所指者為化學藥品之學名藥，並

據此而推論，藥事法專利連結專章之學名藥應採相同定義而不能涵蓋生物相似藥

品。本文質疑，不應以「下位階子法」定義來解釋及限制母法之適用範圍。更重要

的是，我國醫藥衛生法規中，雖不乏述及「學名藥」之條文，惟部分條文所指者乃

「廣義學名藥」，同時涵蓋化學藥品之學名藥（狹義學名藥）與生物藥品之相似

藥，亦有條文之「學名藥」僅指「狹義學名藥」（化學藥品）。至若哪些條文採廣

義或狹義解釋，應探求各該條文之規範目的。 

觀諸醫療法第8條第1項18及第79條19，其乃關於學名藥上市申請所需之生體可

用率、生體相等性人體試驗規定，條文所稱之「學名藥」，必然是採廣義定義及能

涵蓋生物相似性藥品。若認為前揭醫療法條文之「學名藥」僅適用於化學藥品、排

                                                        
17 學名藥係指與國內已核准之藥品具同成分、同劑型、同劑量、同療效之製劑。 
18 本法所稱人體試驗，係指醫療機構依醫學理論於人體施行新醫療技術、新藥品、新醫療器材

及學名藥生體可用率、生體相等性之試驗研究。 
19 為提高國內醫療技術水準或預防疾病上之需要，教學醫院經擬定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者，得施行人體試驗。但學名藥生體可用率、生體相等性之人體

試驗研究得免經中央主管機關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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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生物相似性藥品，顯有疑義。莫非生物相似性藥品為了申請上市許可所進行之人

體適用，不適用醫療法第8條、第78條之規定？若不適用前揭規定，生物相似性藥

品如何進行對照新藥之人體試驗？如何能檢附試驗資料而申請上市許可？除醫療法

外，全民健康保險藥品價格調整作業辦法第17條第5點、第18條第4點、第20條第10

點及第11點之「學名藥」同樣應採廣義解釋。若認為該等條文所指者乃化學藥品及

排除生物相似性藥品，顯有問題，生物相似性藥品在健保制度下根本無從核價。 

相異於此，亦有醫藥衛生法規之「學名藥」名詞應採狹義解釋。例如：全民健

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14條同時規定「學名藥」與「生物相似性藥

品」，該學名藥自應為狹義解釋。 

據此，我國醫藥衛生法規之「學名藥」名詞涵蓋範圍不一，究竟應採廣義或狹

義解釋，必須探求各該條文之規範目的。前已述及，專利連結之制度本旨在避免上

市藥品發生侵權爭議、生物相似性藥品仍有對照藥品概念及侵權疑慮，自應涵蓋於

藥事法第四章之一範圍。正由於我國醫藥衛生法規之學名藥概念不一，因而應於西

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第16條第3項明確規定生物相似性藥品亦有適用。 

參、專利法修正草案無增訂起訴依據之絕對必要性 

於食藥署研議建立專利連結之初，智慧局同時提出專利法修正草案，明確賦予

專利權人與藥商起訴之法源。迄今立法院仍未通過專利法修正案，是否影響專利連

結制度之運作，或有疑義。本文認為，即便尚未完成修法，在現行法規下已有起訴

釐清專利侵權爭議之依據。 

一、專利法草案之規定 

專利連結之制度本旨既然是在提前釐清侵權爭議，自應使藥品專利權人與即將

上市學名藥之藥商能透過訴訟程序確定侵權疑義。 

關於專利權人提起侵權訴訟之依據，智慧局認為，於學名藥申請上市許可之

際，藥商雖會製造少量藥品以供醫藥專責機關審查其安全性與療效，惟個案上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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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商業化製造或販賣藥品。為避免現行專利法第60條20對權利人能否提起侵權

訴訟產生疑義，因而草擬第60條之1第1項：依藥事法第48條之9第4款聲明之查驗登

記申請案，專利權人於接獲通知後，得依第96條第1項請求除去或防止侵害。前揭

條文之其一目的，固然是使專利權人之起訴法源更為明確，本文認為最重要者應在

確定排他權之行使內容。易言之，專利權人依據專利連結程序所提出之侵權訴訟，

僅在對於潛在侵權爭議預為釐清，於此之際學名藥尚未銷售及無具體損害發生，專

利權人得請求之範圍應與一般侵權訴訟不同，僅能主張專利法第96條第1項之防止

侵害請求權，應無損害賠償請求權可言。 

智慧局草擬之專利法第60條之1，除於第1項明訂專利權人之起訴法源，第2項

規定則使學名藥藥商能化被動為主動，以訴訟方式確認該學名藥是否侵害專利權，

進而在藥品上市前先行排除侵權疑義。依其規定，專利權人未於藥事法第48條之13

第2項第1款所定期間內對該查驗登記申請人提起訴訟者，該申請人得就其申請查驗

登記之藥品是否侵害該專利權，提起確認之訴。 

二、增訂起訴依據條文實則無絕對之必要性 

藥事法專利連結專章已於日前生效施行，專利法修正草案卻仍未完成立法程

序，是否因此而影響專利權人或學名藥藥商起訴，或有疑義。本文認為，由專利連

結之制度本旨與前揭修正條文草案之內容而觀，專利法增訂起訴法源之條文並無絕

對必要性，但就法規適用之明確性而言，確實能發揮一定作用。 

易言之，在我國尚未建立專利連結之際，申請上市之學名藥藥商應能主張其有

專利法第60條之專利權效力不及事由，權利人仍不得行使排他權。惟藥事法專利連

結專章之立法目的，係在督促藥商能提早於學名藥上市申請階段，即先釐清侵權爭

議，從而制度運作上自應使利害關係人有提起訴訟之可能性。若認為無專利法增訂

條文則無權起訴，已生效施行之藥事法專利連結專章將形同具文，顯有問題。再

者，現行專利法第96條第1項明訂，於專利權有受到侵害之虞時，權利人得請求防

止之。學名藥藥商主張不侵權或專利權無效，因而向食藥署提出查驗登記申請，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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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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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取得上市許可後大規模商業化製造及販賣學名藥，此等情況應已符合前揭專利法

條文所稱「專利權有受到侵害之虞」，權利人自能主張防止侵害請求權。 

同樣的，即便尚無專利法第60條之1第2項（草案）之增訂條文，於現行訴訟制

度下，對於侵權與否有利害關係之人，本來即可主動提起確認不侵權訴訟，請求法

院確認排他權行使之請求權不存在，司法實務迄今已有數件判決，包括智慧財產法

院97年度民專訴字第15號及第55號、99年度民專訴字第166號民事判決。 

參酌國外立法例，美國21、加拿大22及韓國23在專利法明訂起訴之法源，新加坡

則無規定。據此，配合專利連結而於專利法增訂第60條之1之起訴依據，能確保法

規範適用之明確性，惟無絕對之必要性，在現行法規及司法實務下，專利權人或學

名藥藥商本來即可提起訴訟以提前釐清侵權疑義。 

三、未於西藥專利連結資訊系統登載之專利權能否一併釐清 
侵權爭議 

參酌智慧局擬增訂之專利法第60條之1立法說明，權利人據以起訴者包括未於

西藥專利連結資訊系統所登載之專利權，以使即將上市學名藥之侵權爭議能於一次

訴訟程序中解決，節約當事人成本與司法資源。針對前揭立法說明及未登載專利權

能一併起訴，有見解24質疑範圍過廣或逾越藥事法之適用範疇，亦會衝擊本土製藥

產業。本文對此持不同見解。 

易言之，智慧局草擬之專利法第60條之1及其立法說明清楚指出，權利人必須

以登載於西藥專利連結資訊系統之專利權為起訴依據，不能純以完全未登載之專利

權主張不作為請求權。因此，條文草案所允許者，乃登載與未登載之專利權一併於

該訴訟中提出。基於專利連結之立法目的在提前釐清侵權爭議，紛爭一次性解決與

訴訟經濟之考量，自應盡可能的在同一訴訟納入所有專利權。若認為未登載專利權

                                                        
21 參見35 U.S.C. § 271(e)(2). 
22 參見Patent Act, Article 55.2(4). 
23 參見Patent Act, Article 50-5. 
24 例如：蘇東茂，專利法修法是要扶植還是要滅絕本土生技產業，工商時報，2019年1月25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125000333-260202?chdtv ，最後瀏覽日：

2019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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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一併起訴，不啻為學名藥藥商在上市前要先面對已登載專利權之侵權訴訟，取

得上市許可後又要再面對未登載專利權之排他權行使，顯有疑義。 

從學名藥藥商角度而觀，不論是針對已登載或未登載之專利權，均能主動起訴

確認無侵權疑慮。相對應的，制度運作上實無理由認為，若是專利權人所提起之訴

訟，應以已登載之專利權為限，未登載者不能「一併」在訴訟中釐清其爭議。 

肆、累積專利權為生醫產業長遠發展之不可或缺一環

（代結論） 

生技醫藥產業高度仰賴創新研發，亦為跨技術領域及提供高附加價值產品與服

務的產業。我國自1980年代開始積極推動生醫產業，陸續核定多項促進產業發展的

政策方案，亦有單獨的「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立法。2016年政府部門通過「生

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希冀進一步提升產業成長動能與國際競爭力。從醫藥產業

現況而觀，業者已從單純產銷學名藥，慢慢轉型從事新藥研發，尤其是新劑型、新

使用途徑及新用法用量新藥；在智慧財產布局上，不論是藥品或生物技術之專利權

累積，均漸有斬獲，對於藥品專利權保護與權利行使，亦日趨重視。因此，針對鼓

勵及提升生醫產業發展，我國已建構一定的法制環境，越來越多的醫藥業者不再侷

限於國內市場，而是透過併購、產品在美歐國家上市及挑戰國外專利權等方式，積

極擴展海外市場。 

以創新研發為基礎的醫藥產業，法制環境面上不可或缺的一環乃智慧財產權，

尤其是專利權。藥事法修法過程之爭議或反對聲浪已為歷史，不應忽略專利連結制

度本身兼具強化藥品專利權保護與促進學名藥提早上市之功能。在政府各部門積極

與其他國家建立經貿合作關係，為國內醫藥產業拓展國際市場之際，專利連結之生

效施行，乃我國發展生醫產業的重要一哩路。 

 

 



 

專利師︱第三十九期︱2019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西藥專利連結專欄  

專利連結的另一半 
—— 談以專利法明定擬制侵權與確認訴訟之 

必要性與爭議 

吳東哲* 

壹、前 言 

廣義的「藥品專利連結」在國際上泛指各種將藥品專利爭端與藥品許可證申請

程序相連結之類似制度1，目的在確保藥品專利權人於藥品許可證核准前，有機會就

專利侵權爭議尋求救濟2。但隨連結程度的差異，可區分為以司法保全程序提供救濟

而維持藥證核准獨立性之「軟性專利連結」，與透過行政程序停止核發藥品許可證

作為救濟之「硬性專利連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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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WHO-WIPO-WTO BOOK, Chapter 4: Medical technologies: the access dimension, C. IP-

related determinants of access, available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rips_e/trilatweb_ 

e/ch4c_trilat_web_13_e.htm (last visited Sep. 28, 2019). 另，狹義之「專利連結」原僅指涉美

國於1984年在小分子化學藥物所建立的「專利連結」，並與其後美國於2010年在大分子生物

藥品上所建立的「專利舞蹈」相區隔。 
2 以TPP/CPTPP第18.53條為例，最低要求僅須建立藥證申請人送件通知、專利權人向法院聲

請保全程序，但不要求須在行政上停止發證，也未禁止主管機關或法院事前審查專利權人行

使權利之妥適性，網址： https://www.mfat.govt.nz/assets/Trans-Pacific-Partnership/Text/18.-

Intellectual-Property-Chapter.pdf，最後瀏覽日：2019年9月28日。 
3 Public citizen, What’s New in the TPP Intellectual Property Text? Pharmaceutical Provisions 

(2019.10.9), available at https://wikileaks.org/tpp-ip3/pharmaceutical/Pharmaceutical Provis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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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於2019年8月20日甫施行之「藥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即採用美國

1984年「硬性專利連結」之設計，在法制架構上由「藥事法」與「專利法」共同組

成，前者處理藥品許可證申請或核准程序中與連結專利爭端相關的事項，後者則處

理早期專利侵權訴訟與確認訴訟中訴之利益的鬆綁事項，使法院在他人提出藥品許

可證申請後即能提早受理關於藥品的專利爭端案件。 

我國目前僅完成「藥事法」修正，而「專利法」第60條之1修正草案則尚在立

法院審議中4。有論者認為專利法之修正並非必要5，本文見解則不同，認專利法之

配套修正具高度必要性，且其內容亦有調整空間。本文以下透過介紹美國運作經

驗，探討擬制侵權與確認訴訟對專利連結制度運作之必要性與相關爭議，並對我國

草案提出改進意見，以強化我國對專利連結制度的繼受與討論，並希冀能透過此

文，協助我國建立真正公平、公正且合理的藥品專利爭端解決場域。 

貳、美國擬制侵權／確認訴訟之起源與發展 

一、美國專利連結簡介 

美國在1984年以「藥價競爭及專利權期間回復法案」（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Term Restoration Act, Hatch-Waxman Act）同時修正聯邦食品藥物化粧品

法與專利法，核心目的係為解決藥價高昂的問題6,，因而建立簡化藥品許可證申請

程序（其他新藥／學名藥申請）、試驗免責等制度，以促進藥品價格競爭7，但為了

                                                                                                                                                        

the TPP.pdf (last visited Sep. 28, 2019). 
4 該草案最初併於與TPP相涉之「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因美國退出TPP，經濟部撤

案後，另由委員就該條文提出相同文字之提案。目前審議中草案，見立法院，報告審查委員

高志鵬等17人擬具「專利法增訂第六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網址：https://misq.ly.gov.tw/ 

MISQ/IQuery/misq5000QueryBillDetail.action?billNo=1070423070300600，最後瀏覽日：2019

年9月28日。 
5 美國商會，藥品專利連結正式上路（2019.09.09），網址：https://topics.amcham.com.tw/2019/ 

09/藥品專利連結正式上路/?fbclid=IwAR31cwCPiqN_CyBpUP-RrDequ9LRwAuwcNGTLd0xc 

AyUiwUy5FOrTQlDe50，最後瀏覽日：2019年9月28日。 
6 Statement on Signing S. 1538 into Law, 20 WEEKLY COMP. PRES. DOC. 1359, 1360 (1984). 
7 H.R. REP. 98-857(I), at 16-17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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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獲得原廠等既得利益者之支持8，法案也引進了資料專屬保護、專利延長及專利

連結等制度，作為鼓勵創新的新誘因9。 

專利連結的設計，無論是軟性或硬性，皆可簡化為「辨識、強化、鼓勵」三階

段10。以美國的設計而言，在「辨識」階段，重點在確定爭端解決的範圍，透過原

廠「藥品專利登載」11，並由藥證申請人進行「專利聲明」12來決定爭端範圍；在

「強化」階段，則著重藥品專利的效力強化，包含將專利權人的侵權探知工作轉嫁

給藥證申請人及藥品主管機關於藥證申請時進行「通知」程序13、允許提早在法院

進行專利爭端攻防之「擬制侵權／提起確認訴訟之法源依據」14、在行政上創造免

經審查卻有類似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效果的「停止發證期」15、擴大防止侵害請求權

之「請求法院指定藥證核准日」16；在「鼓勵」階段，針對首位挑戰專利之學名藥

藥證申請人給予「銷售專屬期」17。 

專利連結運作的重點，顯然是使法院在藥證申請人獲得藥品許可證前能受理並

判斷專利爭端，否則，前端的專利登載、專利聲明、通知便喪失實益，後端的停止

發證期、請求法院指定藥證核准日等設計亦失所附麗。 

二、美國擬制侵權／確認訴訟法源依據 

一個爭端須屬美國憲法所稱「案件和爭議」（case and controversy），方得由

                                                        
8 Supra note 6. 
9 H.R. REP. 98-857(I), at 17 (1984). 
10 陳桂恒、吳東哲，TPP下的特定藥品上市之相關措施──以美國專利連結、專利舞蹈為例，

萬國法律，2016年4月，206期，89-93頁。 
11 21 U.S.C. § 355 (b)(1)(G)、21 U.S.C. § 355 (c)(2). 美國其他新藥與學名藥之條文係分開撰

寫，爰後續倘有並列兩條文之引註，皆係類似情形。 
12 21 U.S.C. § 355(b)(2)(A)(i)~(iv)、21 U.S.C. § 355(j)(2)(A)(vii)(I) ~(IV)；另，有關其他新藥／

學名藥聲明刪除特定適應症後豁免專利連結之規定，見21 U.S.C. §§ 355 (b)(2)(B), 355 

(j)(2)(A)(viii). 
13 21 U.S.C. § 355(b)(3)(D)、21 U.S.C. § 355(j)(2)(B). 
14 35 U.S.C. § 271(e)(2)(A)、35 U.S.C. § 271(e)(5). 
15 21 U.S.C. § 355(c)(3)(C)、355(j)(5)(B)(iii). 
16 35 U.S.C. § 271(e)(4). 
17 21 U.S.C. § 355(j)(5)(B)(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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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法院管轄18，因此美國專利法將藥證申請人申請藥證的行為擬制為侵權行為、

訂定藥證申請人得提起確認專利不侵權訴訟及確認專利有效性訴訟的依據，以解決

因專利連結所生之侵權訴訟與確認訴訟問題，以下詳述之。 

(一)擬制侵權之由來 

從專利權人角度觀察，其權利行使之障礙主要是由於訴訟時間點、試驗免責兩

個原因所導致。第一，在其他新藥／學名藥申請人提出藥證申請後、獲准上市前，

鑒於藥品採嚴格之上市前核准制19，藥證核准與否及範圍尚未可知，實無使用、製

造、販賣、販賣要約或為上述目的進口之虞，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亦認倘無專利法之特別規定，此等案

件並不符合美國憲法對「案件和爭議」之要求20；第二，1984年Hatch-Waxman Act

同時新增了試驗免責之規定，故在其他新藥／學名藥申請人提出藥證申請前，該申

請人從事與藥事法規「合理相關」（reasonably related）之行為21，包含劑型開發、

臨床前動物試驗、臨床試驗之行為，皆非屬專利侵權行為。 

美國國會為解決上述問題，於專利法中將藥證申請例外地擬制為侵權行為22，

以允許法院提早受理藥證申請衍生之侵權訴訟23，相關規定被法院稱為「擬制侵

權」24，且被認為是專利連結不可或缺之設計25。另，專利法亦規定擬制侵權不得

                                                        
18 類似我國「訴訟利益」的要求。見U.S. Const. art. III, § 2。 
19 21 U.S. Code §§ 355, 381(a). 
20 “Under traditional analysis, the fact that an ANDA applicant sent notice that it intended to 

manufacture or use a potentially-infringing drug compound, if the ANDA was approved by the 

FDA, would not ordinarily satisfy the ‘case and controversy’ requirement for federal court 

jurisdiction.” Bayer AG v. Ela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Corporation, 212 F.3d 1241, 1245 (Fed. 

Cir. 2000). 
21 35 U.S.C. § 271(e)(1). 
22 5 U.S.C. § 271(e)(2)(A). 
23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a generic drug is authorized by the Act, the filing of a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acts as a technical act of infringement, allowing the patent holder to bring suit to 

protect its interests.” Ela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Corporation, 212 F.3d at 1245. 
24 “a highly artificial act of infringement that consists of submitting an ANDA ... containing the fourth 

type of certification that is in error as to whether commercial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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牴觸試驗免責26。在專利權人勝訴後，可請求之救濟有4種：1.法院應重新指定藥品

之上市核准日，且不得早於專利之屆滿日；2.法院得核發禁制令，限制該核准藥品

之商業製造、使用、販賣；3.如果行為人進行商業製造、使用、販賣，則可請求損

害賠償；4.法院得命令行為人負擔律師費27。其中，請求法院指定藥證核准日之救

濟係擬制侵權所獨有。在部分案件中，法院雖依法指定被告之藥品核准日，卻駁回

永久禁制令（類似我國防止侵害請求權）之聲請28，代表部分案件無法通過法院對

永久禁制令的基本要求（即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L.C.案四要件檢驗）29，仍

能藉由指定核准日之救濟手段，取得與永久禁制令相等的排他效果。 

(二)確認訴訟之由來 

確認訴訟的立法背景與擬制侵權一樣是為了使藥證申請人所提起的確認訴訟符

合美國憲法對「案件和爭議」的要求，但與擬制侵權不同的是，在美國於專利法中

訂定提起確認訴訟之法源依據前，實務上因立法漏洞及法院嚴格解釋等因素曾發生

長達數十年的爭議及問題，因而催生確認訴訟之立法過程，以下詳述之。 

在立法漏洞方面，美國在1984年只訂定了擬制侵權，未明文確保其他新藥／學

名藥申請人提起確認訴訟的權利，造成專利權人得於提起擬制侵權訴訟時保留一部

分專利不進行主張（擬待學名藥上市後再行主張）、甚至與特定藥證申請人協議透

過聯合行為而避免其他藥證申請人取得180天銷售專屬期，但藥證申請人卻無法提

起確認專利侵權訴訟及確認專利有效訴訟（確認訴訟）反制的窘境，國會後來將專

                                                                                                                                                        

drug (none of which, of course, has actually occurred) violates the relevant patent.” Eli Lilly & Co. 

v. Medtronic, Inc., 496 U.S. 661, 678, 110 S. Ct. 2683, 2692 (1990). 
25 “This scheme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f the holder of the patent pertaining to the pioneer drug is 

disabled from establishing in court that there has been an act of infringement.” Eli Lilly & Co. v. 

Medtronic, Inc., 110 S. Ct. 2683, 2692 (1990). 
26 35 U.S.C. § 271(e)(3). 
27 35 U.S.C. § 271(e)(4). 
28 Alcon, Inc.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2010 WL 3081327 (D. Del. 2010). 
29 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L.C., 547 U.S. 388, 391 (2006). 

4要件分別是：(1)原告已遭受不可回復之損害（irreparable injury）；(2)其他可用的救濟方式

無法適當地填補原告所受損害；(3)原被告雙方利益之衡平；(4)核發永久禁制令不會危及公

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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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人的這些行為稱為對制度之濫用30，危及專利連結提早爭端解決的功能31。為

解決上述問題及其它專利連結的嚴重缺陷32，2003年美國國會再度修正食品藥物化

粧品法及專利法以「使制度更加平等」33，訂定提起確認訴訟之依據34，並說明除

非是專利權人提供不提告之保證或聲明藥證申請人未侵權，否則藥證申請人依該規

定所提起之確認訴訟，應皆能滿足美國憲法有關案件與爭議之要求35。 

雖然立法者已在上述歷史背景下於專利法中訂定提起確認訴訟之依據，但藥證

                                                        
30 “‘[I]n recent years both brand-name and generic drug companies have exploited certain aspects of 

the Hatch–Waxman Act to delay generic competition. The changes to the [ ] Act ... will stop these 

abuses.’ 149 Cong. Rec. S15882-03, S15885 (Nov. 25, 2003) (remarks of Sen. Kennedy, ranking 

member of the Senate HELP committee).” 
31 “Holding the other patents in reserve would introduce uncertainty that could discourage generic 

companies from devoting resources to bring the generic drug to market and that would give the 

brand drug company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delay generic competition by suing the generic 

company for infringement of the reserved patents after the resolution of the initial infringement 

suit. ... We believe there can be a case or controversy sufficient for courts to hear these cases 

merely because the patents at issue have been listed in the FDA Orange Book, and because the 

statutory scheme of the Hatch-Waxman Act relies on early resolution of patent disputes. The 

declaratory judgment provisions in this bill are intended to encourage such early resolution of 

patent disputes.” 149 Cong. Rec. S15882-03, S15885 (Nov. 25, 2003) (remarks of Sen. Kennedy, 

ranking member of the Senate HELP committee). 
32 如多次啟動停止發證期、180天專屬期無法起算或消滅、逆向給付等。 
33 “[T]he Hatch-Waxman Act has always provided that patent owners and brand drug companies can 

bring patent infringement suits against a generic applicant immediately upon receiving notice that 

the generic applicant is challenging a patent [by filing an ANDA]. The [ANDA] declaratory 

judgment provisions ... simply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by making it clear that the generic applicant 

can also seek a prompt resolution of these patent issues by bringing a declaratory judgment action if 

[it is not sued] ... within 45 days.” 149 Cong. Rec. S15882-03, S15885 (Nov. 25, 2003) (remarks of 

Sen. Kennedy, ranking member of the Senate HELP committee). 
34 35 U.S.C. § 271(e)(5). 
35 “We believe that the only circumstance in which a case or controversy might not exist would arise 

in the rare circumstance in which the patent owner and brand drug company have given the generic 

applicant a covenant not to sue, or otherwise formally acknowledge that the generic applicant's drug 

does not infringe.” 149 Cong. Rec. S15882-03, S15885 (Nov. 25, 2003) (remarks of Sen. Kennedy, 

ranking member of the Senate HELP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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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在提起確認訴訟時仍遭遇很大的問題。主要是由於法院在檢驗憲法對「案件

和爭議」的要求時，依法需確認訴訟當事人間存在「實質爭議」（ actual 

controversy）36。根據美國CAFC在2007年前所採取之「被控告侵權的合理疑慮」

（Reasonable apprehension of suit test）測試法，藥證申請人必須待藥品實際上市、

製造、販售，且該上市、製造、販售之行為可能侵權時，始能提起確認訴訟37。

2007 年 ， 最 高 法 院 推 翻 CAFC 前 揭 測 試 法 ， 改 採 「 通 盤 考 量 」 （ all the 

circumstances）測試法38，大幅放寬確認訴訟利益的要求。後續，CAFC亦放寬解

釋，認為只要專利權人已進行專利登載、藥證申請人已進行專利不侵權聲明，且當

事人間有其他專利訴訟存在（例如專利權人已依據擬制侵權之規定提起訴訟），藥

證申請人即可提起確認訴訟39，甚至在專利權人提供不提告保證（covenant not to 

sue）之情況下，藥證申請人亦有可能提起確認訴訟。 

(三)特殊爭議 

上文從立法歷史解釋擬制侵權與確認訴訟的重要性，但該等法源依據之所以有

必要與傳統專利侵權行為分別規定，並不僅僅是因為訴訟之程序要求，藥品專利連

結下的專利侵權構成要件及既判力亦有其特殊性，由於篇幅限制，以下僅就侵權比

對標的、是否適用擬制侵權規定等方面之特殊性為例簡述之。 

在侵權比對標的方面，由於申請前之試驗藥品屬試驗免責之範圍、未來藥品獲

核准而得上市的範圍尚不清楚、且藥品尚未被製造40等原因，美國法院改以「核准

後可能銷售的藥品」為基準。若藥證申請內容明確，則其證據能力將優先於其他證

據，反之，法院得採用其他證據作為假設的銷售物品而進行侵權比對，包含製程、

切結、樣品、生體相等性試驗資料等41。另外，倘藥證申請內容有所變更，法院亦

有權採用變更後內容作為侵權比對的基礎。但法院畢竟是基於假設作出判決，倘判

                                                        
36 28 U.S.C. § 2201. 
37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v. Pfizer, Inc., 395 F.3d 1324, 1336 (Fed. Cir. 2005). 
38 MedImmune, Inc., v. Genentech, Inc., 549 U.S. 118, 127 (2007). 
39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v.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482 F.3d 1330, 1340 (Fed. Cir. 

2007). 
40 Glaxo Inc. v. Novopharm Ltd., 110 F.3d 1562, 1569 (Fed. Cir. 1997). 
41 Ela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Corp., 212 F.3d at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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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後藥品發生變更，其既判力與爭點效（issue preclusion）並不一定及於後續專利

權人就經變更藥品所提出之專利侵權訴訟42。 

在是否適用擬制侵權規定方面，主要爭議在「專利登載是否為適用擬制侵權規

定的要件」，而美國法院就此尚無定論。首先，當藥證申請人刪除受專利保護的適

應症後，依法即無須進行專利連結制度中的專利聲明，在這種情況下，CAFC認為

未經藥證申請人聲明之專利不符擬制侵權構成要件43。另外，藥證申請人依規定不

需對逾期登載的專利做出聲明，部分地方法院亦認為此種未登錄／登錄遲延之專利

不符擬制侵權構成要件44。另一方面，由於美國專利連結係分階段實施，在1997年

將抗生素藥品納入專利連結前，理論上申請抗生素藥證不應該適用擬制侵權的規

定，因而無擬制侵害抗生素專利的問題，但確實有法院認為未登載之抗生素專利亦

適用擬制侵權的規定45，後來，部分法官甚至認為其他未登載專利亦能適用擬制侵

權的規定46，目前美國法院暫無統一見解。由於是否適用擬制侵權構成要件與後續

救濟手段息息相關，對於此種未登載專利搭便車的行為是否適法，也引起美國學者

的關注47。 

(四)小 結 

綜上所述，從美國立法記錄與判決可以看出擬制侵權對專利連結運作的重要

性；由美國一度缺乏並增訂確認訴訟法源依據的歷史，以及後續法院對訴訟利益的

                                                        
42 Bayer AG. v. Biovail Corp., 279 F.3d 1340, 1350 (Fed. Cir. 2002). 
43 Warner-Lambert Co. v. Apotex Corp., 316 F.3d 1348, 1354 (Fed. Cir. 2003); AstraZeneca Pharm. 

v. Apotex Corp., 669 F.3d 1370, 1379-1380 (Fed. Cir. 2012). 
44 Abbott Labs. v. Zenith Labs., Inc., 934 F. Supp. 925, 936 (N.D. Ill. 1995). Eisai Co., Ltd. v. Mutual 

Pharmaceutical Co., Inc., 2007 WL 4556958 (D.N.J. 2007). 
45 Glaxo Group. Ltd. v. Apotex, Inc., 376 F.3d 1339, 1343-44 (Fed. Cir. 2004), Teva Pharm. USA, 

Inc. v. Abbott Labs., 301 F. Supp. 2d 819, 829 (N.D. Ill. 2004). 
46 Caraco Pharm. Labs., Ltd. v. Novo Nordisk, 132 S. Ct. 1670, 1680 n.5 (2012); AstraZeneca Pharm. 

v. Apotex Corp., 669 F.3d 1370, 1376-77 (Fed. Cir. 2012); Impax Labs., Inc. v. Aventis Pharm., 

Inc., 468 F.3d 1366, 1372-73 (Fed. Cir. 2006). 
47 Shashank Upadhye, There’s a Hole in My Bucket Dear Liza, Dear Liza: The 30-Year Anniversary 

of the Hatch-Watchman Act: Resolved and Unresolved Gaps and Court-Driven Policy Gap Filling, 

40 WM. MITCHELL L. REV. 1307, 133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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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綁，亦能觀察到確認訴訟對訴訟制度衡平至為重要。美國的實務發展亦體現了在

藥品專利連結下，專利侵權構成要件的認定有其特殊性，因此實有獨立規定其法源

依據之實益。 

三、建立我國擬制侵權／確認訴訟制度 

(一)專利法增訂法源依據之必要性 

如之前所述，我國在專利連結「藥事法」部分業已施行的現在，有關擬制侵

權48與確認訴訟法源依據之「專利法」第60條之1修正草案，卻尚在立法院審議中。

雖有論者稱專利法修正對專利連結的運作並無絕對必要性，但本文認認應有再謹慎

思考之餘地，理由詳述如下。 

第一，我國現行專利法第60條之1修正草案本自承其必要性49，且從美國立法及

其實務發展亦能得到相同結論。鑑於我國在民事訴訟法上亦有訴訟利益之要求（類

似美國憲法對「案件和爭議」的要求） 50，且在專利法上也設有試驗免責之規

定 51，倘未以獨立條文規定擬制侵權與確認訴訟法源依據，可能發生專利連結下之

專利權人提起侵權訴訟後，因缺乏訴訟利益而遭法院駁回，並進而造成停止發證期

之終止。另，當專利權人未對藥證申請人或其交易相對人提出專利侵權之警告時，

                                                        
48 有論者稱我國專利法第60條之1第1項非屬「擬制侵權」，查我國在法條文字上雖與美國擬制

侵權條文有異，惟探究其實質內容應屬類似概念，著重於確保訴訟之提早，侵權與否之判斷

仍係於未來販賣產品是否可能構成一般侵權行為，另鑑於條文修正說明亦稱其係參考美國擬

制侵權條文而設計，爰本文仍以擬制侵權代稱我國專利法第60條之1第1項之規定。 
49 其立法要旨稱：……在此階段，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之行為，是否即構成專利侵權行

為、新藥專利權人對之應依何等法律基礎提起侵權訴訟，不無疑義。為落實專利連結制度之

執行，應將新藥專利權人之請求權基礎予以明定，明確指出此時其侵權訴訟之性質，應在於

對未來學名藥取得藥品許可證後所上市之藥品，有無侵害所對應新藥專利權之潛在爭議，預

為釐清……惟學名藥上市後，仍可能遭新藥專利權人主張侵害其專利權。為避免因學名藥於

上市後遭認定侵權，造成投資浪費並影響大眾用藥權益，爰規定如新藥專利權人未於前述時

限內提起侵權訴訟者，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得提起確認訴訟。網址：https://misq.ly. 

gov.tw/MISQ/IQuery/misq5000QueryBillDetail.action?billNo=1070423070300600，最後瀏

覽日：2019年9月28日。 
50 民事訴訟法第249條。 
51 專利法第60條。 



30  

專利師︱第三十九期︱2019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若法律未提供提起確認訴訟的依據，可能重演美國1984至2007年間藥證申請人無法

提起確認訴訟之窘境，間接鼓勵原廠及藥品專利權人僅以部分登載專利提告啟動停

止發證期，並保留部分專利待被告藥品上市後再行提告，不但無法達到提早解決專

利爭端的目的，還阻礙了藥品市場競爭。 

第二，倘我國法院在專利法未修正情形下，仍允許專利連結早期訴訟之發生而

不予駁回，恐造成我國民事訴訟法之訴訟利益要件全面放寬。另外，此種「在業管

法規修法即可及於專利法」的立法例是否間接鼓勵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其業管法規

中針對專利設定特殊規定，藉此成為專利法之特別法而自由擴張或限縮專利權效力

之範圍，又是否產生行政不當聯結之問題，值得謹慎思考。另，在無擬制侵權的法

源依據下，倘法院作擴張解釋，認為「申請許可證的行為」在藥品以外具備上市前

查驗登記管制之產品52上亦可評價為「有侵犯專利之虞」，而允許該些產品的專利

權人依一般侵權規定對該些產品的許可證申請人行使專利權，其影響恐遠超過立法

者所預見之情境，不可不慎。 

(二)專利法第60條之1修正草案評析 

我國專利法第60條之1修正草案，規定擬制侵權與確認訴訟之法源依據。專利

權人得依前者就經登載及聲明的專利提起侵權訴訟，並行使防止與排除侵害請求

權；藥證申請人也得依後者提起確認申請藥品不侵權之訴訟53。在指定核准日之救

濟層面，有別於美國專利連結制度中須專利權人依專利法之規定請求法院指定藥證

核准日之制度，台灣專利法第60條之1修正草案的設計是不待專利權人請求，只要

                                                        
52 如醫療器材、化粧品、食品原料／特殊營養食品、菸品、農藥、環境用藥、毒性化學物質、

航空產品、消防產品等。 
53 專利法第60條之1修正草案 

藥品許可證申請人就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已核准新藥所登載之專利權，依藥事法第48條之

9第4款規定為聲明者，專利權人於接獲通知後，得依第96條第一項規定，請求除去或防止侵

害。 

專利權人未於藥事法第48條之13第1項所定期間內對前項申請人提起訴訟者，該申請人得就

其申請藥品許可證之藥品是否侵害該專利權，提起確認之訴。網址：https://misq.ly.gov.tw/ 

MISQ/IQuery/misq5000QueryBillDetail.action?billNo=1070423070300600，最後瀏覽日：2019

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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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停止發證期期間專利權人勝訴確定，食藥署須待專利權屆滿才能發證54。本文雖

肯認於專利法中訂定擬制侵權與提起確認訴訟相關條文之重要性，惟本文認草案內

容仍有可修正之處。 

第一，我國專利連結基本上皆參照美國1984年之制度建立，惟該制度最令人詬

病者，係藥品主管機關不審查或更正專利登載，導致實務上出現原廠登載與藥品無

關之專利或提供錯誤之專利資訊 55。雖美國設有第三人異議機制，但並無強制

性 56，而不當登載理論上應負擔不實陳述之刑責57，惟過去30餘年皆無處分案例。

為解決不當登載問題，美國於2003年修法允許藥證申請人於訴訟中向法院請求命原

廠更正、刪除錯誤登載之專利資訊58。惟我國「藥事法」與「專利法」僅效法美國

建立非強制的第三人異議通知機制59及適用情形十分限縮之刑責60，卻未引進請求

法院命原廠更正專利不當登載之制度及對應賠償機制，是否妥適不無疑問。 

第二，草案之條文僅規範登載專利，本無涉及未登載專利是否得一併提告之爭

                                                        
54 第48條之13第4項規定，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於第2項所定12個月內，就已登載之專利權

取得侵權成立之確定判決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於該專利權消滅後，始得核發學名藥藥品

許可證。 
55 包含非核准有效成分（包含多形體、中間體、代謝物）、非核准配方、非核准適應症及其他

錯誤專利資訊。見FTC , FTC Generic Drug Entry Prior to Patent Expiration, P.A39 (2002), 相關

訴訟見Pfizer, Inc. v.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753 F. Supp. 171 (D.Md. 1990)（未核准劑

型）, Abbott Lab. v. Novopharm Ltd., 104 F.3d 1305 (Fed. Cir. 1997)（專利屆滿日錯誤）, 

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v. Thompson, 268 F.3d 1323 (Fed. Cir. 2001)（代謝物）, Andrx 

Pharmaceuticals, Inc. v. Biovail Corp., 276 F.3d 1368 (Fed. Cir. 2002)（未核准劑型） , 

AaiPharma Inc. v. Thompson, 296 F.3d 227 (Fed. Cir. 2002)（多形體）, Novo Nordisk A/S v. 

Caraco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Ltd., 688 F.3d 766, 768 (Fed. Cir. 2012)（未核准適應症）, 

Cadence Pharmaceuticals, Inc. et al v. Fresenius Kabi USA, LLC, Case No. 3:13-cv-00139 (2014)

（製程）。 
56 21 C.F.R. § 314.53 (f). 
57 False statement under 18 U.S.C 1001. 美國法院實務，雖然肯定刑罰的合法性，但認為必須由

FDA執行，而不能由私人（比方被迫進行切結的學名藥廠）加以主張，見Amphastar 

Pharmaceuticals Inc. v. Aventis Pharma SA, 2012 WL 5512466 (C.D. Cal. 2012). 
58 參見21 U.S.C. § 355 (c)(3)(D)(ii)與21 U.S.C. § 355 (j)(5)(C)(ii). 
59 藥事法第48條之7。 
60 藥事法第100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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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惟立法理由稱「惟基於紛爭解決一次性之考量，新藥專利權人如據以起訴之專

利權包括有經依藥事法登載之專利權及未經依藥事法登載之專利權，應無不可，俾

使新藥與學名藥間之潛在侵權爭議能於一訴訟程序中解決，節約當事人成本及司法

資源」。此涉及美國尚未底定之爭議，本文認是否納入未登載專利，應視專利連結

在本質上是否有能力確保爭端一次性解決，倘納入專利本就限於與藥品相關之專

利，且停止發證期、銷售專屬期皆未要求專利權人就所有專利提起訴訟而放任兩階

段訴訟存在，考量第一階段之藥證申請人是否獲證、最終核准上市的內容尚未可

知，則應對第一階段得提起訴訟的專利有所取捨，即限於制度運作必要之登載藥品

專利61；反之，倘在專利連結制度中，藥證申請人提起確認訴訟時亦能納入未登載

專利，或進一步藉由限制專利權人未來主張專利之範圍或效力62，保證爭端解決之

一次性，則納入亦無不可。 

我國本土製藥相關公協會曾發函提案修正現行草案，主張該條適用範圍應限於

登載專利、應允許法院在侵權問題外同時處理專利有效性問題，且應確保藥證申請

人得於訴訟中向法院聲請命原廠更正專利之不當登載，及請求因不當登載所生之損

害賠償63、64，或值得參考。 

                                                        
61 滕沛倫、宋皇志，我國真有引進專利連結制度之必要嗎？──對藥事法與專利法修正草案之

評析，智慧財產評論，2017年3月，14卷2期，43-78頁。 
62 例如美國2010年之專利舞蹈（軟性專利連結），便規定相關生物藥品專利權倘未於期限內提

告，未來僅得請求合理授權金，見35 U.S.C. § 271(e)(6)。 
63 建議修正專利法第60條之1第1項之立法說明，及第2項、第3項條文文字如下： 

於前項排除或防止侵害訴訟中，藥品許可證申請人得對於專利權人或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

提起反訴，確認專利權有應撤銷或廢止之原因，或確認已核准新藥所登載之專利資訊有藥事

法第48條之6、第48條之7之情事，請求專利權人及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連帶賠償因暫緩核

發許可證所受損害，並可請求命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變更或刪除所登載專利資訊。 

專利權人未於藥事法第48條之13第1項所定期間內對第1項藥品許可證申請人提起訴訟者，該

申請人得救專利權有應撤銷或廢止之原因、其申請藥品許可證之藥品是否侵害該專利權、已

核准新藥所登載之專利資訊有藥事法第48條之6、第48條之7之情事，提起確認之訴，並得請

求命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變更或刪除所登載專利資訊。 

台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台藥企字第106號函、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107)藥協字第033號

函、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中華藥協字第1070050037號函，檢送吾等公協會有關專利法增訂第

60條之1條文草案之修訂建議（2018.05.07）。 
64 由於藥事法業已敘明藥品主管機關無法審查專利登載，故登載正確性與完整性之義務係由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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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 結 

綜上所述，我國專利連結與美國1984年制度相似，且在訴訟利益與試驗免責部

分亦面臨類似的問題，故有必要透過專利法修正，以確保專利連結制度之順利運

作，並防止此種針對專利連結所設計之訴訟利益放寬，擴散到其他產品領域或危及

我國智慧財產法規與技術法規間之法制秩序。 

參、結論與展望 

從美國過去立法經驗及實務運作可知，擬制侵權與訂定確認訴訟之法源依據係

專利連結制度不可或缺之一部，因而應盡速推動我國專利法之修正，並應著眼於制

度之公平性考量是否納入不當登載更正請求權、將未登載之專利排除在擬制侵權訴

訟之外。 

 

 

                                                                                                                                                        

證所有人負擔，故應於專利法以民事請求權源逞更正或刪除，而非依藥事法撤銷不當登載行

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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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之專利應用專欄  

從專利資訊解析人工智慧 
創新模式

*

 

李崇僖** 

壹、前 言 

近年來無論在媒體或官方政策上都大力推動人工智慧發展，因此人工智慧成為

熱門顯學。然而有些人仍對此抱持著質疑態度，這主要是因為人工智慧已經被提倡

與期待很多年，從七○年代開始至今就經歷了兩次的人工智慧熱潮與退潮，進入所

謂人工智慧的寒冬。這次的熱潮是否真的會開花結果，改變產業型態與社會生活？

或是又再次雷聲大雨點小？這個疑問一直盤旋在某些評論家與投資者的心中，總覺

得應該要看到真正落地應用且成功的模式才能相信人工智慧的時代真的來臨。 

其實主觀印象或過去經驗都不能獲得可靠的驗證，唯有真實的資料數據可以作

為判斷依據。一般評論者比較沒有料想到的是，專利相關資訊的分析能夠對於前述

疑問提供一個相對可靠的解答。本文就以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在今年（2019）所發布的一份專利分析報告為依據，

從其中之專利資訊解析人工智慧現階段之技術發展情形與產業應用模式。1本文之分

                                                        

DOI：10.3966/221845622019100039004 

收稿日：2019年8月31日 
* 

本文為科技部研究計畫（編號：MOST-108-2634-F-038-004）之部分研究成果。
 

** 臺北醫學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所副教授兼所長，合聘於人工智慧醫療碩士在職專班、細

胞治療與再生醫學國際學程、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1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為WIPO, Technology Trends 2019: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vailable at 



從專利資訊解析人工智慧創新模式 35 

專利師︱第三十九期︱2019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析方法類似於科技管理界以專利指標（patent indicators）衡量技術發展、產業規

模、個別公司競爭力、國家科技競爭力等面向的方式。但專利指標採取固定幾項專

利資訊之統計分析，此份WIPO報告並未完全按照專利指標分析方法，故本文之標

題稱為專利資訊（patent information）之分析，係依循WIPO該份報告之原文。 

由於此報告之內容長達155頁，其中細部資訊繁多，遠超過本文篇幅所能容

納。因此本文僅選取技術應用化程度、專利分布之產業領域別、技術之商業化模式

這三個主要面向進行探討。最後再以人工智慧科技之特性探討專利可能在該技術發

展扮演之角色，並分析可能其他更直接影響技術發展之因素有哪些。對於台灣政府

或企業而言，同樣必須從自身優勢條件思考人工智慧技術的適當切入方式，以及評

估在專利申請策略上該有不同於過去產業技術的思維。 

貳、技術應用化程度 

要評估一個技術領域的發展情形，主要參考的資訊應該是兩方面，一是期刊論

文，另一是專利資訊。期刊論文反映的是基礎研究成果累積，由於科學知識在發展

初期研究者會公開其研究成果，一方面為了建立自己在該領域的領導地位，另方面

是可獲得他人的意見回饋，因此期刊發表就是最佳管道。而若該領域技術已經走向

可實用化，則研究者會申請專利，一方面保障自己研究成果不被他們模仿，另方面

可尋求技術交易獲得經濟回饋。顯然技術發展初期（或者說是從純科學往技術應用

逐漸過渡的初期），期刊論文數較多，專利較少。而到了技術可實用化程度越高，

則兩者的數量會開始接近。因此，從此兩部分數量的變化可以歸納出一項技術的實

用化發展進程。 

與AI相關的期刊論文固然從1950年代就有，但真正大量出現還是在2001年才開

始，而相關專利的大量發表則是在2013年開始，兩個時間點差距12年之久，可大約

表現出AI技術之實用化發展歷經了較長的時程。2近一步從兩者同年份的比例數來

                                                                                                                                                        

https://www.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4386 (last visited Aug. 30, 2019). 
2 Id. at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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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2010年的統計是期刊論文數與專利數3的比例是8：1，到了2016年的比例則降

為3：1（圖1）。此種比例變化可以顯示出，越來越多的期刊論文對於AI之研究成

果是更接近於有專利價值的實用性技術，因此該技術領域之實用化程度相當高。 

 
資料來源：WIPO, Technology Trends 2019, fig.3.1 

圖1 AI之專利申請及期刊論文數量與時間關係圖 

所謂AI技術有相當多的技術模式以及相當廣泛的應用方向，哪些應用領域是專

利數量較高的，就可呈現該領域的AI受到較高重視與投資。在所有技術模式中，機

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是最主要的專利技術，占了所有AI專利的3分之1（圖

2）。 

                                                        
3 此處專利數是將同一發明在各國申請的專利以及該發明的衍生性專利申請都視為同一專利家

族（patent family）。因此正確描述應是期刊論文數量與發明數量之比例，此種統計方式才

不會受到專利申請策略變化之影響。 

 1962 1967 1972 1977 1982 1987 1992 1997 2002 2007 2012 2017 
0

50,000

100,000

Scientfic publications 

Patent families 

Figure 3.1. AI patent families and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by earliest publication year 
AI patent families grew by an average of 28 percent and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by 5.6 percent 
annually between 2012 an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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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 A patent may refer to more than one category or sub-category4 

資料來源：WIPO, Technology Trends 2019, fig.3.5 

圖2 AI技術專利主要分類及次要分類 

至於在應用領域方面，有49%的AI相關專利都提到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

（圖3），且數量仍每年以24%數量成長。5而成長速度最快的應用領域則是機器人

（robotics）和控制系統（control methods），此兩大領域在2013年至2016年間以每

                                                        
4 WIPO, supra note 1, at 41. 
5 Id. at 47. 

 0 50,000 100,00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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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5%的速度成長。6同期間若看AI以外的所有其他技術領域之平均值，則只有10%

的專利成長速度，由此可見AI技術，尤其是機器人領域已經進入激烈的專利競賽階

段。 

 
 

資料來源：WIPO, Technology Trends 2019, fig.3.10 

圖3 AI專利應用領域分類及數量圖 

                                                        
6 Id. at 49.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Note: A patent may refer to more than one category 
or sub-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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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產業領域別分析 

人工智慧技術在本質上是將會全面改變所有產業的技術革命，從製造業到商

業，從服務業到政治生活，因此人工智慧被定義為自工業革命以來真正意義的再次

工業革命。然而不同產業部門對於人工智慧的採用進程不同，主要仍受到該產業部

門是否能以人工智慧解決其迫切問題而有差異，越能透過演算法解決問題的產業部

門就越快導入此技術。從專利資訊上亦可客觀地分析出哪些產業部門是比較早期導

入AI技術應用者。在所有AI相關專利中有提及之產業應用領域，按比例最多者依序

為電信（telecommunication）占15%，交通運輸（transportation）占15%，生命與醫

學（life and medical science）占12%，個人裝置及人機互動技術（personal devices,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占11%（圖4）。7其他比較常見申請AI專利的產業界還

包括，金融業、娛樂業、保全業、工業製造、農業、網路業。 

 

（詳見下頁） 

                                                        
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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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IPO, Technology Trends 2019, fig.3.17 

圖4 AI專利申請產業領域分類及數量圖 

AI技術的特點之一就是一套技術可應用於不同產業部門，這就像一位優秀的程

式設計師可以在不同產業內做資訊服務，並沒有太大的轉換成本。因此許多AI相關

專利會同時提及不同產業部門之應用，這也成為AI專利不同於其他專利的一大特

點。交通運輸業是從2013年至2016年期間專利申請數成長最快速的領域，每年成長

Note: A patent may refer to more than one category 
or sub-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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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在2016年的AI專利申請案中，有3分之1的申請案都涉及到交通運輸業（圖

5）。此數據呈現出自動駕駛技術應該是最接近實用化，並且也是產業間競爭最激

烈的領域。甚至從專利申請數之多亦可推測該產業領域應該有不同技術模式規格存

在，才能不斷推陳出新產生各種專利。 

 
資料來源：WIPO, Technology Trends 2019, fig.3.18 

圖5 AI專利申請案領域別數量與時間關係圖 

除了產業領域別分析，專利資訊也可提供另一重要資訊就是從申請公司別進行

分析，可得知專利集中化程度。並且將公司別與產業領域別交叉分析，即可得知公

司之技術研發策略是專注型或是多角化發展。根據統計呈現，AI專利申請數最多的

申請者，前30名中有26個都是商業公司，只有4間是大學或公立研究機構，而這些

公司主要集中在日本、中國及美國。9而申請最多AI專利者仍是IBM和Microsoft這兩

間公司（圖6）。 

                                                        
8 Id. at 51. 
9 Id. at 60. 



42  

專利師︱第三十九期︱2019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專利數量排名 公司名稱 專利數量排名 公司名稱 

1 IBM 11 Siemens 

2 Microsoft 12 Sony 

3 Toshiba 13 Toyota 

4 Samsung 14 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NTT) 

5 NEC 15 State Grid Corporation of China (SGCC) 

6 Fujitsu 16 Mitsubishi 

7 Hitachi 17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CAS) 

8 Panasonic 18 Ricoh 

9 Canon 19 LG Corporation 

10 Alphabet 20 
Electronic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ETRI) 

資料來源：WIPO, Technology Trends 2019, fig.4.1 

圖6 AI專利申請數量最多者前20名 

綜觀各公司申請AI專利之分布，可將公司分成專注型和多角化型兩種。中國大

陸的百度及日本的豐田或德國的博世（Bosch）就是專注型公司，百度專注在深度

學習技術，豐田及博世則專注在交通運輸技術，西門子、飛利浦及三星專注在生命

與醫藥科學領域。因此從專利資訊上即可很容易界定出某個AI應用領域的最主要專

利擁有者是哪些公司，也可看出企業集團之將來策略走向。 

另一項資訊分析重點是提出申請的國家，此處是指一家公司對於該發明會在哪

些國家申請專利。大多數專利都是在美國、中國及日本提出申請，大約占了所有AI

專利申請案的78%（圖7）。10 

                                                        
10 Id. at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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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IPO, Technology Trends 2019, fig.5.2 

圖7 各國AI專利申請案數量排名 

此資訊之指標主要呈現各公司認為哪些國家是AI最主要可應用的市場，無疑

的，這三個國家都是積極鼓勵AI發展，投入AI產業應用的資金最豐沛，而且法規上

也對AI應用較開放。相對來說，歐盟是所有成熟經濟體中對AI應用最保守謹慎以對

的，因此專利申請案明顯較少。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大陸的申請案大多數是由中

國大陸的公司提出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其他國家的公司仍對於在中國大陸申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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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獲得的實質保護有所疑慮，但同時也是因為中國大陸的公司認為其發展的AI技

術應用主要為了國內市場，只有那些本來就進行國際布局的公司才會將國外的專利

申請視為要務。隨著中美貿易戰的持續僵局，以及歐美對中國大陸尖端科技應用的

質疑與抵制，有可能出現高科技領域的兩大市場各自發展現象，這在通訊科技和AI

科技會更為明顯，也可能會持續表現在專利申請布局上。 

肆、技術之商業化模式 

專利申請之目的除了取得競爭上優勢，可排除其他公司使用特定技術，或者在

產業上獲得技術交易之籌碼，另外有許多新創公司也是以專利作為吸引投資，或是

尋求被購併機會的重要條件。換言之，發明之創造其目的是技術性的，但專利之申

請其目的必然是商業性的。而觀察專利的商業交易活動，可以看出該技術應用的商

業環境是否已經成熟，因為技術研發者必須搶先他人才能獲得專利，而在研發過程

中並無法確定最終會獲得的技術內容以及其可應用性。但技術購買者則是針對已經

完成並申請專利而公開的技術，可以仔細評估該技術的實用性並且從商業應用環境

去估計合理價格。唯有當商業環境逐漸成熟明朗以後，技術之買賣雙方才容易針對

該技術之價值達成共識，否則很容易出現買方因前景不明而低估價格，賣方卻看到

更光明的前景而高估價格。 

以購併為例，從1998年以來已經有434起AI相關企業購併案，而其中53%是發生

在2016年以後，可見真正頻繁的購併交易是在最近這幾年才出現（圖8）。11這也說

明了AI應用在這幾年成為確定的趨勢，有資金而苦於太晚進場的公司就開始進行專

利購買或公司購併。但市場上最大的買家仍然是Alphabet、Apple、Microsoft這些大

公司，因為資金豐沛且對AI技術應用最有信心，也最能發揮購併後的綜效

（synergy）。 

                                                        
11 WIPO, supra note 1, at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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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IPO, Technology Trends 2019, fig.6.1 

圖8 AI相關企業購併案與時間關係圖 

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在AI領域許多購併案是針對新創公司的購併，但這些

新創公司並沒有重要的專利資產，因此這類購併案的主要目標不是專利取得，而是

看中該公司的其他價值，通常係人才、資料、營業秘密等。12換言之這是AI領域競

爭力的一項特色，就是尖端人才或龐大而精準的資料來源占有比專利資產更重要的

角色。因為演算法會持續演變，要用專利去加以保護而排除他人競爭恐怕有困難，

而訓練演算法的資料集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伍、專利政策面臨之挑戰 

總觀前述專利資訊分析，AI技術發展已從2016年進入成熟應用階段，因此對於

企業而言申請專利極為重要，此點亦可能使相關研究者延後其研究成果之發表，以

利其申請專利，從期刊論文與專利數量之比例變化就隱含此趨勢。為此，有必要注

意在科技創新上可能受到之影響，亦即相關研究機構可能會較不願意公開分享研究

成果或數據。更甚者，AI之技術發展與資料蒐集利用具有極高關聯性，而資料在當

代的集中壟斷性更形明顯，此會使得就算技術人員跳槽或另行創業，也未必能像過

                                                        
12 WIPO, supra note 1, at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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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電子產業一樣創造出有競爭力的公司，因為關鍵的資料掌握在少數公司手中。 

專利制度之目的在鼓勵創新研發活動，然而專利政策也會受到創新研發活動生

態的變化而有調整之必要。此從過去學術研究機構很少申請專利，到後來產學合作

變成常態，專利政策對於教授之期刊發表與專利申請之時間問題就必須調整。在未

來的AI技術發展上，經常被提及的議題就是AI可以自行撰寫程式，或者挑選標的藥

物，那麼發明人要如何認定？或者更直接的問題是，在進步性之審查與可據以實現

性（enablement）之要求上，AI是否會樹立一個新的標準，這個標準是否超過了專

利法立法當時所想像之水平，進而使專利制度變得難以使用？ 

從我國之立場觀點而言，近年來政策鼓勵AI之研究以及產學合作，具體之檢驗

標準通常亦是取得相關專利之數量。然而我國更應該思考的大策略問題是，放在全

球競爭的宏觀架構下，我國在AI領域的發展重點應該是新創型公司或是既有大公司

（例如電子五哥集團）？對應於我國較有競爭力的AI應用領域（例如智慧醫療

等），我國是否應專注某些AI應用領域的專利布局，而非全面性分散性地申請各種

專利？透過對全球專利資訊的詳細分析，可能對於我國的產業策略方向提供較為詳

盡的技術地圖，此為學界與政策界後續應加強研究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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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之專利應用專欄  

醫療人工智慧之專利保護 
—— 以醫療方法可專利性為中心* 

林禹萱**、莊弘鈺*** 

壹、前 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一詞，最早由美國數學家John McCarthy

於1955年提出1，係指使電腦能模擬人類的智慧，進行學習、解決問題並為決策

等2。在同一時期Alan Turing也提出了「圖靈測試」，透過第三者對於人類與電腦的

反應間所能達到之真假難辨程度，作為人工智慧發展之判斷3。在當時，主要係以電

腦取代手動，進行規則庫（Rule Base）的研究4。其後在1980年代，開始有運用資

                                                        

DOI：10.3966/221845622019100039005 

收稿日：2019年8月31日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編號：108-2634-F-038-004-）之部分研究成果。本文感謝交通

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廖曼庭、蕭為程同學協助收集整理資料。
 

**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研究所碩士生／律師高考及格。 
***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研究所助理教授／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 
1 李國偉，人工智慧的名稱政治學，科學月刊，網址：http://scimonth.blogspot.com/2018/03/ 

blog-post_35.html，最後瀏覽日：2019年7月10日。 
2 陳 妙 智 ， 人 工 智 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簡 稱 「 AI 」 ， 國 家 教 育 研 究 院 ， 網 址 ：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83723/，最後瀏覽日：2019年7月10日。 
3 計算機與人工智慧──圖靈的貢獻，國家實驗研究院，網址：https://www.narlabs.org.tw/ 

xcscience/cont?xsmsid=0I148638629329404252&qcat=0I164512522332344267&sid=0I17171520 

 5517160772，最後瀏覽日：2019年7月10日。 
4 谷岡広樹、康鑫，深度學習入門教室：6堂基礎課程+Python實作練習，Deep Learning、人工

智慧、機器學習的理論和應用全圖解，2019年，14-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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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的知識庫（Knowledge Base）之演算法，並發展出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5。

此時，透過使用大量資料與演算法，訓練電腦、找出規律，以實現人工智慧的「機

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理論亦逐漸蓬勃興起6。至2010年前後，機器學習領

域中，由模仿生物神經系統之「類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層層堆

疊、相互串連的「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也被廣泛認識7。 

人工智慧在醫療領域應用（下稱「醫療AI」），以IBM的Watson for Oncology

最為人廣知8。Watson for Oncology為癌症治療輔助系統，系統內擁有巨量資料，輸

入病患資料後，系統會判讀並分析病患的病歷報告、相關檢查數據及看診紀錄等提

出診療建議，並由醫生評估判斷做出決定，目前主要協助醫生針對病患為個人化的

癌症診斷9。除此之外，人工智慧亦可協助醫療影像判讀，以協助醫師進行診斷、提

升診斷效率10；或對阿茲海默症、帕金森症等神經退化疾病進行風險預測11；亦有

應用於醫療風險管理，對於可能為不適當之處方做出提醒，增進用藥安全12，或事

前提醒醫生手術注意事項及異常案例，避免醫療錯誤13等；在醫療資源匱乏之地

區，更可透過人工智慧技術提供即時諮詢與治療建議14。 

醫療AI的架構，主要係透過電子病歷、醫療影像、生理訊號資料以及論文資料

等累積形成之「大數據」，再與「人工智慧演算法」相互結合，整合、分析大數據

後計算出最佳結果，以為醫療輔助15。例如，臺北醫學大學團隊開發出之「智慧型

                                                        
5 李友專，AI醫療大未來：台灣第一本智慧醫療關鍵報告，2018年，30-34頁。 
6 同前註，39頁；Lynn，從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到深度學習，你不容錯過的人工智慧簡史，

INSIDE，網址：https://www.inside.com.tw/feature/ai/9854-ai-history/，最後瀏覽日：2019年

7月10日。 
7 李友專，註5書，34-38頁；谷岡広樹、康鑫，註4書，12-13、18-20、96-98頁。  
8 李友專，同前註，144-147頁。 
9 同前註。 
10 王若樸，【AI浪潮席捲醫療業】剖析醫療影像AI爆紅主因，iThome，網址：https://www. 

ithome.com.tw/news/129972，最後瀏覽日：2019年7月10日。 
11 李友專，註5書，68-71頁。 
12 同前註，83-88頁。 
13 同前註，98-101頁。 
14 同前註，135-136頁。 
15 吳作樂，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演算法、大數據(2)機器學習與無人駕駛車，台灣英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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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安全系統」即利用健保資料、電子病歷、科學文獻等資料，研究、分析醫師處

方籤後，推導出疾病與藥物間、藥物與藥物間之關聯性，運用不同的人工智慧演算

法，對於可能不適當之處方為適時適度之提醒16。大數據之處理，需要結合影像辨

識、自然語言處理、語言辨識等技術，該等運用於醫療數據之技術，像是將影像辨

識技術用於X光片、電腦斷層掃描、核磁共振攝影等之判讀，或是將自然語言處

理、語言辨識技術用於病人主訴、病理報告、醫學資料等17。而人工智慧主要以演

算法為基礎，透過機器學習領域之「多層次類神經網路」（Multi-layer Neural 

Networks），實現其目的或功效18。而此多層次類神經網路係「多層次感知器」

（Multi-layer Perceptron），將「模仿神經細胞之組成，將數學式子模型化」之感知

器，進行階層化，所建構出的網路，以為「深度學習」19。 

人工智慧於各領域蓬勃發展，在醫療領域之運用更是不容忽視，是醫療AI在專

利權之保護更為重要之問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醫療AI之專利權可能與《貿易有

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中「對『人類或動物疾病之診斷、治療及手術方法』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會員國得不予專利」規定產生衝突20。會有如此

之限制規範，主要是因為前揭「診斷、治療、手術方法」涉及道德考量，各國得考

量國情斟酌專利權之給予，然基本上，除美國或澳洲等少數國家外21，多數國家及

                                                                                                                                                        

聞，網址：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408446，最後瀏覽日：2019年4月20日；

吳作樂，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演算法、大數據(3)演算法與黑盒子模式，台灣英文新聞，

網址：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414223，最後瀏覽日：2019年4月20日；吳作

樂，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演算法、大數據 (5)何謂大數據，台灣英文新聞，網址：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428154，最後瀏覽日：2019年4月20日；高端訓，大

數據、AI、機器人，有什麼血緣關係？，快樂工作人雜誌，網址：https://www.cheers.com. 

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5851，最後瀏覽日：2019年7月10日。 
16 李友專，註5書，84頁。 
17 同前註，63-64頁。 
18 谷岡広樹、康鑫，註4書，12頁。 
19 同前註，8頁。 
20 See TRIPs art. 27, Apr. 15, 1994, 1869 U.N.T.S. 299, 33 I.L.M. 1197. 
21 余華，澳大利亞醫療方法專利審查，智慧財產權月刊，2001年5月，77期，66-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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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皆將此列為不得專利的範疇內22。惟此限制會否影響醫療AI專利之核發及相關

產業之發展，尚有討論之空間，故本文將以此為討論之重點進行比較法之分析研

究23。 

貳、醫療方法可專利性比較研究 

醫療AI應用層面廣泛，而於其應用範疇中，最直接涉及「醫療方法」核心概念

者，莫若「人工智慧診斷輔助系統（下稱『AI診斷輔助系統』）」，首揭IBM的

Watson for Oncology，及美國FDA近年核准的IDx-DR24、臺北醫學大學投入開發的

肺癌輔助判斷系統25均屬之。此AI診斷輔助系統係以人工智慧演算法，結合經人工

標註之訓練數據，包含醫療影像、病歷資料、醫學期刊文獻等，經過分析，快速生

成最適治療方案，為醫生提供高價值的第二意見26。而其中關於醫療影像之辨識技

術，更是近年來醫療AI領域的發展重點，截至2018年2月為止的美國專利申請案共

有11,914件27。如下圖1所示，若再以影像來源（包括X光、核磁造影、超音波、核

子醫學、光學成像之影像生成設備）及影像應用之器官系統（包括神經系統、乳房

腫瘤、心血管系統、呼吸系統、消化系統、泌尿系統）進行領域細分，可知以「X

                                                        
22 例如，我國專利法第24條第2款規定，對人類或動物之診斷、治療或外科手術方法，不予發

明專利。 
23 另有關醫療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演算法的結合，其本質仍為演算法，是否該當為「抽象概念」

（Abstract Ideas），而導致其專利適格性被排除，亦屬長久爭議問題，歐盟、美國、日本等

近年來更有對此在審查基準中做出相應之釐清。然本文因受限於篇幅，對此議題不另做研

析。 
24 Nana Ho，首款AI診斷工具通過批准，FDA：AI和機器學習為醫學的未來帶來希望，

TechNews科技新報，網址：https://technews.tw/2018/04/12/fda-approves-ai-powered-diagnostic-

for-the-first-time/，最後瀏覽日：2019年4月16日。 
25 王若樸，【醫療影像AI實例：北醫附醫】全球首建肺癌病灶語意描述資料庫，要開發兼具

準確度和高精細度的AI系統，網址：iThome Online，https://ithome.com.tw/news/129975，最

後瀏覽日：2019年4月20日。 
26 李友專，註5書，144-148頁。 
27 世博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工業局委託研究），人工智慧技術應用於醫學影像辨識

產業專利情報及關鍵技術專利分析，2018年，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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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神經系統」之專利申請案為最多，「核子醫學-呼吸系統」為最少28。 

 
資料來源：世博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工業局委託研究），52頁。 

圖1 「人工智慧應用於醫學影像辨識」細分領域專利數量 

醫療AI之應用，對於人類生活福祉、醫療衛生安全的影響不容忽視，醫療方法

涉及生命安全、人性尊嚴，具有高度道德色彩，惟若一概排除醫療方之可專利性

（Patentability），對於醫療方法相關技術與產業之進步，不可謂毫無影響，因此，

在醫療方法應否與其他類型發明等同予以專利保護議題上，無可避免地陷入發展創

新與倫理道德的兩難。前言述及TRIPs框架下各國得基於國內公共衛生及產業情

形，對醫療方法可專利性有不同規定29。故以下內容將以AI診斷輔助系統為主軸，

從比較法及我國法上醫療方法可專利性之法制規範出發，並就排除醫療方法可專利

性與否之規範目的予以分析，試圖探尋醫療AI可否專利化之可專利性問題。且鑑於

AI診斷輔助系統與醫療方法中「診斷方法」具有高度關聯性，本文將關注於各國

「診斷方法」之比較30。 

                                                        
28 同前註，50、52頁。 
29 楊代華，生物科技與醫療發明專利，2008年，28-31頁。 
30 我國專利法規定不具可專利性之醫療方法，可分為診斷方法、治療方法以及外科手術方法。

其中，「治療方法」係指有生命之人體或動物體恢復健康或獲得健康為目的之治療疾病或消

除病因的方法，包括疾病之預防方法及免疫方法、舒緩或減輕疼痛之方法等；「外科手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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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盟──明文排除醫療方法之可專利性 

歐洲專利公約（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EPC）對於醫療方法可專利性自始

採取否認態度，在2007年修正以前，以「擬制視為不具產業利用性」之方式，排除

可專利性31。而現行EPC則直接於第53條(c)項規定排除醫療方法之可專利性，依據

該條規定「藉由手術或治療對人體或動物之處理方法，以及實施在人體或動物上之

診斷方法」不具可專利性，但不及於實施以上方法所使用之產品、物及組成物32。

是不具可專利性之醫療方法，包括手術方法、治療方法及診斷方法，醫療器材及藥

物等則不屬之。 

而就診斷方法之範圍，至2006年歐洲專利局擴大上訴委員會（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EBA）做出G 1/04案後，採從嚴限縮解釋，認為必須同時構成以下4個要

件，始屬EPC第53條(c)項所排除之診斷方法：(一)收集資料及數據之檢驗步驟；(二)

比較前述資料與一般標準值之比對步驟；(三)於比較過程中發現任何重要的差異之

發現徵狀步驟；以及(四)推論此項差異歸因於何種特定的臨床表現之推斷出病徵步

驟33。若僅獲悉「中間結果」，並無法期為必要之醫療處理決定者，則非屬排除可

專利性之診斷方法其範圍34。EBA更進一步認為，所排除可專利性之診斷方法不以

須「由醫療人員為操作監督」為要件，亦未要求該診斷方法「與人體或動物體之交

互作用達到一定程度」35。 

                                                                                                                                                        

法」則係指近視雷射手術、插入導管的方法、美容整形手術等利用機械對有生命之人體或動

物體實施剖切、切除、縫合等創傷性或介入性之治療或處理方法，以及為實施外科手術所採

之預備性處理方法。而醫療AI主要係以醫療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演算法之結合，利用於提供

醫生針對個別病患之個人化治療建議、疾病風險預測，或為醫療注意事項提醒等，不易為治

療方法及外科手術方法概念所涵蓋，故而本文以「診斷方法」為探究之重點。參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彙編108年1月1日版，2-13-2 - 2-13-6頁，網址：https://www.tipo.gov. 

tw/public/Attachment/812181612513.pdf，最後瀏覽日：2019年7月10日。 
31 See 2006 EPC Article 52(4). 
32 See EPC Article 53. 
33 Se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G-1/04 Diagnostic methods, Opinion of 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dated 16 December 2005, EPO O.J., 334-61 (2006). 
34 張仁平，診斷、治療、手術方法專利之審查──國際法規基準比較與實務問題探討，智慧財

產權月刊，2004年7月，67期，11頁。 
35 同前註，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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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開放醫療方法專利 

美國關於專利適格標的（Patent Eligibility）規定於專利法第101條，只要是「任

何新穎而實用的方法、機器、製品、物的組合或以上各項之任何新穎而實用的改良

之發明或發現，凡合於專利法所規定的基本條件及要求者」均可獲准專利36，並經

由法院於各案例中的闡釋，認為除單純屬於自然法則、物理現象和抽象概念的發明

外，任何符合授與專利要件之「方法」、「機器」、「製品」、「物的組合」或「以

上各項之任何新穎而實用的改良」均屬專利適格之標的，得為專利權授與之客體37。 

對於醫療方法之可專利性問題，美國專利法上雖從未明文排除醫療方法作為可

專利之標的，但仍經過長時間的爭論，遂有現行實務上對醫療方法之可專利性之肯

認38（參表1）。且其中，透過醫療人員之侵權責任免除條款39，使醫療方法專利權

之效力不及於因執行醫療行為而侵權的醫療人員或機構，避免醫療人員於執行醫療

行為時承受額外的授權費用與侵權風險，以較為彈性之方式，於保護醫療方法專

利、鼓勵創新之同時，維護醫療倫理道德、公眾健康與人性尊嚴之考量40。 

表1 美國醫療方法相關重要案例 

案例 法院見解 造成效果 

Morton v. New York Eye Infirmary41 否認可專利性 司法實務上很長時間對於醫療方

法之可專利性持否認態度
42 

Dick v. Lederle Antitoxin Laboratories43 承認可專利性 司法實務承認醫療方法可專利性 

Pallin v. Singer44 仍具有新穎性與進

步性之爭議存在 

醫療人員之侵權責任免除條款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36 See 35 U.S.C. § 101. 
37 楊代華，註29書，189-191頁。 
38 同前註。 
39 See 35 U.S.C.A. § 287(c)(1). 
40 楊代華，註29書，213-216頁。 
41 Morton v. New York Eye Infirmary, 17 F.Cas. 879 (S.D.N.Y. 1862). 
42 Yūsuke Satō, Translated by Jiameng Kathy Liu, Patent Protection of Medical Methods: Focusing 

on Ethical Issues, PAC. RIM L. & POL’Y J., 125, 127-28 (2011). 
43 Dick v. Lederle Antitoxin Laboratories, 43 F.2d 628 (S.D.N.Y. 1930). 
44 Pallin v. Singer, 36 U.S.P.Q.2d 1050 (D. Vt.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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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專利法下醫療人員之侵權責任免除條款所規定之醫療行為，係指在身體上

所實施之醫療或外科程序45，又所謂之「身體」，除人類之身體、器官或屍體外，

亦包含使用與治療人類直接相關之醫療研究或教學之非人類動物46。是雖非以直接

治癒疾病或減輕症狀為目的，而對病患或醫療實驗動物實施採集組織或其他檢測行

為者，仍有可能屬於醫療行為，原則上為醫療人員之侵權責任免除之範疇47。另因

醫療設備、儀器或器材之研發，需要投入大量之成本與資金，而專利權之保護，更

為產業發展所必需，因此，排除於醫療人員之侵權責任免除範疇之外48。 

三、日本──認人體醫療方法不具產業利用性 

日本特許法第29條第1項規定，做出產業上可得利用的發明者，除非其發明已

為公眾所者外，就其發明可享有專利49，故客體須符合「發明」及「產業可利用

性」始符合專利特許之要件50。在專利審查基準中產業可利用性部分，認為「人

體」進行之手術、治療以及診斷方法，不具產業利用性，不符合特許法第29條第1

項要件，不具可專利性51。其中，診斷方法指包括人體之身體或精神狀態判斷以及

基於對人體狀態判斷所為之治療或是手術處方等，以發現或追蹤疾病而為之判斷人

體現階段健康狀態之方法，例如透過MRI掃描圖像判斷是否患有中風之方法屬

之52。此外，日本並不排除適用於「動物體」之醫療方法，亦即一般以動物體為

實施對象之手術、治療、診斷方法，若能明確排除於人體上之適用，則具產業利

                                                        
45 See 35 U.S.C.A. § 287(c)(1)(A). 
46 See 35 U.S.C.A. § 287(c)(1)(E). 
47 楊代華，註29書，257-258頁。 
48 同前註，259頁。 
49 TOKKYOHŌ [PATENT ACT], Act No. 121 of 1959, art. 29, para. 1 (Japan). 
50 其中，發明係指利用自然法則的技術思想創作，並不包括自然法則、單純之發現、違反自然

法則者、未利用自然法則者、非為技術思想者以及顯不可能通過所提出之技術手段解決發明

所欲解決之問題者。 ・參特許 実用新案審査基準英語版，日本経済産業省特許庁，第3章第1

節，1-2頁，網址：https://www.jpo.go.jp/e/system/laws/rule/guideline/patent/tukujitu_kijun/index. 

html，最後瀏覽日：2019年6月23日。 
51 同前註，8頁。 
52 同前註，9-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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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53。 

四、我國──明文排除醫療方法之可專利性 

我國基於人道上之考量，並為避免醫生於實施醫療行為之過程隨時處於侵權之

危險中54，於專利法第24條第2款明定人類或動物之診斷方法、治療方法、外科手術

方法為法定不予專利之標的。其中，「診斷方法」係指包括檢測有生命之人體或動

物體、評估症狀及決定病因或病灶狀態的整個步驟過程，據以瞭解其健康狀態、病

情之方法55，須符合3項條件──「以有生命的人體或動物體為對象」、「有關疾病

之診斷」，及「以獲得疾病之診斷結果為直接目的」56。又該方法是否能獲得具體

之最終診斷結果，應實質考量是否包括「測定人體或動物體之實際值」、「比較測

定值與標準值之差異」以及「依據前述差異推定診斷結果」等所有步驟，唯有符合

所有步驟時，始屬之57。反之，若以該方法所獲得之資訊僅為「中間結果」而非診

斷結果，亦即非以得疾病之診斷結果為直接目的者，則非屬法定不予專利之範疇，

例如，X光照射方法、血壓量測方法58。是我國實務上對於診斷方法之判斷與歐洲

專利局相同，係採狹義見解，僅限於專利申請案之請求項敘述了整個診斷行為之檢

測階段、比較階段、發現症狀階段及醫療決定階段各步驟時，始屬排除可專利性之

診斷方法59。 

五、小 結 

除美國已承認所有醫療方法之可專利性，並輔以「醫療人員侵權責任免除條

款」之作法外，我國與歐盟、日本對於診斷方法之定義、要件及規範目的大致相

                                                        
53 同前註，8頁。 
54 劉國讚，專利法之理論與實用，2018年，82頁。 
5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彙編，2019年1月1日，2-2-9頁，網址：https://www.tipo. 

gov.tw/public/Attachment/812181612513.pdf，最後瀏覽日：2019年7月10日。 
56 同前註，2-2-10頁。 
57 同前註，2-2-9頁。 
58 同前註，2-13-3頁。 
59 楊代華，註29書，2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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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並以明文規定之方式，或以視為不具產業利用性之方式，排除醫療方法之可專

利性。準此，醫療AI於美國並無落入醫療方法範疇而不具可專利性之問題，然於我

國、歐盟及日本，均以「以獲得疾病之診斷結果為直接目的，了解人類或動物之健

康狀態，掌握其病情之方法」為醫療診斷方法，而排除其可專利性。而AI診斷輔助

系統，係以「收集並整理相關文件形成龐大的醫療資料庫，再以人工智慧演算法進

行分析」之方式，計算出最適合之治療方案。於醫療實務上，以Watson for 

Oncology為例，其操作方式為「醫生問診後，將病患之病歷報告、理學和影像學檢

查數據以及看診記錄等載入電子病歷，再從雲端連結至Watson for Oncology系統，

由系統為判讀及分析，依序提出治療建議，最後再由醫師依個人專業及經驗做出決

定60」。 

以此開操作方式而言，以AI診斷輔助系統為輔助診斷，似符合不具可專利性之

人類或動物之診斷方法要件。換言之，在AI診斷輔助系統之運作下，符合「以有生

命的人體或動物體為對象」、「有關疾病之診斷」，及「以獲得疾病之診斷結果為

直接目的」3項要件，更完全涵蓋了檢驗步驟61、比對步驟、發現徵狀並推斷出病徵

步驟等「以獲得疾病之診斷結果為直接目的」之要件，因此可能不具可專利性。但

是若認AI診斷輔助系統落入不具可專利性之醫療方法範疇，亦恐會影響公司投資意

願及產業發展未來，實不可不慎。 

參、展望：代結論 

雖各國仍以排除醫療方法可專利性為多數，然於人工智慧發展之浪潮下，近年

來，部分國家對於涉及人工智慧的醫藥領域發明專利審查，更有所修正。其中，韓

國智慧財產局於2019年3月18日公布之審查基準中，即是在否認人體醫療方法專利

之原則下，適度開放醫療AI的可專利性，此舉或許即是要配合其國內產業的發展，

                                                        
60 翁書婷，癌症病患新選擇：台北醫學大學導入IBM華生人工智慧治療輔助系統，數位時代，

網址：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5382/watson-for-oncology-ibm-cancer，最後瀏覽日：

2019年4月20日。 
61 雖Watson for Oncology有賴醫生輸入病歷，仍有人工智慧診斷輔助系統具有檢測人體狀態之

功能，例如，IDx-DR係經由機器人攝像機獲得患者的視網膜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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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企業提供適度的專利權保護作為創新誘因。反觀台灣，是以資通訊產業見長，

且醫療系統亦是完善，具備發展醫療AI的優質環境，至於我國智慧財產主管機關是

否會有所跟進及適度開放，以提供助於醫療AI產業發展的法制環境及專利制度，更

是有待進一步的觀察甚至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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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之專利應用專欄  

中國大陸人工智慧專利申請 
及代理實務概覽 

劉 芳* 

壹、前 言 

近年來，人工智慧技術在中國大陸以較快的速度得到了應用，中國大陸多地一

流高科技企業、高校與研究所幾乎無一例外都投入了人工智慧的研發，人工智慧創

新應用日漸普及，在中國大陸，人工智慧已屬於網路高頻詞彙，相關領域專利申請

增幅十分顯著，實務中的問題也日漸凸顯出來，引起了較多的關注與討論。 

貳、人工智慧創新應用概況 

從中國大陸人工智慧技術應用看，在較為泛化的人工智慧概念下，目前在醫療

健康、金融、教育、安防、商業、智慧家居等多個垂直領域日漸開展與成熟。 

智能家居家方面：基於物聯網技術，以住宅為平臺，由硬體、軟體、雲平臺構

成家居生態圈。智慧家居實現遠端設備控制、人機交互、設備互聯互通、使用者行

為分析和用戶畫像（編者註：User Persona，對目標用戶進行分類與標簽）等，為使

                                                        

DOI：10.3966/221845622019100039006 

收稿日：2019年8月31日 
* 北京同立鈞成智慧財產權代理有限公司資深專利代理師／全國中華專利代理人協會常務理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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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提供個性化生活服務，使家居生活更便捷、舒適和安全。例如，借助機器學習

和深度學習技術，智慧電視、智慧音箱等可以根據使用者訂閱或者收看的歷史資料

對使用者進行畫像，並將使用者可能感興趣的內容推薦給使用者，或學習使用者習

慣資料、環境資料自動管理居家設備。據報導，小米公司打造的智慧家居生態鏈在

經歷了幾年的積累後，已經形成了一套自研、自產、自銷的完整體系，接入生態鏈

的硬體已經高達6,000萬台1。另外，美的、海爾等大型家電企業均有大力投入研發

多品類智慧家居23。例如，自動識別衣物和記錄清洗歷史資料的智慧洗衣機，都有

採用人工智慧技術。 

智慧型機器方面：在北京、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地聚集了一批從事智慧型機器人

開發製造的企業，包括工業用焊接機器人、搬運機器人、噴塗機器人和協作機器人

等工業智慧製造中應用豐富。工業機器人方面，境內外公司在中國大陸申請超過共

3萬件4。這些機器人創新者，新創專業機器人公司、老牌電子設備公司都有大量創

新，公開專利文獻將近1萬件5。例如，電力巡檢機器人就有超過1,100件專利申請公

開文件6，新創公司廈門必萬電氣有限公司、行業公司廣州供電有限公司都有開發的

電力巡檢機器人，用於在線路的巡視巡檢。它借助智慧巡檢機器人和無人機實現規

模化、智慧化作業，提高效率和安全性。智慧巡檢機器人搭載多種檢測儀，沿擬巡

檢範圍，自動定時行走，採用機器視覺技術能夠近距離觀察設備，即時本地判斷並

                                                        
1 http://www.sohu.com/a/258986730_115503，最後瀏覽日：2019年10月8日。 
2 http://www.2ge.cn/ard/99108.html，最後瀏覽日：2019年10月8日。 
3 https://www.iyiou.com/p/95275.html，最後瀏覽日：2019年10月8日。 
4 http://www2.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E5%B7%A5%E4%B8%9A%E6%9C%B 

A%E5%99%A8%E4%BA%BA&FMZL=Y&SYXX=Y&WGZL=Y&FMSQ=Y&PatentIndex=10， 

 最後瀏覽日：2019年10月8日。 
5 http://www2.soopat.com/Home/Result?Sort=&View=&Columns=&Valid=&Embed=&Db=&Ids 

=&FolderIds=&FolderId=&ImportPatentIndex=&Filter=&SearchWord=%E6%9C%8D%E5%8A 

%A1%E6%9C%BA%E5%99%A8%E4%BA%BA&FMZL=Y&SYXX=Y&WGZL=Y&FMSQ=Y， 

 最後瀏覽日：2019年10月8日。 
6 http://www2.soopat.com/Home/Result?Sort=&View=&Columns=&Valid=&Embed=&Db=&Ids 

=&FolderIds=&FolderId=&ImportPatentIndex=&Filter=&SearchWord=%E7%94%B5%E5%8A%

9B%E5%B7%A1%E6%A3%80%E6%9C%BA%E5%99%A8%E4%BA%BA&FMZL=Y&SYXX 

 =Y&WGZL=Y&FMSQ=Y，最後瀏覽日：2019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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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雲端回饋監測資料，相比人眼和各類手持儀器，隨著機器視覺識別能力提高，機

器人巡檢更精確，全天候全自主工作運行，大大提高了設備缺陷和故障查找的準確

性和及時性。無人機搭載高清攝像儀，具有高精度定位和自動檢測識別功能，可以

飛到十幾米高的變壓器頂部或幾十米高的輸電鐵塔頂端，利用高清變焦相機對輸電

設備進行拍照，即便非常細小的零件發生松脫現象，也可通過鏡頭得到清晰精準的

呈現。據報導7，廣東電網在變電站已經利用機器人機巡，年作業量超18萬公里，相

當於繞地球4圈半，其中無人機巡視占85%，作業量全球第一，綜合效率提升了2.6

倍。醫院機器人、智慧客服機器人、安防巡檢機器人、物流機器人、引領和迎賓機

器人，已在中國大陸發達地區較為普及。該等機器人設計、製造、運營，隨著5G網

路普及，越來越多地被人工智慧技術反覆運算賦能。 

城市公共事業管理方面：大範圍的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多項技術正在逐步採用

人工智慧技術。智慧城市管理涉及智慧路燈、交通引導、城市消防、智慧城市規劃

系統、評價系統等等，專利申請公開數量到達3,400多件8。 

基於深度學習技術、大資料技術以及雲計算技術，中國大陸互聯網公司、若干

大型汽車製造商投入資金開發無人駕駛或智慧駕駛。日前，中國大陸多家車企業已

進行無人駕駛測試，而百度公司智慧駕駛技術已經在湖南長沙開始商業化運營，預

計今年可在長沙街頭搭到無人駕駛計程車9。這既有汽車本身的智慧化、汽車運營中

的無人駕駛人工智慧控制技術，也有城市智慧交通人工智慧管理技術。 

從時間歷史角度看，自2012年人工智慧技術的第6個階段代表技術深度學習模

型成熟後，中國大陸多個行業迅速跟上人工智慧這波爆發，踴躍出大量的創新成

果。這有賴於中國大陸近年來智慧設備、網路廣泛地普及應用。深度學習人工智慧

離不開大資料（編者註：Big data，又譯為「大數據」）、雲端技術，中國大陸智慧

設備軟硬體的普及應用，積累的大資料、充分使用的雲技術，為人工智慧技術的快

                                                        
7 http://gd.people.com.cn/BIG5/n2/2018/1123/c123932-32325723.html，最後瀏覽日：2019年10月

8日。 
8 http://www2.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E6%99%BA%E6%85%A7%E5%9F%8E 

 %E5%B8%82&FMZL=Y&SYXX=Y&WGZL=Y&FMSQ=Y&PatentIndex=20，最後瀏覽日：

2019年10月8日。 
9 http://www.sohu.com/a/331870958_114877，最後瀏覽日：2019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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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創新與推廣奠定了客觀基礎。 

參、人工智慧專利申請數量概況 

中國大陸智慧財產權意識這些年亦是快速普及、提高，在人工智慧領域，智慧

財產權保護認知度相對最高，每家涉及人工智慧技術的企業或每所高校或研究機構

必有專利申請甚至國際專利申請，因此人工智慧創新成果專利化的比例較高，專利

申請量快速上升，非常突出。具體的專利申請不僅僅在於各類應用產品，還在於核

心演算法或模型、智慧管理系統，還有人工智慧晶片。比如中國大陸開發專用的人

工智慧晶片的寒武紀公司，擁有一批高品質的專利申請。因此，中國大陸人工智慧

專利申請覆蓋產品技術類別較為廣泛。10 

就專利申請具體數量看，據中國專利保護協會發布的《人工智慧技術專利深度

分析報告》11看，請參圖1、2，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全球人工智慧專利布局最多的國

家，數量略微領先於美國和日本。該報告給出了中、美、日三國占全球人工智慧總

體專利公開數量的74%。其中，中國大陸人工智慧專利持有數量前30名的機構中，

科研院所與大學和企業的表現相當，數量占比分別為52%和48%。另，請參圖3，全

球專利申請主要集中在語音辨識、圖像識別、機器人以及機器學習等細分方向。再

請參圖4，在中國大陸提交語音辨識專利申請中，前5名，有3是大陸企業或機構。

百度公司、中國科學院的申請量超過微軟名列第1、第2。 

                                                        
10 http://pss-system.cnipa.gov.cn/sipopublicsearch/portal/uiIndex.shtml，最後瀏覽日：2019年10月

8日。 
11 http://www.199it.com/archives/796330.html，最後瀏覽日：2019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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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人工智慧技術在中國大陸專利申請總量資料 

 

圖2 人工智慧技術PCT主要來源國專利申請增長資料 

從人工智慧主要技術的相關資料可獲得，自然語言識別、機器學習等技術分

支，中國大陸的PCT申請量相對更多，且在中國大陸專利申請量排名前5名的申請人

中國大陸公司占據3名。另外，就涉及深度學習技術的專利申請，在中國大陸的整

體數量超過了13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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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人工智慧技術分類PCT專利申請主要地區資料 

 

圖4 自然語音處理技術中國大陸前5名專利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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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踴躍，專利申請的未來走勢可預計還會持續走高。根據WIPO發布人工智慧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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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12。中國大陸人工智慧論文總量和高被引論文數量都是世界第一，從學科分布

看，電腦科學、工程和自動控制系統是人工智慧論文分布最多的學科。也包括基於

國際合作，中國大陸頂尖高校的人工智慧論文產出在全球範圍內都表現得十分出

眾，高被引論文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人才方面，據報導，中國大陸人工智慧傑

出人才占比偏低，但人才總量居世界第二。13中國大陸的各地高校多年來，每年都

有智慧型機器人聯賽，不斷地向社會輸送人工智慧技術人才。2019年8月剛閉幕的

世界機器人大會上，雖有不少一些老牌的內外大公司參展，但更多的是成立3至4年

的新興企業。而無論老牌公司護著新興企業，創新骨幹都是活躍的年輕人。並且，

幾乎每家公司的宣傳冊中都列出了自己所擁有的數量不小的專利資訊。比如，復旦

大學／上海交通大學14等與企業聯合開發的醫療手術機器人不僅申請中國大陸數百

件專利而且申請海外專利15。 

肆、人工智慧專利申請代理實務概況 

從中國大陸專利申請當前的實質審查階段代理實務看，並非所有的人工智慧技

術創新的專利申請都屬於可專利的範疇。比如從深度學習模型、演算法設計、訓練

和應用不同角度看。 

首先，對深度學習模型、演算法本身，在中國大陸明確是不屬於專利法保護範

疇的。其次，對於模型或演算法訓練、應用等創新，則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來判斷是

否可能排除到專利法保護的範疇外。 

就模型或演算法的訓練而言，人工智慧是在大量的樣本資料基礎上，透過深度

學習神經網路演算法訓練資料，建立輸入資料和輸出資料之間的映射關係。模型訓

                                                        
12 http://www.sohu.com/a/292711271_120054912，最後瀏覽日：2019年10月8日。 
13 http://www.sohu.com/a/258848488_468723，最後瀏覽日：2019年10月8日。 
14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1WfX-YO_52jFK-zQUmg8IPZHXk95axpJm2949A5EUgyl 

T13uGnAElu7JTeVzCKdtFtxxMnL4Ij4dRbN47jNBq&wd=&eqid=ce9a520e00076730000000025 

 d6a4219，最後瀏覽日：2019年10月8日。 
15 http://sh.sina.com.cn/news/m/2018-01-22/detail-ifyqtwzv6002655.shtml，最後瀏覽日：2019年10

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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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應是針對某技術問題需求而構建訓練的系統架構與方法，例如經過對語音、人臉

或車輛不同的大樣本資料反復運算和訓練，實現語音、人臉或車輛不同目標識別的

分類識別功能。雖目標可能是為技術問題，但技術手段，從可專利角度看，有可能

依然被認定是人為規則，不屬於專利法保護的範疇。如是訓練目標為非專利法角度

的技術問題，則也不屬於專利法保護的範疇。若需要提高模型訓練的可專利性，還

在於專利申請檔撰寫時如何更恰當地使用已被納入可專利範疇的技術詞彙，而不是

停留在一般創新環境中所使用的詞彙上。 

就模型或演算法的應用而言，若將模型或演算法作為技術手段或者技術特徵構

成一個技術方案，該技術方案解決特定的技術問題，並且能夠實現相應的技術效果

是可以給予專利保護。例如，解決無人駕駛某個安全技術問題的模型演算法應用，

這些演算法作為技術方案中的部分技術特徵，其完整的技術方案是保護的物件，通

常是可以歸屬於專利法保護的客體範疇；或者例如自然語言處理的識別、語音合成

技術的分析等都涉及演算法模型，這些演算法作為特徵的一部分構成完整的技術方

案，提高了語言處理或語音合成準確性或者快速性，通常亦是可以歸屬於專利法保

護的客體範疇。其次，若演算法並非針對具體技術問題、達到特定技術效果的某種

共性演算法，是不給予保護的。比如深度學習模型用於做股票市場預計、或企業個

人信用計算的專利申請，有可能被排除於專利法保護的範疇之外。再有，模型或演

算法的訓練。人工智慧是在大量的樣本資料基礎上，通過神經網路演算法訓練資

料，建立輸入資料和輸出資料之間的映射關係。例如經過對語音、人臉或車輛不同

的大樣本資料反復運算和訓練，實現語音、人臉或車輛不同目標識別的分類識別功

能。就保護客體而言，與模型或演算法應用可專利性的判斷相同。若需要提高模型

應用或模型訓練的可專利性，還在於專利申請檔撰寫時如何更恰當地使用已被納入

可專利範疇的技術詞彙，而不是停留在技術人員創新所使用的詞彙上。 

因此，當前在中國大陸一些人工智慧專利申請在審查階段遇到審查意見，被指

出不屬於專利法保護客體範疇的問題。例如，癌症的資料分析方法，通過採用人工

智慧預設的癌症訓練資料集對預設的網路架構進行訓練，獲得訓練後的模型；採用

預設的癌症測試資料集對所述訓練後的模型進行測試，獲得感受性曲線；將癌症待

分析資料導入所述訓練後的模型，輸出癌症待分析資料的邏輯輸出值；將所述癌症

待分析資料的邏輯輸出值在所述感受性曲線中進行比對，計算並輸出分析結果。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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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意見認為屬於合專利法第25條的規定不授予專利權的範疇；人工智慧大資料的基

於子模優化的並行異常子圖檢測方法與系統，審查意見認為屬於合專利法第25條的

規定不授予專利權的範疇，而被駁回。另外，人工智慧大數據處理中，網路訂單預

測管理、信用評估以及資料序列的異常檢測方法等發明專利申請，審查意見認定爲

不符合專利法第2條2款的規定，且專利申請中沒有可以被授予專利權的實質性內容

等。 

其次，從中國大陸專利維權與專利申請代理實務角度看，人工智慧技術創新的

專利授權後，基於專利權利要求主張保護階段也存在一些需要探討的問題。例如深

度學習技術權利要求保護主題為模型應用或模型訓練，模型一般都涉及訓練模組和

推斷模組。訓練模組涉及GPU集群海量訓練和深度神經網路；推斷模組計算亦是涉

及大量的矩陣運算。這些技術特徵都難以表層化，侵權產品特徵也非表層化，非複

雜技術手段無法獲得侵權產品特徵。再例如人工智慧的類人腦晶片，類比人腦的晶

片程式設計架構，其類似神經元結構、可程式設計指令集等設計，都處於晶片級，

同樣存在特徵為複雜底層技術構成的問題。據專利侵權審理規則，原告主張權利

時，應舉證證明被告技術具體如何侵害了專利權。而這些技術特徵均為底層模型和

結構或底層運算過程，原告往往難以從公開管道無需複雜設備或手段即可獲得支援

訴訟所必須的證據，甚至無法提供初步證據來證明被告侵權。實踐中，我們看到人

工智慧創新的專利申請有些技術特點有可能具備表層化功能體現。從代理師實務角

度，如果檔撰寫將深度學習表面目標功能表述到位，且某些特定的功能特點與某些

技術特徵必然對應，也許初步舉證責任或舉證責任尚可完成。但可預見，這個領域

的專利侵權糾紛審理必然要求更高的技術辨析能力、以及包括檢測、鑑定等更多的

配套資源，對於創新者主張權利而言，這意味這不菲的成本。這些問題一定程度上

制約了人工智慧創新專利申請的積極性，也有礙於充分發揮專利制度對於創新驅動

的功效。 

伍、結 語 

綜上，一方面，從中國大陸角度看人工智慧現今的發展是歷史性的戰略機遇，

對可持續發展挑戰以及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至關重要。可以預計中國大陸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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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的創新活躍度還會持續一段時間，專利數量也必然會持續走高。另一方面，由於

人工智慧創新行為與創新成果的特點，先行的一些專利規則不夠貼切創新成果保護

的需求，各國審查規則不盡相同，專利代理師在研究技術特點的同時，也需要「創

新」專利代理業務技能，使更多的人工智慧創新能夠專利化，能夠在更多國家或地

區得到保護，能夠得到有效的保護。 

人工智慧創新十分活躍且豐富，但是在人工智慧專利化過程中，從專利申請角

度看，可專利的問題、創造性的問題以及有效保護的問題，對於專利代理師來說，

是機遇亦是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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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之專利應用專欄  

人工智慧全面起飛 
—— 航太領域近期的AI專利發展 

徐靖亞*、楊明道** 

壹、前 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在電腦出現後一直是科技領航人的夢想，

隨著硬體儲存及運算能力提升、演算法快速發展、成本大幅降低，人工智慧技術取

得許多重大突破，再度成為大眾的目光焦點。 2016年，基於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技術開發的阿爾法圍棋（Alpha Go）程式擊敗人類頂尖棋手李世乭，寫

下歷史的同時也開啟了AI工業革命（工業革命4.0）的新世紀。 

根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的

科技趨勢報告1，2013年起，AI相關的專利申請已有爆炸性的成長2。指標性的高科

技公司紛紛投入大量資源研發，並積極申請AI相關專利，如國際商業機器公司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IBM）、微軟（Microsoft）、東芝

（Toshiba）以及三星（Samsung）等3。AI的應用層面極為廣泛，從實用面切入，尤

                                                        

DOI：10.3966/221845622019100039007 

收稿日：2019年8月31日 
* 飛翰外國法事務律師事務所（Finnegan, Henderson, Farabow, Garrett & Dunner, LLP）技術專

員。 
** 飛翰外國法事務律師事務所（Finnegan, Henderson, Farabow, Garrett & Dunner, LLP）合夥

人。本文論述僅為研究性質之探討，不代表任職單位意見。 
1 WIPO, WIPO TECHNOLOGY TRENDS 2019: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9). 
2 Id. at 13-14. 
3 Id. 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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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通運輸領域甚為重要。航空電子及航太相關技術的專利申請案量，近年大幅成

長而備受矚目4。本文將介紹航空電子及航太領域中的AI應用及各國專利近年的申

請概況，再進一步針對3篇代表性的美國專利申請案件進行分析。 

貳、人工智慧應用於航空航太領域的發展現況 

一、何謂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泛指透過機器協助甚至取代人類智能，進行分類、預測、執行等任

務。人工智慧不僅可以比人類更為快速有效率的作業，做出更為一致的判斷，並且

有能力在短時間內處理巨大的資料量或資料流，以完成所需作業。 

1956年達特茅斯會議確立此一研究領域以來，「人工智慧」一詞的內涵和定義

便隨著時代不斷變化。今日的人工智慧係概括描述具備感知（ sense）、推論

（reason）、行動（act），並可基於經驗適應（adapt based on experience）的程式或

硬體5。為了實現此一目標，研究人員提出了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的概

念。作為AI的一個分支研究領域，機器學習聚焦在如何讓計算機透過資料建立模

型，並隨著所取得資料量的提升，在經驗學習中改善其效能6。 

透過強大運算能力分析海量數據及資料，現在的演算法已經有能力協助甚至取

代人類進行原本仰賴人類知識和經驗的作業。各個產業開始積極投入相關的開發

應用，例如電力公司的電力調度、各項設備的安全檢測、手機上的人臉辨識及語音

辨識、社群網站廣告客製化的廣告內容、醫學影像的診斷分析、理財投資股票買賣

──各式各樣的AI應用從實驗室走進民眾的日常生活。誠如人工智慧專家李開復所

言，人工智慧的發展正走向實務應用的年代7，對世界帶來深刻影響，並改變我們生

活及工作的方式。 

                                                        
4 Id. at 39. 
5 Niven Singh, How to Get Started as a Developer in AI, Intel® AI Developer Program 

Documentation (December 28, 2017), available at https://software.intel.com/articles/how-to-get-

started-as-a-developer-in-ai (last visited Oct. 8, 2019).  
6 Id. 
7 WIPO, supra note 1, at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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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智慧於航空航太領域之應用 

如前所述，機器學習的優勢在於透過累積大量的歷史數據及資料，建立並改善

模型，對新的數據及資料進行分類、預測、決策等等。因此，若有足夠的相關數據

及資料供演算法訓練並學習，AI可以被應用在航空航太領域幾乎所有的環節當中。 

航空硬體設備方面，從初期的研發生產，到後續的維護、維修及產品改良，AI

在所有的環節中均能扮演重要角色。舉例而言，在研發和生產階段，AI能協助可靠

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流程控制、提升設備利用率、調整細部參數以完善

製造程序，並對完成的製品進行品質管理和良率分析。 

航空設備投入運轉後，日常的設備維護和維修分析程序中，亦可利用AI工具輔

助，評估設備的狀態及是否需要更換零件，及早避免機械故障之意外發生。不幸發

生事故時，AI尚可根據所蒐集的各項數據及資料分析故障或事故原因，以避免或降

低未來類似狀況發生之機率。 

另一方面，AI技術亦可整合在航空器的飛行控制系統中，輔助操作監控、自動

飛行操作、路徑規劃判斷等。在許多繁忙的大型機場中，AI工具亦可協助塔台優化

機場調度。舉例來說，當天氣突發狀況導致航班延誤或滯留時，如何因應航班變動

引導飛機起降、調度跑道、停機位，都可由AI輔助尋求最佳的資源配置，減少班機

延誤，並防範意外。AI能在高度壓力或極為緊張的狀況下從容處理，亦成為其一大

優勢。 

近年在航空航太領域中，無人飛行載具系統（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亦蓬勃發展，廣泛應用在軍事偵查監控、科學研究調查、以及協助緊急救援。搭配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邊界運算（Edge Computing），無人飛行載具可結

合人工智慧以及物聯網等前沿技術，進一步為其他產業帶來多元的應用場景。亞馬

遜投入開發無人機物流送貨系統便是著名例子之一。 

參、人工智慧於航空航太領域的專利申請趨勢 

一、人工智慧相關專利的整體成長 

WIPO今年1月出版的科技趨勢報告便以人工智慧此一創新領域作為研究主題。



人工智慧全面起飛 71 

專利師︱第三十九期︱2019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以2012年作為分界點，全球AI專利申請在2006年至2011年之間，年平均成長率為

8%，2012至2017年間，年平均成長率則大增至28%8。除了申請件數從2006年的

8,515件成長到2017年的55,660件之外，更有超過半數的專利文件公開日係在2013年

以後9。各類別AI技術中，目前以機器學習為主流，相關公開案件約占總數9成，遠

遠領先模糊邏輯（Fuzzy logic）等其他類別10。在機器學習的次領域中，神經網路

（Neural networks）和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相關的專利申請近年來成長最為

快速11。這兩者也正是AlphaGo演算法所採用的核心技術。 

以應用技術領域來看，以交通傳輸和電信二領域的相關專利申請各占整體24%

為最大宗12。若以年度成長率來看，2013年到2016年間，交通傳輸應用的AI申請案

件年平均成長率為33%，躍升為第一位。若進一步細分技術領域，2013到2016年

間，航空電子及航太相關的AI申請案量有高達67%的年平均成長率，高於自動駕駛

汽車的42%13。此領域中AI應用蓬勃發展，由此可見一斑。 

二、航空航太AI專利申請案量起飛 

為進一步了解航空航太領域中的AI相關專利趨勢，本文採用Innography®商業專

利資料庫進行專利檢索及後續分析。考慮到2018年後提出申請的專利尚未全數公

開，本文首先以2007至2017年間所提出的專利申請案為對象，在Innography專利資

料庫中針對包含Machine Learning和Aircraft兩個關鍵字的專利文件進行關鍵字檢

索。圖1為根據檢索結果繪示的長條圖。 

                                                        
8 Id. at 39. 
9 Id. 
10 Id. at 41-42. 
11 Id. at 14. 
12 Id. at 49-51. 
1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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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根據Innography®專利資料庫之資料編輯繪製 

圖1 2007-2017年各國航空航太AI相關專利申請案數量 

以專利申請件數來看，航空航太領域中的AI相關專利成長趨勢與WIPO統計數

據中總體AI相關專利的成長趨勢吻合，近5年來有著指數性的成長。另外，在申請

國別方面，前5大分別為美國專利申請（1980件）、中國專利申請（750件）、專利

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國際專利申請（657件）、日本專利申

請（459件）以及歐洲專利申請（389件）。 

三、美國、中國、日本之航空航太AI專利申請趨勢 

圖2為2007年至2017年間提出申請且包含前述關鍵字的美國專利案件數量統

計。由圖2數據可見，與WIPO的統計報告一致，航空航太技術領域中，AI相關的美

國專利公開案及公告案數量皆自2013年起大幅成長，並持續穩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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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根據Innography®專利資料庫之資料編輯繪製 

圖2 2007年至2017年美國航空航太AI相關專利案件統計 

而圖3、圖4則分別為2007年至2017年間，提出申請且包含前述關鍵字的中國大

陸及日本專利案件數量統計。美、中、日三國案件量成長趨勢大致相同，但以近3

年的數據來看，2015年到2017年內美國案件由469件成長到941件，日本案件由81件

成長到154件，成長幅度皆為兩倍左右；至於同期中國大陸案件總數則從84件成長

到296件，成長幅度超過3.5倍，相當引人注目，也反映出中國近年在智財領域的迅

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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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根據Innography®專利資料庫之資料編輯繪製 

圖3 2007年至2017年中國大陸航空航太AI相關專利案件統計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根據Innography®專利資料庫之資料編輯繪製 

圖4 2007年至2017年日本航空航太AI相關專利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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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航空航太AI相關專利的主要專利權人 

圖5列出目前航空航太領域中，已核准領證之AI相關美國專利前20大專利權

人，可以發現，AI技術研發的領先集團如：亞馬遜（Amazon.com, Inc）、IBM、谷

歌（Google）母公司字母表（Alphabet）、微軟（Microsoft Corporation）皆名列其

中。無獨有偶，上述公司皆為「人工智慧夥伴聯盟」（The Partnershi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Benefit People and Society, The Partnership on AI）此一企業技術聯盟

的創始成員，對人工智慧產業的發展扮演主導角色。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根據Innography®專利資料庫之資料編輯繪製 

圖5 航空航太AI相關美國專利的前20大專利權人 

此外，傳統航空工業中的指標企業如波音（Boeing）、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GE）、漢威聯合國際（Honeywell International）、聯合科技公司

（United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UTC）也同樣榜上有名。同屬廣義上交通運輸工

業領域的通用汽車（ General Motors Company ）與豐田汽車（ Toyota Motor 

Corporation），在渦輪引擎及動力系統有豐富的研發成果，亦積極進行專利申請。 

主要專利權人涵蓋了兩大類背景截然不同的公司，此一現象充分體現了AI結合

產業時的兩種途徑──高科技公司主導開發相關軟硬體元件並提出產業應用解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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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人工智慧產業化」途徑，以及傳統產業參與者從現有的生產、服務流程出

發，導入人工智慧技術，以提升產業競爭力及價值的「產業人工智慧化」途徑。 

五、由專利全景圖看申請案技術領域的分布 

Innography 資料庫中的專利全景圖（ PatentScape ™）及文字群集（ Text 

Clustering）功能，可以根據專利文件中頻繁出現的關鍵字，協助分析專利文件主要

採用的AI技術以及應用的領域。 

本文從申請日在2010年以後的美國專利公開及公告文件中，篩選出1051篇在摘

要、申請專利範圍、標題中提及航空器（aircraft）、且在說明書中提及機器學習

者，進行專利全景圖及文字群集分析，所得結果如圖6、圖7所示。 

 
資料來源：Innography®專利資料庫 

圖6  航空航太AI相關美國專利文件之專利全景圖 

 
資料來源：Innography®專利資料庫 

圖7  航空航太AI相關美國專利文件之文字群集圖 



人工智慧全面起飛 77 

專利師︱第三十九期︱2019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由專利全景圖及文字群集顯示的主題，可以一窺產業的研發重點。從圖6、圖7

中可見，上述1,051篇專利文獻的應用層面相當廣泛，大致上可以歸類為：航空器本

身的軟硬體設備以及子系統，航空器運行及機場資源調度，以及無人機應用3大面

向。 

在航空器本身系統設備的部分，以動力系統和渦輪引擎為大宗，亦涵蓋其他的

航空器次系統，如控制系統、排氣及溫控等管理系統。航空器運行操作的部分，則

包含飛行監控、航空交通控制等應用場景。無人機應用層面則以飛行路徑規劃為主

要研發熱點。 

肆、美國專利申請實例介紹 

在檢視近期數百件不同領域與應用的AI航太專利後，本文挑選了3件具代表性

的美國專利案，從實際例子中觀察航太AI相關專利請求項的撰寫方式及結構布局。 

一、AI應用於航空硬體的研發、製造、維護及故障分析 
──以美國專利申請公開號2018/0268257為例 

本件專利申請為勞斯萊斯汽車所提出，圖8為其說明書附圖第2圖。如圖8所

示，本篇申請案具體的技術內容是透過結合預先訓練的深度學習網路（Pre-trained 

Deep Learning Network, PDLN）和極限學習機網路（Extreme Learning Machines, 

ELM）進行精準影像辨識。根據說明書記載，其極限學習機網路係由經標記的訓

練影像進行訓練。藉此，結合兩個網路所形成的合成網路便能利用電腦及AI在

影像辨識上的優勢，協助偵測飛機引擎元件的表面缺陷14。 

                                                        
14 U.S. Patent Publication No. 2018/0268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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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專利申請公開號2018/0268257 

圖8  美國專利申請公開號2018/0268257說明書附圖第2圖15 

目前本案除了方法請求項外，亦撰寫了一組獨立項請求保護所生成的神經網路

本身。請求項1要求保護之標的為一種生成用來偵測飛行器引擎元件表面缺陷之神

經網路的方法16，主要元件步驟包含：提供一預先訓練的深度學習網路以及一學習

機網路17；提供一組複數個經像素化的飛機引擎元件的訓練影像，其上標記有不同

類型的表面缺陷18；以及藉由訓練影像訓練學習機網路的訓練權重19，其中深度學

習網路的輸入層和學習機網路的輸出層係結合生成偵測引擎元件表面缺陷之網

路20。 

                                                        
15 Id. Fig. 2. 
16 Id. Claim 1. 
17 Id. “providing (i) a pre-trained deep learning network...and (ii) a learning machine network...” 
18 Id. “providing a set of pixelated training images of aircraft engine components...the training images 

being labelled with the surface defect classes exhibited by their respective components...”  
19 Id. “training the trainable weights of the learning machine network on the set of training images...” 
20 Id. “...form a combined network for detecting surface defects in aircraft engine components h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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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I應用於航空器飛行控制、路線規劃及機場資源調度 
──以美國專利申請公開號2019/0147752為例 

此篇公開申請案為波音公司所提出，圖9為其指定代表圖。如圖9所示，本篇申

請案所揭露的技術係根據飛機的監測數據和機場配置圖，透過演算法判斷起降機場

跑道的設置資訊，以提供飛機即時更新飛行計畫並最佳化飛行路徑，降低燃料使用

量，減少班機的延誤及空中塞機的情況21。 

 
參考資料：美國專利申請公開號2019/0147752 

圖9  美國專利申請公開號2019/0147752說明書指定代表圖22 

目前本案要求的保護標的包含方法項及系統項。請求項9標的是一種更新飛機

之飛行計畫的方法（A method for updating an aircraft flight plan of an aircraft）23。請

求項9原文如下： 

                                                                                                                                                        

an input layer which is the input layer of the pre-trained deep learning network and an output layer 

which is the output layer of the learning machine network...” 
21 U.S. Patent Publication No. 2019/0147752. 
22 Id. Representative Drawing. 
23 Id. Claim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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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method for updating an aircraft flight plan of an aircraft, comprising: 

retrieving recorded surveillance data comprising multiple aircraft positions and time 

records corresponding to the multiple aircraft positions at an airport; 

computing counts of aircraft positions within a plurality of three-dimensional 

surveillance cells at each end of at least one runway; 

using a machine learning model to determine a current runway configuration for the 

at least one runway based on the counts of aircraft positions within the plurality of three-

dimensional surveillance cells; and 

updating the aircraft flight plan based on the current runway configuration. 

三、AI搭載於無人機上之應用 
──以美國專利案號10,089,716為例 

微軟的FarmBeats是應用在農業領域中的一個頗具野心和規模的專案，其欲結合

物聯網、雲端運算、無人機以及機器學習演算法等前沿技術打造智慧農業，以降低

成本並提升農業生產效率24。 

美國專利案號10,089,716中，微軟公開了一種用以產生精準地圖的裝置，圖10

為其指定代表圖。本篇專利所公開的技術係藉由機器學習演算法，感測元件感測到

的資料數據可結合無人機取得的影像資料生成預測模型，並相應產生地圖資料。電

腦可以根據感測元件回傳的資料數據，推斷大範圍農地中各區域的土壤狀況，例如

土壤溫度、溼度、酸鹼度等等，以協助業者進行耕種規劃，在降低監控成本的同時

提高產能25。 

                                                        
24 Deepak Vasisht et al., Farmbeats: An IoT Platform for Data-Driven Agriculture, in PROCEEDINGS 

OF NSDI ’17:14TH USENIX SYMPOSIUM ON NETWORKED SYSTEM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515-29 (USENIX Association ed., 2017).  
25 U.S. Patent No. 10,08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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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專利案號10,089,716 

圖10 美國專利案號10,089,716說明書指定代表圖26 

本專利獲准之保護標的包含裝置項及方法項。請求項1之標的為一種裝置27，包

含處理器以及記憶體。當執行記憶體中的程式碼時，處理器控制裝置完成接收影像

資料、接收感測資料、根據影像資料生成正射鑲嵌圖、使用正射鑲嵌圖與感測資料

產生預測模型、使用預測模型外推感測資料以判斷各個區域目標參數的分級，並生

成地圖顯示各個區域內目標參數的分級。請求項1原文如下： 

1. An apparatus, the apparatus comprising: 

one or more processors; and, 

memory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ne or more processors, the memory comprising 

code that, when executed, causes the one or more processors to control the apparatus to: 

receive video data representing an aerial view of an area; 

receive sensor data, the sensor data generated from a plurality of sensor readings, 

each indicating a level of a parameter in one of a plurality of first portions of the area; 

                                                        
26 Id. Representative Drawing. 
27 Supra note 25, Claim 1. 

107a(2)

107a(1)

114
101

108

108104
104

104
107a(3)

106b

106b

107b

106a 

102 

110 

100

107a(4)

107a(n)
112

cloud 

Gateway 



82  

專利師︱第三十九期︱2019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generate an orthomosaic from the video data; 

generate a prediction model using the orthomosaic and the sensor data; 

extrapolate the sensor data to determine a level of the parameter in each of a 

plurality of second portions of the area using the prediction model; and, 

generate a map of the area, the map displayable to indicate the level of the parameter 

in each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portions of the area. 

微軟亦積極布局本技術的專利家族，不僅提出對應的歐洲、PCT以及中國申

請案，也於美國專利完成領證程序前提出了延續案申請，並順利取得第二篇相關

專利28。 

伍、結語及展望 

自美國最高法院於2014年Alice v. CLS Bank一案中對電腦軟體相關專利的適格

性作出解釋以來29，對於電腦、軟體、人工智慧及數據處理等相關專利產生重大影

響，也讓此類專利的撰寫及申請技巧變得更加重要。相信許多申請人以及專利實務

從業人員，皆對涉及軟體演算法的相關發明能否滿足專利適格性要求充滿困惑。人

工智慧普遍以演算法作為技術的核心基礎，相關申請案很容易遭遇專利適格性的挑

戰，使得撰寫、答辯技巧及申請標的的選擇成為重要的策略及考量。 

此外，隨著人工智慧普遍應用在各類工業研發、製造以及網際網路雲端環境，

未來相關專利議題，例如發明人資格、專利權歸屬、侵權行為認定等等，其對各國

專利制度帶來的影響、衝擊以及未來的改革，都值得另文深入探討研究。歐洲專利

局已經委託相關學者針對部分AI相關專利議題進行研究30，並於官網公開研究報

告，提供許多對我國產、官、學界詳細及有價值的AI資訊。 

專利制度與產業技術發展一體兩面，新技術的蓬勃發展帶動了相關專利申請的

成長，而藉由觀察專利申請以及分析專利技術的趨勢，亦有助於理解產業脈動，以

                                                        
28 U.S. Patent No. 10,262,396. 
29 Alice Corp. v. CLS Bank Int’l, 134 S. Ct. 2347, 2354 (2014). 
30 NOAM SHEMTOV, A STUDY ON INVENTORSHIP IN INVENTIONS INVOLVING AI ACTIVITY 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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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未來的科技應用和商業契機。從快速成長的專利數量以及產業巨擘積極投入智權

保護這些指標來看，航空航太領域導入AI技術的這一群拓荒者有機會成為產業人工

智慧化的先行部隊之一，推動AI的新工業革命。 

在人工智慧持續發展且不斷變化之際，各國現行的法規框架勢必會面臨前述諸

多AI相關的爭議問題。如何因應AI時代的智財需求並兼顧社會及產業的利益，將是

全球專利界共同的挑戰。為了讓台灣產業在AI時代占有一席之地，我國自然也應評

估現行的專利制度，鼓勵創新並強化專利維權執法，使在人工智慧領域長期耕耘的

創新者可以獲得與其貢獻相應的回報，也為開創性的AI解決方案及其應用創造可觀

的專利及商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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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探討藥物專利均等侵害範圍 
—— 以美國判決為基礎 

郭廷濠*、劉國讚** 

壹、前 言 

藥物研發往往需耗費許多資源（資金、時間、人力與技術），由探索有效成分

或化學合成出新藥候選者後，經過各種必要之臨床前試驗確認其安全性、效力、藥

物動力學特性等，接著向藥物管理專責機關，在美國是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提出人體臨床試驗審查（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IND）之申請，核准後開始進入臨床試驗，經歷第1期、第2期及第3期臨床試驗後，

才能提出新藥申請（New Drug Application, NDA），經FDA核准後得以上市，上述

階段中僅有極少數的候選新藥能真正上市。 

當學名藥廠藉由簡易新藥上市程序（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ANDA）向FDA申請學名藥上市時，須同時通知原藥廠。通常，原藥廠會對學名藥

廠提起相關專利侵權訴訟，阻卻或延後學名藥的上市，以保護自己的利益，避免被

他 人 分 食 市 場 。 在 美 國 ， 專 利 侵 權 態 樣 有 二 ， 「 文 義 侵 害 」 （ literally 

infringement）與「均等侵害」（infringement under doctrine of equivalent），前者為

被控侵權物或方法可被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所讀取，後者則係指被訴對象雖無文義

侵權，但落入專利權申請專利範圍的均等範圍內。其中，專利權均等範圍為一種比

                                                        

DOI：10.3966/221845622019100039008 

收稿日：2019年3月25日 
* 

美迦藥局藥師。
 

** 臺灣科技大學專利所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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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不確定的權利範圍，其範圍可由法院解釋申請專利範圍（claim construction）後

更加明瞭，而先前技術阻卻及禁反言原則則可進一步限縮均等範圍的擴張1。 

過去雖然多有討論均等論之相關文章，但議題不外乎為均等論介紹與美國相關

見解2、均等論的適用探討3、禁反言及其適用4與先前技術阻卻5，偶而有專利均等

侵害的相關文章6，但對於藥物專利則較少討論。我國主要以學名藥製造為主，藥物

製程步驟或是藥物有涉及原藥廠專利的實施時，則可能侵害該專利權。文義侵權比

較容易迴避，而在無文義侵權的情況下，是否落入均等範圍成為一重要關鍵。司法

實務上涉及藥物均等範圍的判決並不多，以及該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之見解常有分

歧，本文擬藉由3篇美國有關均等侵害的判決，來探討藥物相關專利均等範圍的判

斷原則，期望使藥物專利之均等範圍更為明確外，更使見解趨於一致，並對製藥產

業有所幫助。 

貳、美國判決案例 

本文選出3篇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ederal 

Circuits, CAFC）的侵害訴訟案例，3篇都是近年來被法院認定均等侵害系爭專利請

求項的案例。本文以均等侵害為主題，因此案例中涉及無效等其他爭點，不做詳細

介紹。 

                                                        
1 我國專利侵害判斷原則與美國相近，參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侵權判斷要點，2016年，

52頁。 
2 林發立，「均等論」行不行？──美國最高法院對於均等論與禁反言適用之近期見解，智慧

財產權期刊，2002年8月，44期，19頁。 
3 劉孔中、倪萬鑾，均等論在我國實務應用上所生問題之檢討，智慧財產權期刊，2002年4

月，40期，55頁。 
4 沈宗倫，均等論與禁反言之「權利糾葛」──評最高法院九十六年台上字第一一三四號民事

判決及其下級法院判決，智慧財產權期刊，2008年11月，162期，138頁。 
5 王瓊忠，專利侵害判斷之研究──以均等論下之先前技術阻卻研究為中心，雲林科技大學科

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74頁。 
6 劉國讚，專利均等侵害判斷原則適用之探討，專利師，2016年10月，27期，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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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2年POZEN的「Treximet®」案件7 

(一)訴訟概要 

系爭專利為美國專利6,060,499號（ ’499專利）、6,586,458號（ ’458專利）及

7,332,183號（’183專利）。 

FDA核准POZEN之舒馬普坦（sumatriptan）與萘普生（naproxen）複方，商品

名為Treximet®，PAR與DRL等學名藥廠（下稱「上訴人」）向FDA申請Treximet®學

名藥許可之ANDA，專利權人POZEN因而向美國德克薩斯州東區地區法院（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Texas）提起上訴人的侵權訴

訟，並請求核發對上訴人的永久禁制令（permanent injunction），地區法院經過獨

立審判（bench trial）後認為系爭專利有效，且上訴人申請ANDA侵害系爭專利，因

此核發上訴人在美國的永久禁制令，上訴人不服，向CAFC上訴。 

(二)系爭專利簡述 

本案之 ’499專利為一種抗偏頭痛（migraine）之方法與血清素致效劑（5-HT 

agonists）及長效非類固醇抗發炎藥（long-acting NSAIDs）之組合物，以請求項15

具代表性；’458專利為’499專利的延續案，是一種使用血清素致效劑與長效非類固

醇抗發炎藥組合治療偏頭痛之方法，以請求項3具代表性；’183專利為一種包含非類

固醇抗發炎藥與翠普登（triptans）之多層劑型，以請求項2具代表性，各代表請求

項說明如下： 

’499專利： 

15.一種治療組套（therapeutic package），提供或用於提供偏頭痛患者，包含： 

(a)單一或多單位劑量，該單位劑量進一步包含： 

(i)一血清素致效劑；及 

(ii)一長效非類固醇抗發炎藥；其中，該血清素致效劑與該長效非類固醇抗發炎

藥於該單位劑量下各自具療效，當相伴給予（concomitant administration）該病患該

單一或該多單位劑量時，可減少偏頭痛復發或產生相較於該血清素致效劑或該長效

                                                        
7 Pozen Inc. v. Par Pharmaceutical, Inc., 696 F.3d 1151, 1151 (2012). 



探討藥物專利均等侵害範圍 87 

專利師︱第三十九期︱2019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非類固醇抗發炎藥單獨給予時較長的持久效果（longer lasting efficacy）；及 

(b)一完成的藥劑容器，該容器用於容納該單一或該多單位劑量，該容器進一步

容納或包含標示指示該組套用於治療偏頭痛之用法；其中，該血清素致效劑為舒馬

普坦，該長效非類固醇抗發炎藥為萘普生，該單位劑量為口服單位劑量包含舒馬普

坦劑量高於15mg，以及萘普生劑量高於200mg。 

’458專利： 

3.一種單位劑量形式之藥物組成，用於治療偏頭痛之頭痛患者，包含： 

(a)一血清素致效劑，其中，該血清素致效劑為翠普登；及 

(b)一長效非類固醇抗發炎藥，其中，該長效非類固醇抗發炎藥具至少4小時之

半衰期（half-life）與作用持續時間（duration of action）至少6小時之藥物動力學特

性；其中，該血清素致效劑與該長效非類固醇抗發炎藥於該劑量下各自具療效，當

相伴給予該病患該組成之該單一或該多單位劑量時，可產生相較於該血清素致效劑

或該長效非類固醇抗發炎藥單獨給予時較長的持久效果。 

’183專利請求項2為請求項1之附屬項： 

1.一種多層藥物錠，包含萘普生；及一翠普登；其中： 

(a)實質上所有（substantially all）該翠普登在該錠劑之第一層，及實質上所有

該萘普生在該錠劑之分開的第二層； 

(b)該第一層與該第二層的排列為並排，溶離時該萘普生與該翠普登為獨立地

（independently）； 

2.如請求項1所述之藥物錠，其中該萘普生為鈉鹽形式，劑量在200至600mg

間。 

(三)法院判決 

上訴人主張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而無效、’499專利不為說明書所支持等，皆不

被CAFC所採納。 

關於侵權的部分，地區法院認為PAR與DRL學名藥廠各自的產品侵害’183專

利，落入其均等範圍。於上訴時，上訴人對地區法院認定請求項爭議用語「獨立溶

離」與「實質上所有」之限制條件提出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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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獨立溶離」限制條件中，雙方當事人同意系爭專利中「溶離時該萘普生與

該翠普登為獨立地」一詞代表「萘普生與翠普登從多層錠中溶離時所耗費的時間與

單獨給予等量之萘普生與翠普登相同（時間±10%）」，地區法院認為POZEN所提

出之證據已達到優勢證據程度，上訴人ANDA產品可完成獨立溶離。 

PAR之ANDA產品：POZEN之專家知悉PAR之產品藉由特殊組成達到完全且獨

立溶離，更甚者，PAR呈現予FDA之產品中萘普生與舒馬普坦完全且獨立溶離。因

此，地區法院認定PAR之ANDA產品滿足獨立溶離限制條件，可完成相同之功能

（function）以相同之方式（way）而獲得相同之結果（result），即落入該詞之均等

範圍。 

DRL之ANDA產品：地區法院藉由「DRL組成與製造錠劑之方式」、「實質上

所有翠普登於第一層中被隔離且分開成等量，在相同排列為並排中，可達成獨立溶

離的結果」之當事人ANDA揭露與專家證詞、及「DRL測試其ANDA產品」等，確

認了DRL之產品達成獨立溶離。 

上訴人於上訴時爭執POZEN並沒有證明被訴產品獨立溶離，地區法院應該要求

原告證明ANDA產品與單獨給予等量萘普生與舒馬普坦之溶離速率來證明所稱之獨

立溶離。CAFC則認為原告在地區法院所提出之證據已足夠證明侵害均等範圍，雖

然沒有直接證據來比較ANDA產品之獨立溶離的溶離速率，但這是不必要的，因此

認定地區法院無明顯錯誤。 

在「實質上所有」限制條件中，地區法院解釋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為「……實

質上所有該翠普登（在錠劑內全部的翠普登中至少90%，較佳地大於95%）在該錠

劑之第一層，及實質上所有該萘普生（在錠劑內全部的萘普生中至少90%，較佳地

大於95%）在該錠劑之分開的第二層……。」上訴人之ANDA產品為： 

1.PAR之ANDA產品 

錠劑之第一層具100%之舒馬普坦與15%之萘普生，第二層具85%之萘普生。 

2.DRL之ANDA產品 

錠劑之第一層具100%之萘普生與15%之舒馬普坦，第二層具85%之舒馬普坦。 

PAR上訴主張地區法院將精確數量的實質上所有一詞給予均等論的權利是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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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實質上所有」一詞用於涵蓋至少為90%，不應擴張至小於90%。DRL亦主

張其具85%之舒馬普坦小於前述基本上所有一詞中解釋之90%。CAFC說明申請專利

範圍中之用語本身為一質性測量（qualitative measure），而申請專利範圍解釋為直

接抽出說明書中給予實質上所有一詞之量化定義（quantitative definition），即至少

90%，較佳地大於95%，並引用二先前判例，Adams Respiratory Therapeutics, Inc. v. 

Perrigo Co., 616 F.3d 1283判例認為「本院之前已總結均等論不會被請求項範圍所阻

擋8」。在Kemin Foods, L.C. v. PigmentosVegetales Del Centro S.A. de C.V., 464 F.3d 

1339中，「法院因為Kemin未爭執『顯著地小於10%』存在有精確的上限，理性第

三人（a reasonable person）可決定濃度在6.14%至9.86%的範圍內無均等侵害9」。

同樣地，本案中POZEN從未表明「至少90%，較佳地大於95%」為絕對的地板限制

（an absolute floor），在均等論之下，錠劑層中85%之該藥物與錠劑層中90%之該

藥物具相當程度地非實質改變（insubstantial change）。 

CAFC審視地區法院對於實質上所有一詞所做之均等論侵權分析，地區法院敘

明於’183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中多層錠需要「實質上所有該萘普生與該翠普登為隔

離且分開的，以達成獨立溶離的目的」，雙方當事人之專家皆同意系爭專利中： 

1.功能方面 

分開舒馬普坦與萘普生於不同層。 

2.方式方面 

藉由不同方式創造出物理障礙（physical barrier）組成舒馬普坦與萘普生，來達

成前述之功能。 

                                                        
8 Adams Respiratory Therapeutics, Inc. v. Perrigo Co., 616 F.3d 1283, 1292 (2010). 
9 Kemin Foods, L.C. v. PigmentosVegetales Del Centro S.A. de C.V., 464 F.3d 1339, 1349 (2006)，

該案件中，法院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中的「實質上不含其他類胡蘿蔔素」（substantially free 

from other carotenoids）一詞為「顯著地小於10%的其他類胡蘿蔔素」，但雙方分析被控侵權

物中的其他類胡蘿蔔素的含量後，Kemin分析出的量為6.14%至9.86%，而被控侵權人分析出

的量則是大於9%，最高至14%，法院將被控侵權物是否侵權留由陪審團決定，最終，陪審

團做出不侵權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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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果方面 

實質上萘普生與舒馬普坦分開，以達成獨立溶離。 

地區法院發現PAR的產品實質上表現出： 

1.相同功能 

隔離舒馬普坦與萘普生於不同層。 

2.相同方式 

達成不同之組成，特別是使用聚合物黏著劑（polymerbinder）使15%之萘普生

形成顆粒（granule）加入含有舒馬普坦之層中。 

3.相同結果 

一層具有100%之舒馬普坦與15%之萘普生，另一層具85%之萘普生，實質上在

兩層為隔離且分開的。 

地區法院認定PAR的產品落入系爭專利之均等範圍，地區法院亦發現DRL的產

品表現出同上之結論（其差異僅在於舒馬普坦與萘普生與上述比例不同），因此

DRL的產品亦落入系爭專利之均等範圍。 

上訴人爭執其產品於同層內具兩成分（舒馬普坦與萘普生），因此不構成「隔

離於不同層」，然而CAFC基於上述說明與地區法院做出相同認定，認為被控侵權

物之一層之成分為100%，另一層之成分為85%，與雙層錠中各單層90%治療成分之

結構無實質差異。 

上訴人再以其產品為混合物，而 POZEN 於申請歷程中已拋棄混合 物

（admixture）做主張，CAFC認同POZEN已拋棄混合物，但上訴人之產品，基於上

述論點（實質上所有該成分在兩不同層中為隔離且分開的）亦非混合物，因此，

CAFC認定被控侵權產品落入實質上所有一詞之均等範圍。 

終，認定系爭專利全部有效、上訴人侵權及維持地區法院核發的永久禁制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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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年CADENCE的「Ofirmev®」案件10 

(一)訴訟概要 

系爭專利為美國專利6,028,222號（’222專利）及6,992,218號（’218專利）。 

FDA核准CADENCE之乙醯胺苯酚（ acetaminophen或稱paracetamol）注射劑

型，商品名為 Ofirmev® ， EXELA學名藥廠向 FDA申請 Ofirmev® 學名藥許可之

ANDA，專利權人CADENCE因而向美國德拉瓦州地區法院（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Delaware）提起EXELA的侵權訴訟，經過解釋申請專

利範圍後認為EXELA侵害系爭專利及未能證明系爭專利無效，EXELA不服，向

CAFC上訴。 

(二)系爭專利簡述 

本案之 ’222專利及 ’218專利皆為與乙醯胺苯酚相關之酚水溶液配方，其中

以’222專利的請求項1與’218專利的請求項1具代表性，說明如下： 

’222專利： 

1.一種穩定之水溶液配方，實質上由以下所組成： 

一乙醯胺苯酚，散布於含有一緩衝劑（buffering agent）及至少一自由基捕捉劑

或一自由基拮抗劑的水介質中。 

’218專利： 

1.一種方法用於製備一種水溶液，用於對氧化作用敏感物之長期保存，如

paracetamol，該方法包含： 

一溶液去氧步驟，藉由鼓入至少一惰性氣體與／或置於真空狀態，直到含氧量

低於2ppm，可選擇地（optionally）於具有活性成分之該水溶液上方有較空氣重的惰

性氣體，且該水溶液置於 大壓力為65,000帕及含氧量低於2ppm之密閉容器內，可

選擇地加入抗氧化劑完成該溶液之去氧作用。 

                                                        
10 Cadence Pharmaceuticals Inc. v. Exela PharmSci Inc., 780 F.3d 1364, 136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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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院判決 

首先，在’222專利部分，地區法院認為在請求項1中的「緩衝劑」為協助該配方

抵 抗 pH 值 變 化 ， 而 EXELA 則 抗 辯 該 緩 衝 劑 係 於 有 效 濃 度 內 （ effective 

concentration）協助該配方抵抗pH值變化。CAFC則同意地區法院對於緩衝劑的認

定，認為在內部證據無附加有效濃度的限制，說明書中緩衝劑「可能」介於0.1至10 

mg/ml為非限制性用語，因為利用說明書與實施例去限制申請專利範圍中未提及者

是不適當的，且在申請歷程中可見僅緩衝劑一詞為必要。地區法院發現EXELA的配

方中具有抗壞血酸鈉（sodium ascorbate）作為抗氧化劑，亦可作為系爭專利中限制

之緩衝劑，因此認定EXELA侵權，CAFC亦同意此認定。 

接著，在’218專利部分，地區法院將申請專利範圍解釋為「先溶解活性成分製

成溶液後再將溶液去氧化」，EXELA的製程順序為「先將溶液去氧化後加入活性物

質」，因此未對系爭專利有文義侵害。但地區法院認為加入活性成分的時機並不影

響程序，而認為侵害系爭專利之均等範圍。EXELA主張這樣的均等範圍會破壞

(vitiate)請求項的限制條件，並引用先前判例Planet Bingo, LLC v. GameTech Intern., 

Inc., 472 F.3d 133811「於賓果遊戲開始後決定獲勝組合與預先決定獲勝組合不為均

等」來支持其程序相異之處不成立均等。CADENCE則以去氧步驟在加入乙醯胺苯

酚前或後無太大的影響，稱對方主張破壞請求項限制條件說法並不適當，以及該先

前判例之所以具破壞請求項限制的前提是因為不同時間點決定獲勝組合對結果影響

甚大等來回應EXELA的主張。 

於上訴時，EXELA仍主張其製程順序為「先減少溶解氧至低於2ppm，再將乙

醯胺苯酚加入」，與系爭專利「於乙醯胺苯酚加入後，再減少溶解氧」之程序不

同。CAFC審酌地區法院參考的專家證詞「於去氧化步驟前或後加入乙醯胺苯酚不

影響製程終產物的穩定性」、「因為在兩種情況中，皆試圖為溶液去氧」後，認為

該專家證詞足以支持地區法院的決定，亦認為EXELA錯誤引用該先前判例，因於遊

戲前後決定獲勝組合有本質上的差異，且EXELA誤解請求項破壞原則，CAFC引用

先前判例Virnetx, Inc. v. Cisco Systems, Inc.,767 F.3d 13012說明「請求項破壞原則並

                                                        
11 Planet Bingo, LLC v. GameTech Intern., Inc., 472 F.3d 1338, 1345 (2007). 
12 VirnetX, Inc. v. Cisco Systems, Inc., 767 F.3d 1308, 132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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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阻卻均等論的例外，而是藉由證據呈現及均等理論所做出之缺乏均等之法律結

論」， 終，CAFC認定地區法院對於均等範圍侵害之決定無明顯錯誤。 

另外，在系爭專利之真空加塞步驟（vacuum stoppering step）部分，地區法院

認定其僅為可選擇地，因其請求項中明確載明「可選擇地」一詞，EXELA上訴時主

張地區法院錯誤認定該步驟僅為可選擇地，EXELA認為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的用語、

說明書及申請歷程可知該步驟具強制性，CADENCE則以申請專利範圍明確載明可

選擇地及本案之申請歷程不足以否定申請專利範圍等回應，CAFC 終採納地區法

院對於該步驟為可選擇地之認定。 

後，EXELA對於系爭專利的具顯而易見性挑戰部分，CAFC仍維持地區法院

對於系爭專利有效之決定。 

三、2016年INTENDIS的「Finacea®」案件13 

(一)訴訟概要 

系爭專利為美國專利6,534,070號（’070專利）。 

FDA核准 INTENDIS之壬二酸（azelaic acid）水凝膠（hydrogel），商品名為

Finacea®，GLENMARK學名藥廠向FDA申請Finacea®學名藥許可之ANDA，專利權

人INTENDIS因而向美國德拉瓦州地區法院提起GLENMARK的侵權訴訟，經過馬克

曼聽證會（Marlman hearing）與獨立審判後，地區法院認為學名藥廠侵害系爭專

利，GLENMARK不服，向CAFC上訴。 

(二)系爭專利簡述 

本案之’070專利為壬二酸之組成，其中以請求項1具代表性，說明如下： 

1.一種組成物，包括： 

(i)一壬二酸為治療有效成分，重量百分濃度介於5%至20%； 

(iii)至少一三酸甘油酯（triacylglycerol），重量百分濃度介於0.5%至5%； 

(iv)一丙二醇（propylene glycol）；及 

(v)至少一聚山梨醇酯（polysorbate）在水相中，進一步包含水及鹽類； 

                                                        
13 Intendis GMBH v.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 Inc., 822 F.3d 1355, 135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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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該組成物進一步包含： 

(ii)至少一聚丙烯酸（polyacrylic acid）； 

(vi)一卵磷脂（lecithin）； 

其中，該組成物為水凝膠劑型。 

(三)法院判決 

首先，地區法院經過獨立審判後，藉由功能─方式─結果三部測試法

（function-way-result test）的結果認定GLENMARK使用之賦形劑（excipient）肉豆

蔻酸異丙酯（isopropyl myristate）替換系爭專利中的三酸甘油酯與卵磷脂落入其均

等範圍中，且不同意GLENMARK所主張之系爭專利涵蓋先前技術及禁反言的適

用。 

雙方當事人並未對使用三部測試法來判斷均等範圍提出異議，GLENMARK於

上訴時爭議地區法院認定肉豆蔻酸異丙酯與三酸甘油酯及卵磷脂之功能相同，且進

一步提出 INTENDIS未能證明系爭專利中之賦形劑具滲透增強劑（ penetration 

enhancer）之功能，CAFC再次審查地區法院對於三部測試的決定是否錯誤： 

1.在功能方面 

地區法院審酌專家證詞後認定肉豆蔻酸異丙酯與三酸甘油酯及卵磷脂皆作為滲

透增強劑，且GLENMARK提出ANDA申請時亦提及其功能為滲透增強劑。 

2.在方式方面 

地區法院審酌專家證詞及科學文獻後認定其方式相同，皆為破壞皮膚外層（即

角質層）的脂質。 

3.在結果方面 

於審酌系爭專利、GLENMARK的專利申請、皮膚滲透測試與臨床試驗等資料

後，地區法院認定其皆為滲透皮膚傳遞活性成分（壬二酸）而具相同結果。 

CAFC認為地區法院對於均等範圍的認定無明顯錯誤，且不同意系爭專利未揭

露該賦形劑具滲透增強劑功能為關鍵（致命的）因素，並引用先前判例Stumbo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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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man Outdoors, Inc., 508 F.3d 1358指出「我們從未為了均等論應用於某元件而使

專利必須詳細地說明其申請專利範圍中該元件的功能、方式及結果。與此相反的，

當申請專利範圍與說明書皆未揭露其申請專利範圍之限制時……我們應該參酌該領

域中具通常知識者。」14認為GLENMARK錯誤將申請專利範圍中元件功能限制於內

部記錄，應該要審酌該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的技術水平及外部證據來做事實的決

定，因此，在賦形劑功能的認定上亦認為地區法院無明顯錯誤。 

涵蓋先前技術的部分，地區法院運用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分析（hypothetical 

claim analysis）來決定該均等範圍是否涵蓋先前技術，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分析有

兩步驟： 

1.建構出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且文義上涵蓋被控侵權物。 

2.導入被控侵權物主張之先前技術，並確認專利權人是否能說服法院其假設性

申請專利範圍於該先前技術存在下仍具可專利性。 

簡言之，即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於其文義下是否能涵蓋被控侵權物而不涵蓋先

前技術15。 

CAFC重新檢視地區法院運用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分析之過程： 

1.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中包含肉豆蔻酸異丙酯，即被控侵權物。 

2.先前技術美國專利第5,385,943號中揭露DMSO為滲透增強劑。 

雙方當事人皆同意先前技術未揭露肉豆蔻酸異丙酯、三酸甘油酯及卵磷脂之

下，藉由該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之專家證詞「沒有將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中之賦形

劑替換成DMSO的必要」及「無法合理期待該替換會成功」，地區法院認定假設性

申請專利範圍無法藉由先前技術合理期待或顯而易見而完成，而拒絕GLENMARK

系爭專利均等範圍涵蓋先前技術之主張，雖然GLENMARK仍提出質疑，但CAFC認

為地區法院已適當運用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分析且並未涵蓋先前技術，故無明顯錯

誤。 

禁反言部分， GLENMARK主張系爭專利於申請歷程中已放棄無卵磷脂

（lecithin-free）的組成，因其將「卵磷脂濃度至多為1%」及「卵磷脂濃度至多為

                                                        
14 Stumbo v. Eastman Outdoors, Inc., 508 F.3d 1358, 1365 (2007). 
15 DePuy Spine, Inc. v. Medtronic SofamorDanek, Inc., 567 F.3d 1314, 132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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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正為「卵磷脂濃度大於0至1%」及「卵磷脂濃度大於0至3%」，並以「不包

含0」提出答辯，而地區法院則認為該修正僅為更清楚解釋系爭專利的目的（不涵

蓋0），並非放棄不含卵磷脂的組成，且GLENMARK未爭議獨立項具有卵磷脂，因

此該附屬項始終都含有卵磷脂，GLENMARK仍繼續抗辯，但CAFC認為地區法院無

明顯錯誤，因獨立項限制了附屬項，故該申請專利範圍清楚表達了不包含無卵磷脂

的組成， 終認定無禁反言的適用。 

後，GLENMARK挑戰系爭專利的顯而易見性，但 終仍不被CAFC所採納。 

參、問題與討論 

一、均等判斷原則 

成立均等的判斷原則，按照過去的案例法，有「被控侵權對象對應之技術內容

與系爭專利之請求項的技術特徵係以實質相同的方式，執行實質相同的功能，而得

到實質相同的結果」的三部測試原則或「方式─功能─結果」原則，也有「無實質

差異」原則，還有「置換容易性」原則。 

「方式─功能─結果」原則比較常用在機械類專利，但從本文其中兩個案例來

看，也可用在醫藥專利的均等判斷，POZEN的「Treximet®案件」甚至兩件系爭專利

分別用不同的判斷法。 

專利權人方可以就這些均等原則選擇對自己比較有利的原則來證明均等，被告

方只能就原告主張進行抗辯防禦，無法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原則。事實上，一旦進入

均等審理，以學名藥和專利藥的關係，被告方要請專家作證，說明學名藥在功能、

方式、結果有不同，或有實質差異，顯然要比原告方要困難得多。本文3件案例在

地區法院的均等侵害爭點之審理， 後都被判斷為均等。 

二、上訴法院對於地區法院均等侵害判斷的審理標準 

本文3篇判決中，地區法院皆有對申請專利範圍做出解釋，CAFC對於申請專利

範圍之解釋是採重新解釋，但對於均等侵害的認定，則是採取明顯錯誤原則，也就

是只有在均等判斷有明顯錯誤時，CAFC才會予以變更或撤銷。明顯錯誤原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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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在 2015 年 Teva 案件 16 所強調的原則。「 Treximet® 案件」為 2012 年、

「Ofirmev®案件」為2015年，以及「Finacea®案件」為2016年之判決，後兩篇是在

Teva案件之後，自然是採明顯錯誤原則。 

在此要先說明 高法院的Teva事件，這也是專利藥廠與學名藥廠間的爭訟事

件，雙方爭議請求項用語「分子量」（molecular weight）是否明確。地區法院參考

專家證詞後，認為該爭議用語在本案是明確的，但上訴時，CAFC則認為爭議用語

「分子量」並不明確。 高法院認為CAFC審查地區法院的判決應該採用「明顯錯

誤」標準，CAFC必須接受地區法院在事實調查所呈現的證據，除非這些調查結果

有明顯錯誤，本案CAFC忽略若干無明顯錯的證據，因此廢棄CAFC判決。 

「Treximet®案件」在 高法院Teva判決之前，CAFC於審酌地區法院均等侵害

判斷時，也是採明顯錯誤原則。本文3件案例都是在地區法院聽取專家證詞後，作

成均等侵害之判斷，CAFC全部維持原判，CAFC採明顯錯誤標準也顯示一旦在地區

法院第一審敗訴，到了第二審的CAFC很難再逆轉。 

三、法院對於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後還有均等範圍 

在「Treximet®案件」中，法院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後，對該請求項「實質上所

有」一詞參酌說明書後做出「該成分至少90%，較佳地大於95%」較精確的解釋，

然而在申請專利範圍中無明確限制及系爭專利權人未表明有該數值之限制下，這個

解釋還有均等範圍，因此，被控侵權物之成分85%與100%被CAFC同意無實質差

異，而落入其均等範圍中。因此，由本案可知申請專利範圍被法院用說明書的特定

數值解釋後，仍須注意在這個數值以外的被訴對象仍可能落入其均等範圍。     

四、含量數值之均等範圍 

在「Treximet®案件」中，另一個須關切的問題是何謂無實質差異？或數值大小

到何種界線能判斷為無實質差異？有無判斷標準？ 

於該判決中以及其引用之先前判決對於這個問題並無做出明確的結論，即仍未

清楚闡明何種數量可逸脫「實質上所有」一詞的範圍，僅能得知因為在事實認定

                                                        
16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v. Sandoz, Inc., 135 S. Ct. 831, 831 (2015). 



98  

專利師︱第三十九期︱2019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上，本來就可能存有歧異，因此CAFC在此情況下，同意地區法院適用均等範圍來

判斷被控侵權物。 

本案侵權人之被控侵權物的含量似乎想巧妙的迴避系爭專利（地區法院解釋申

請專利範圍為至少90%，較佳地大於95%）： 

(一)PAR之ANDA產品 

錠劑之第一層具100%之舒馬普坦與15%之萘普生，第二層具85%之萘普生，若

以95%為標準，則第一層之上限較95%上限高出5%，而在下限的部分則比5%

（100%-95%）多出10%，第二層則比95%低10%；以90%為標準時，則第一層之上

限高出10%，在下限的部分則比10%（100%-90%）多出5%，第二層則比90%低

5%。 

(二)DRL之ANDA產品 

錠劑之第一層具100%之萘普生與15%之舒馬普坦，第二層具85%之舒馬普坦，

若以95%為標準，則第一層之上限較95%上限高出5%，而在下限的部分則比5%

（100%-95%）多出10%，第二層則比95%低10%；以90%為標準時，則第一層之上

限高出10%，在下限的部分則比10%（100%-90%）多出5%，第二層則比90%低

5%。 

由本案雖然未能明確知悉確切均等之劑量範圍為何，但退步而言，本案中可得

而知至少藥物的量在至少±5%至±10%範圍內時，足以落入以數值解釋文字後之均

等範圍中。 

在數值（或區間）均等範圍中，應先審酌是否有禁反言存在，可用於阻卻特定

劑量數值或特定劑量區間，再來考量該數值（或區間）之均等範圍，而考量方式可

採1.±5%至±10%範圍區間或2. 90%信賴區間或95%信賴區間估計17做考量，擬定出

申請專利範圍之可能均等範圍，以避免實質上無差異之均等侵權。 

                                                        
17 Perrigo Co., 616 F.3d at 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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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步驟前後倒置不必然迴避均等範圍 

在「Ofirmev®案件」中，被控侵權物系以製程順序前後倒置「先將溶液去氧化

後加入活性物質」來迴避申請專利範圍，在文義部分不生侵權問題，但 終仍被

CAFC認定落入系爭專利之均等範圍內，原因為其製程順序之倒置並未對整體程序

或終產物產生實質差異，且藉由該判決中引用之先前判例可知若對於 終結果影響

甚大者，則可迴避該均等範圍。 

藉由製程置換是否能迴避專利權之均等範圍，須由整體製程是否產生差異以及

終結果是否改變來判斷，然而，學名藥物 終目的在於可替代原廠藥物，且學名

藥物需與原廠藥物具相同有效成分、相同劑量、相同劑型及相同療效18，故在 終

結果難謂能產生實質差異，因此，學名藥廠有意藉由製程步驟置換來迴避均等範圍

有其難度。 

六、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分析 

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分析於1990年Wilson之CAFC判決19中被提出，係用於決定

申請專利範圍之均等範圍是否過廣而涵蓋先前技術，首先，先於文義上剛好覆蓋被

控侵權物，接著該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是否能通過USPTO對於先前技術之審查，若

是，則先前技術無法用於阻卻申請專利範圍之均等範圍，若否，則該均等範圍不應

涵蓋被控侵權物。 

「Finacea®案件」由於侵權人主張先前技術阻卻，而有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分

析之使用。本案件之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分析系涵蓋肉豆蔻酸異丙酯，與先前技術

之DMSO比較之下，無替換之必要與無法合理期待該替換會成功，而認定未涵蓋先

前技術，本案之肉豆蔻酸異丙酯與DMSO皆為滲透增強劑。 

滲透增強劑為一種藥劑賦形劑，具增加藥物穿透能力之功能，使活性成分能更

有效的遞送，在本案之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分析中可見，雖然肉豆蔻酸異丙酯與

DMSO皆為滲透增強劑，但卻無代換之可能，意即同類具滲透增強功能之賦形劑具

                                                        
18 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4條第2款：「二、學名藥：指與國內已核准之藥品具同成分、同劑

型、同劑量、同療效之製劑。」 
19 Wilson Sporting Goods Co. v. David Geoffrey & Associates., 904 F.2d 677, 684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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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選擇，在選擇上未必會選擇特定之一（本案為DMSO）做使用，換言之，只

要與先前技術使用之滲透增強劑不同，則很有可能不會涵蓋先前技術。更擴大討

論，由於賦形劑具有許多種類，例如抗氧化劑、黏合劑、崩散劑等，在同類中又具

有許多選擇，例如具藥物控制釋放功能之賦形劑可使用種類有羥丙基甲基纖維素

（hydroxypropyl methylcellulose, HPMC）、羥丙纖維素（hydroxypropyl cellulose, 

HPC）與聚乙烯醇（polyvinyl alcohol, PVA），皆可應用於緩釋或控制釋放劑型

中，使用上僅為達到特定控制釋放功能而選擇上不一定具特異性，因此，在賦形劑

代換使用的情況下，很可能通過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分析。 

七、賦形劑替換不必然迴避均等範圍 

在「Finacea®案件」中，CAFC同意地區法院對於賦形劑「肉豆蔻酸異丙酯」之

3部測試法，其功能為滲透增強劑、方式為破壞角質層、結果為遞送活性成分，與

系爭專利中之賦形劑之功能、方式及結果相同，而落入其均等範圍中，其結果顯示

學名藥廠擬藉由不同成分之賦形劑做替換但 終未能迴避系爭專利之均等範圍。 

由本案得知，擬代換系爭專利之賦形劑時，需考量(一)申請歷程等相關內部記

錄；(二)該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的技術水平；(三)外部證據等，來判斷1.該賦形劑於

先前技術中使用的情況；2.該賦形劑之主要用途，以及3.該賦形劑是否具多種功效

（次要功能等），在迴避上可以運用拋棄之賦形劑主張禁反言，例如：Glaxo案件

中20，法院認為於申請專利之發明修正當時，可預見賦形劑HPMC與HPC均具相同

功能，但申請專利之發明僅修正使用HPMC於其申請專利範圍，因此法院認定該專

利均等範圍主張具禁反言之適用，或於Upjohn案件中21申請人主張並強調其申請專

利之發明關鍵處為所用的賦形劑為噴霧乾燥（spray dry）乳糖，因此，法院認定無

水（anhydrous）乳糖有禁反言之適用而阻卻該專利之均等範圍，或本案中所提出系

爭專利之先前技術Skinoren®霜劑的組成做進一步賦形劑代換之考量22，以使系爭專

利無法覆蓋至先前技術所揭露之組成。 

                                                        
20 GlaxoWellcome, Inc. v. Impax Laboratories, Inc., 356 F.3d 1348, 1356 (2004). 
21 Pharmacia & Upjohn Co. v. 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170 F.3d 1373, 1377 (1999). 
22 US 6,534,070 揭 露 Skinoren® 霜 劑 之 組 成 為 (i) 壬 二 酸 、 (iii) 三 酸 甘 油 酯 與 二 酸 甘 油 酯

（diacylglycerides）、(iv)丙二醇、(v)聚山梨醇酯(vii)水與鹽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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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禁反言原則 

「Finacea®案件」中，另一值得關注的一點為INTENDIS修正其申請專利範圍為

「卵磷脂濃度大於0至1%」及「卵磷脂濃度大於0至3%」，並表示「不包含0」，而

法院認為該修正為更清楚解釋系爭專利的目的，並非放棄不含卵磷脂的組成，使

GLENMARK之被控侵權物無法以禁反言作抗辯，而落入系爭專利之均等範圍中。

法院同意INTENDIS對此做出的解釋為系爭專利之獨立項（請求項1）中，已明確表

示該組成物具有卵磷脂，而附屬項的範圍不能超過獨立項，因此不可能解釋為不含

有卵磷脂，法院認為該修正並未構成為了達到專利性而做出的以修正為基礎禁反言

（amendment-based estoppel），因此無捨棄卵磷脂濃度為0的禁反言之適用。 

申請歷史禁反言有兩種類型23，第一為修正基礎禁反言，是為了通過可專利性

之審查而做出較窄申請專利範圍的修正，第二為答辯基礎禁反言（argument-based 

estoppel），是藉由與審查者的答辯而捨棄了部分之申請專利範圍。修正基礎禁反言

的部分，Festo的案件後24有更明確的說明，修正基礎禁反言對於均等範圍並非被完

全阻卻，而是具有彈性的，並發展出Festo推定（Festo presumption）或稱拋棄推定

（presumption of surrender），即先認定修正部分（均等部分）為專利權人所拋棄，

若專利權人能證明修正當時，(一)該均等部分不可預期（unforeseeable）；(二)其修

正部分與該均等範圍僅為約略相關（tangential relationship）或(三)具合理理由解釋

專利權人無合理理由預期非實質替換的問題，則該修正部分無禁反言之適用，而仍

可主張其均等範圍。答辯基礎禁反言的阻卻時機則需檔案申請歷程中必須表明

（evince）出明確且無錯誤的捨棄標的，於使用上不同於更正基礎禁反言，答辯基

礎禁反言並不會做出假設，所以更需要明確表明捨棄之部分。 

本案中，CAFC認為將原先已不包含卵磷脂濃度為0的請求項修正為更明確敘述

「卵磷脂濃度大於0至1%」及「卵磷脂濃度大於0至3%」，即仍不包含濃度0，至始

並未捨棄卵磷脂濃度為0的部分，因此答辯修正並不符合答辯基礎禁反言的明確且

無錯誤捨棄標的，以及並非為了可專利性而做出之更正基礎禁反言，而是僅為了表

明附屬項不能超過獨立項之範圍而做出之闡明，故認定本案無禁反言之適用。 

                                                        
23 Conoco, Inc. v. Energy & Environmental Intern., 460 F.3d 1349, 1363 (2006). 
24 Festo Corp. v. Shoketsu Kinzoku Kogyo Kabushiki Co., Ltd., 122 S. Ct. 1831, 1831 (2002). 



102  

專利師︱第三十九期︱2019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肆、結 論 

學名藥物之均等侵害存在有許多態樣，本文所舉案例為Treximet®案件（探討有

效成分的含量邊界均等之問題）、Ofirmev®案件（探討步驟前後置換是否均等）與

Finacea®案件（賦形劑是否落入均等範圍）。在有效成分含量邊界均等之問題中，

學名藥含量只要實質上相同即可能被認定為均等；步驟前後置換是否均等已明確得

知當 終產物或製程結果無實質差別時，步驟前後置換落入均等範圍中；賦形劑是

否落入均等範圍部分經3部測試也是判斷為均等。 

雖然專利均等侵害存有灰色空間，訴訟時雙方都無獲勝的把握，但本文3篇判

決都是對學名藥廠不利，至少必須說學名藥廠對於均等侵害是很難防禦的，在美國

地區法院的第一審若不幸敗訴，到了第二審更難翻轉，因為CAFC是以明顯錯誤原

則審檢視原判決。學名藥廠對於學名藥的均等侵害問題必須更謹慎小心面對，若僅

是認為脫離字義侵害即可成功迴避，將使自己處在侵害的高度風險中。 

 



 

專利師︱第三十九期︱2019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專題研究  

從新興生技醫藥產業鏈實務 
解析美國銷售阻卻專利 
新穎性判決 

李秉燊*、陳在方** 

壹、前 言 

專利本質為衡平鼓勵創新與公眾揭露的一種交換機制（quid pro quo）1。專利

制度係授予申請人專有排他的專利權，鼓勵其公開發明，使公眾得為利用；若發明

在申請專利前已公開、揭露而能為公眾得知，則無授予專利必要2，以達專利制度激

勵創新與啟發後續發明（enlightenment）目的的同時，避免該專有排他權不必要地

扼殺競爭3。 

                                                        

DOI：10.3966/221845622019100039009 

收稿日：2019年3月11日 
* 

美國杜克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中華民國專利師檢覈

考試及格。 
**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1 Pfaff v. Wells Elec, 525 U.S. 55, 63 (1998). 
2 可參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2.1節，2017年，2-3-2頁，網

址：https://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76281043681.pdf，最後瀏覽日：2019年3月26

日。 
3 Wells Elec, 525 U.S. at 63; see also Helsinn Healthcare S.A. v. Teva Pharm. USA, Inc., 139 S. Ct. 

628, 63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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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台灣，美國專利法定有銷售阻卻（on sale bar）新穎性的明文規定。觀其

立法目的，在禁止發明人藉由取得涵蓋某知識的專利，將該原本存在公共領域

（public domain）的知識移除，導致公眾無法繼續使用；意即，禁止發明人先將其

發明對公眾銷售確定可獲取利益後，繼取得專利權將公眾排除在進一步發展或使用

該發明之外，甚至企圖藉此延長專利權期間，阻礙科學與技術持續進步和市場自由

競爭4。 

然而，從生技醫藥產業實務觀之，近年整個產業生態系透過共同承擔風險和分

享利潤的「分工體制」已然成型。在產業分工過程中，產品所隱含之發明即有落入

公共領域的風險。雖然台灣沒有銷售阻卻新穎性規定，然以競逐世界盃、爭奪美國

市場為目標的台灣研發型生技醫藥公司，在西元2011年（下同）美國發明法案（the 

Leahy-Smith America Invents Act, AIA）改採「絕對新穎性」的銷售阻卻規定後，應

謹慎審視自身開發線上產品在技術移轉、製造、行銷、販售等產業價值鏈之銜接環

節是否因產品移轉與利潤分享的分工過程中「觸發」（trigger）銷售阻卻，使隱含

的技術發明成為先前技術（prior art）而喪失新穎性，導致未來對該產品的專利保護

產生缺口。料敵從寬、禦敵從嚴，雖然美國專利法下亦有優惠期（grace period）相

關規定，但其僅為1年期間，倏忽即逝。因此，台灣生技醫藥廠商專利從業人員斷

不可輕忽，需對每個交易行為態樣審慎查核與評估，提升台灣生技醫藥產品的專利

品質。 

2019年，美國最高法院在Helsinn Healthcare S.A. v. Teva Pharm案5確定AIA未改

變美國專利法下銷售阻卻新穎性在市場行為態樣的適用範圍。惟為明確瞭解美國法

院在實務如何操作銷售阻卻新穎性之審查，本文在介紹、評釋該案判決後，繼續從

美國歷來具有拘束力的判決先例，討論在新興生技醫藥產業鏈可能被認定落入銷售

阻卻範圍的行為態樣以及法院判準，供相關專業人員作為未來評估發明標的可專利

                                                        
4 Wells Elec, 525 U.S. at 64; see also Pennock v. Dialogue, 2 Pet. 1, 19 (1829); John C. Williams, 

Giving Meaning to “Otherwis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How Helsinn Perpetuates a Version of the 

On-Sale Bar to Patentability That Disproportionately Burdens Small Inventors, 97 TEX. L. REV. 

421, 424 (2018); Daniel J. Kim, The Untimely Death of the On-Sale Bar to Patentability, 47 U. 

BALT. L. REV. 439, 441 (2018). 
5 Teva Pharm. USA, Inc., 139 S. Ct. at 628. 



從新興生技醫藥產業鏈實務解析美國銷售阻卻專利新穎性判決 105 

專利師︱第三十九期︱2019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性時的具體依據。 

貳、新興生技醫藥產業鏈下的專業分工 

生技醫藥產業獨特之處，在於投入成本、風險高，產品開發時程長，但附加價

值鏈和回饋收益亦較資通訊等電子產業高出甚多。觀藥品從研發到上市過程，研發

與行銷兩頭密集6。生技醫藥廠商除需在早期研究尋求具有藥理活性的新分子實體

（ New Molecular Entities, NME ）或生物藥品（ biologic ）的先導藥品（ lead 

compound），更需投注相當資力於臨床開發7，並經漫長之動物實驗的臨床前試驗

（preclinical trial）和人體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確認藥品安全性（safety）與

有效性（efficacy）後，始可向該市場所屬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上市，且每約

1,000種先導藥品最終僅得其一取得上市許可，可見風險之高8；在該藥廠獲得上市

許可後，仍須投入相當行銷與市場經營，以取得開立處方的醫師與使用者信任9。惟

從產品生命週期與智慧財產權交會角度觀之，雖然藥廠在藥品上市前將先導藥品從

實驗室到病床旁（from bench to bedside）等轉譯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的研

究開發過程猶如跨越一座死亡之谷（death valley），但伴隨著其於研究開發過程中

持續申請專利，則藥品成功上市後作為排他權的專利權可協助原開發藥廠排除他人

未經其同意製造、使用、販賣、販賣要約、進口其所研發的新藥（new drugs），支

撐市場價格，使其回收投注的資本與獲得持續致研發下一顆新藥的資金來源；此

外，在臨床試驗的過程當中，可藉由試驗的設計發現新治療劑量、投入治療的方

法、適應症、結合其他藥品的組合物等可供專利的標的，進一步形塑專利布局、擴

                                                        
6 See Jörg Mahlich & B. Burcin Yurtoglu, Returns on Different Types of Investment in the Global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2018 MANAGE DECIS. ECON. 1, 1 (2018). 
7 以美國市場為例，據2016年最新統計，藥物從研發到上市平均需投注約13億美金的資金。

See Joseph A. DiMasi, Henry G. Grabowski & Ronald W. Hansen, Innovation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New Estimates of R&D Costs, 47 J. HEALTH ECON. 20, 22 (2016). 
8 Id. at 23. 
9 See YALI FRIEDMAN, BUILDING BIOTECHNOLOGY: BIOTECHNOLOGY BUSINESS, REGULATIONS, 

PATENTS, LAW, POLICY AND SCIENCE 33 (4th ed.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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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該藥品的保護範圍與時間，使其成為長青（evergreening）藥品10。然而，產業動

態與時俱進，在內外部因素驅使下生技醫藥的產業分工與新興經營模式方興未艾，

詳如下述。 

一、產業分工與新興經營模式 

傳統製藥產業以單獨匯聚（integrated）各研發階段的大藥廠為主流，例如羅氏

大藥廠（F. Hoffmann-La Roche AG）和禮來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等，並多

藉由併購其他藥廠納入體系來擴充自身產品線，以延緩現有藥品產品線因專利過

期，競爭者進入市場後其所將面臨銷售額大幅跌落專利懸崖（patent cliff）的問

題11。然而，由於近年來藥品上市監管趨嚴、研發成本持續增加、大型藥廠的暢銷

重磅藥品（blockbuster）落入專利懸崖，均驅使整個產業重新思考傳統研發戰略

改變的必要性12。面對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各大藥廠莫不投注巨資研發，結果卻

多未能反饋在創新藥品的產品線。在內部創新產生缺口（innovation gap）、外部暢

銷藥品面臨專利懸崖深淵的雙重壓力，國際製藥大廠為持續成長、擺脫對重磅藥品

過度依賴和進一步迴避研發風險，開始積極對外尋求「合作夥伴」，分進合擊、共

同開發，促進了生技醫藥產業價值鏈（industrial value chain）的專業分工，或上游

作為技術移轉源頭的學研機構，中游專責臨床試驗13、承擔製造服務14，下游擔當

行銷販售15，或貫穿整個開發過程職司專案管理等16，提供特定任務的產品加值的

                                                        
10 See Roger Collier, Drug Patents: The Evergreening Problem, 185(9) CMAJ. E385, E386 (2013). 
11 FRIEDMAN, supra note 9, at 36. 
12 See Wang L., Plump A. & Ringel M., Racing to Define Pharmaceutical R&D External Innovation 

Models, 14 DRUG DISCOV. TODAY 413, 415 (2014); Schuhmacher A., Germann PG., Trill H. et al., 

Models for Open Innovation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18 DRUG DISCOV. TODAY 1133, 1134 

(2013). 
13 委託臨床試驗機構（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s, CRO）。See ANNA BUCKLEY, THE LIFE 

SCIENTIFIC: INVENTORS 14 (2019); JAMES F. JORDAN, INNOVATION, COMMERCIALIZATION, AND 

START-UPS IN LIFE SCIENCES 50, 62 (2014). 
14 委託藥物製造機構（contract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s, CMO）。Id. 
15 委託藥品銷售機構（contract selling organizations, CSO）。Id. 
16 例如以「不做早期藥物研發，專注於藥物開發階段」（NO Research Development Only）的

NRDOs公司甚至是「虛擬藥品開發公司」（Virtual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VPC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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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業（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如雨後春筍，整個產業生態系透

過共同承擔風險和分享利潤的分工體制嫣然成型17。可參見下圖關於生技醫藥產品

研發過程與產業價值鏈所示。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圖1 生技醫藥產品研發過程與產業價值鏈 

二、台灣生技醫藥新興經營模式實例 

國際生技醫藥的產業分工與新興經營模式從1990年代至今已然成熟，例如原愛

爾蘭商Shire Plc.（簡稱「Shire公司」）即以削減內部成本，採用近乎虛擬公司

（Virtual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VPCs）的管理制度引入外部資源進行藥品臨床

試驗與行銷販售，成為國際腸胃及神經科學領域罕見疾病領域頭角崢嶸的知名開發

藥廠18。在台灣，相關產業鏈的利基型公司亦逐漸嶄露頭角，在國際競逐與美國市

                                                        
17 薛碧玲，製藥產業專業分工與新興經營模式探討，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7年，II頁。 
18 Alexander Schuhmacher, Oliver Gassmann & Markus Hinder, Changing R&D Models in Research-

Base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14(105) J. TRANSL. MED. 1, 9-1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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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開花結果，本文即試舉二類台灣公司，作為下述美國判決類型化市場行為態樣的

對照。 

(一)技轉與再授權 

智擎生技製藥公司（簡稱「智擎生技」）於2002年由台灣本土藥廠發起成

立 19，專注於藥品「開發階段」、採用NRDO模式以產業鏈分工與國際策略聯盟方

式進行新藥開發20。其經營模式為先經評估及篩選在臨床前階段至早期臨床試驗階

段具有發展潛力先導藥物，再藉由授權引進方式進行臨床開發，提升藥物價值，在

臨床開發後期再授權給國際級藥廠做後續上市準備21，屬生技醫藥產業價值鏈中將

上游早期研究串連至中游臨床開發的經營模式。 

以智擎生技抗癌藥PEP02為例，其在2003年以300萬美元的一次性授權金從美國

HERMES Biosciences, Inc.（簡稱「HERMES公司」）技轉利用奈米科技開發喜樹鹼

類抗癌藥物的微脂體製劑，並取得開發權利欲將之應用至相關抗癌適應症。藉自身

臨床前及臨床試驗設計與執行能力完成胰臟癌適應症第二期臨床試驗後，2011年5

月，智擎生技再與Merrimack Pharmaceuticals Inc.（簡稱「Merrimack公司」）簽訂

授權暨合作契約，授權其對PEP02製劑在歐洲及亞洲（台灣地區除外，下同）開

發、製造與商品化等權利，授權對價包含 1千萬美元的「簽約金」（ upfront 

payment）、總額2.2億美元的里程碑（milestone）授權金，並按PEP02在歐洲及亞洲

合計淨銷售額取得不同百分比的銷售權利金（royalty）22。 

                                                        
19 張倪綸，生技製藥業新興經營模式──NRDO之架構探討，世新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9年，42頁。 
20 Schuhmacher et al., supra note 18.  
21 公司簡介：經營模式，智擎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官網，http://www.pharmaengine.com/zh-

hant/about-us/，最後瀏覽日：2019年3月26日。 
22 聚焦新藥開發：智擎生技──創新新藥開發模式著力癌症治療領域，證券櫃檯雙月刊，2015

年 4 月 ， 176 期 ， 30-31 頁 ； 新 聞 稿 ， 智 擎 生 技 製 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與 美 國 Merrimack 

Pharmaceuticals公司簽署授權暨合作契約，以共同開發奈米微脂體喜樹鹼製劑（PEP02），

智擎生技製藥公司，2011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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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託製造與委託經銷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灣東洋公司」）成立於1960年，從

一家以製造和銷售為導向的傳統學名藥廠，跨足到品牌學名藥的開發與銷售，近年

隨製造技術與銷售經驗累積，亦為專注在特殊劑型開發與接受其他廠商委託製造藥

品的生技藥廠。 

因此，該公司「製造」與「銷售」的專業，除協助內部產品線外，亦依契約接

受外部客戶委託「製造」臨床用藥或是商業「量產」藥品，可為產業鏈中游的CMO

公司23；該公司亦代理其他藥廠數項產品進行對外國際「經銷」或是國內產品引

進，作為產業鏈下游的CSO公司24。 

三、小 結 

由上開事例可知台灣生技醫藥產業已跨入產業分工的新興經營模式。惟如前述

智擎生技以先支付一次性授權金從公司外部技轉一種新藥品製劑，經自身能力完成

臨床試驗後，再授權予第三方之模式，其在第一步技轉並支付授權金時，該等市場

行為態樣是否會觸發美國專利法下銷售阻卻新穎性；復如前述台灣東洋公司在產業

價值鏈中下游，以製造專業、銷售網絡為其他生技醫藥公司製造或銷售藥品以換取

對價，該市場行為態樣又是否會觸發銷售阻卻？則雙方在執行前述市場行為態樣的

議約時，有何條款應予避免或留心之處，即為本文後述章節討論焦點。 

另從專利申請、檢索的角度觀之，在美國仍為全球最大藥品市場且為創新藥品

上市的首選國 25，台灣專利從業人員在協助新興生技醫藥產業可專利性檢索

                                                        
23 委託製造設計，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官網，https://www.tty.com.tw/ec99/rwd1181/ 

Category.asp?Xcategory_id=11&category_id=23，最後瀏覽日：2019年3月26日。 
24 經銷，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官網，https://www.tty.com.tw/ec99/rwd1181/Category. 

asp?Xcategory_id=11&category_id=23，最後瀏覽日：2019年3月26日；104年度年報，台灣東

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68頁，網址：http://doc.twse.com.tw/pdf/2015_4105_20160624F04_ 

20190222_071946.pdf，最後瀏覽日：2019年3月26日。 
25 杜蕙蓉，TrendForce：今年全球藥品市場規模預估為1.2兆美元，工商時報，2018年12月24

日，網址：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224002480-260410，最後瀏覽日：

2019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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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ability/novelty search）或專利分析（patent analysis）時，應依循美國法院實

務，審慎查核與評估標的發明所曾經歷的每個交易行為態樣以協助欲申請美國專利

的發明人留意法規地雷，或從研究端取得開發權的我國生技醫藥廠商避免無謂投

資。 

參、美國銷售阻卻新穎性規範與沿革 

銷售阻卻作為美國專利法下導致發明喪失新穎性的態樣之一，並非伊始即定於

成文法上，而係由案例法演變而成，且在1939年將原訂的兩年優惠期縮減至1年，

2011年AIA再對相關規範再一次修正26。以下詳述美國銷售阻卻新穎性的規範緣

起、沿革和AIA前後條文文字之異同。 

一、規範緣起和沿革 

美國銷售阻卻新穎性之規範，最初係源自於1829年最高法院Pennock v. Dialogue

案27，系爭專利「用於製造傳送空氣、水和其他液體之皮革管或軟管的改良技藝」

（an improvement in the art of making tubes or hose for conveying air, water, and other 

fluids.）在發明人申請專利前，已在市場銷售7年之久。美國最高法院以當時1793年

專利法規定「申請專利之發明在申請前不得已被公眾知悉或使用為由」判決系爭專

利無效，並指出若專利體系允許發明人將申請專利遲延至「競爭之危險迫使其去確

保該排他權時」（the danger of competition should force him to secure the exclusive 

right），將實質阻礙技術的進步28。 

1836年，美國國會將銷售阻卻新穎性明定於專利法，並規定兩個觸發要件，包

含(一)系爭發明在申請專利前任何期間已經被銷售，以及(二)該銷售行為係經專利申

請人同意29。1839年，美國國會將上述(二)之觸發要件移除，並訂立兩年優惠期30。

                                                        
26 Kim, supra note 4, at 441. 
27 Pennock v. Dialogue, 27 U.S. 1, 11 (1829).  
28 Id. Kim, supra note 4, at 441-42. 
29 Kim, supra note 4, at 442; Patent Act of 1836, ch. 357, § 6, 5 Stat. 117, 119 (codified as amended 

in scattered sections of 35 U.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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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美國國會再將兩年優惠期縮減至1年31，而成為美國AIA前規定若有發明在

美國市場銷售超過1年以上仍未申請專利者，即喪失新穎性，不得授予專利之規

定。 

二、AIA前後條文文字異同 

在美國AIA前，係於專利法第102條(b)規定在申請專利1年前（one year prior to 

the date of application），若該發明人已被任何人（包含發明人、申請人和任何第三

人）在境內或境外取得專利或發表於刊物，或是在境內已被公眾使用或為銷售（on 

sale），該發明即喪失新穎性，不得取得專利32。根據AIA前司法實務對於銷售詞彙

之解釋，構成銷售阻卻之銷售行為毋須造成發明為公眾所知悉之結果，亦即即使銷

售行為或要約為秘密銷售（secret sales）而「未公開」，仍構成銷售阻卻。 

AIA後，美國專利法則改於第102條(a)(1)規定若在標的專利的有效申請日前，

該標的發明已取得專利、發表於刊物、或被公眾使用、銷售，「或其他能為公眾得

知者」（or otherwis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則該發明將成為先前技術（prior 

art）喪失新穎性，不得取得專利33。惟若前述事項是在申請日前1年為之，申請人即

可主張優惠期，適用喪失新穎性例外之優惠34。 

                                                                                                                                                        
30 Patent Act of 1839, ch. 88, § 7, 5 Stat. 353, 354 (codified as amended at 35 U.S.C. §§ 102, 271 

(2015)). 
31 Act of Aug. 5, 1939, ch. 452, 53 Stat. 1213 (codified as amended at 35 U.S.C. § 102 (2015)). 
32 35 U.S.C § 102(b) (2010) (“the invention was patented or described in a printed publication in this 

or a foreign country or in public use or on sale in this country, more than one year prior to the date 

of the application for pat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或參見楊智傑，美國專利法與重要判決，

2018年，53頁。 
33 35 U.S.C § 102(a) (AIA) (“(1)the claimed invention was patented, described in a printed 

publication, or in public use, on sale, or otherwis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before the effective filing 

date of the claimed invention; or”)；同前註。 
34 35 U.S.C § 102(b) (AIA) (“(1)A disclosure made 1 year or less before the effective filing date of a 

claimed invention shall not be prior art to the claimed invention under subsection (a)(1) if…”)；同

前註，53頁。美國法院將專利申請日前一年之日稱作「關鍵日」（critical date），例如在本

文後述2016年Medicines I案中，系爭專利申請日為2008年7月27日，則關鍵日為2007年7月27

日，只要是在關鍵日前所為之銷售行為落入銷售阻卻範圍者，該行為所隱含之發明喪失新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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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前揭美國AIA前後專利法針對銷售阻卻新穎性之規定主要修正包含(一)從採

證資料和實際活動僅限於美國境內之相對新穎性，改採不論美國境內外之「絕對新

穎性」；(二)在阻卻態樣例示後加入「或其他能為公眾得知者」等文字，是否因此

改變原本「銷售」之文義範圍，即成AIA後專利無效訴訟時爭執焦點。從產業面觀

之，生技醫藥產業投注成本與風險高，產品開發時程長，更需強健（robust）的智

慧財產權保護；尤以新興生技產業鏈由中小型企業組成，個體間共同合作開發態樣

與日俱增，如何從法院判決掃除銷售阻卻新穎性的地雷，即為關注焦點。 

肆、美國銷售阻卻新穎性判決分析 

如前所述，美國AIA除改採絕對新穎性外，在喪失新穎性的態樣例示後方加入

「或其他能為公眾得知者」等文字，則該條文是否改變原本專利法下「銷售」之文

義範圍？復，在法律解釋上是否代表所稱之「銷售」，須為公開之販賣或販賣要約

等行為？若公開之販賣或販賣要約的契約內容已將系爭發明內容保密，甚至進一步

賦予雙方保密義務，是否即可避免觸發銷售阻卻的法律效果？本節從2019年美國最

高法院Helsinn Healthcare S.A. v. Teva Pharm案（簡稱「Helsinn案」）此AIA後美國

最高法院首度審理銷售阻卻新穎性的判決案例出發，分析美國法院對AIA前後銷售

阻卻新穎性的審理重點與判準，從中發掘前述專利從業人員在新興生技醫藥產業從

事可專利性檢索或專利分析時應注意事項，以協助欲申請美國專利的發明人留意法

規地雷或從研究端取得開發權的生醫廠商避免無謂投資，甚至是台灣生技醫藥廠商

未來在美國專利無效訴訟戰場上禦敵要點或策略之一。 

一、2019年Helsinn Healthcare S.A. v. Teva Pharm案
35 

美國最高法院在本案指出，AIA並沒有改變銷售阻卻新穎性（on-sale bar）的規

範涵義，不論專利申請人在專利申請日1年之前的銷售是公開或保密，均構成銷售

                                                                                                                                                        

性。See Meds. Co. v. Hospira, Inc., 827 F.3d 1363, 1367 (Fed. Cir. 2016) (en banc). 
35 Teva Pharm. USA, Inc., 139 S. Ct. at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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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卻，剝奪所請發明准予專利的機會36。 

(一)案件事實 

系爭專利權人Helsinn公司，在1998年間，從羅氏公司（Roche Palo Alto LLC）

取得（acquired）用以製造降低化療引起之噁心、嘔吐症狀發生機率的藥物活性成

分palonosetron化合物專利及其後續作為藥品的開發權利（the right to develop）37。

2000年初，Helsinn公司向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提出以劑量0.25毫克和0.75

毫克的palonosetron進行第3期臨床試驗計畫38。 

2000年9月，在進行臨床試驗的同時，Helsinn公司對外尋求該藥品獲得上市許

可後的銷售夥伴。2001年8月6日，Helsinn公司與訴外人MGI製藥公司於2001年8月6

日共同對外發出新聞稿宣布簽署包含1.授權合約（license agreement），和2.供應與

採購合約（supply and purchase agreement）等兩項協議，並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提出重大訊息揭露申請39。在上述「授權合約」中，Helsinn公司「授權」

MGI製藥公司（grant MGI the right to）在美國境內配送、推廣、行銷和銷售0.25毫

克和0.75毫克劑量包裝的palonosetron藥品；MGI製藥公司則同意給付Helsinn公司

「簽約金」（upfront payment）與未來該藥品上市銷售後的「權利金」作為對價；

在「供應與採購合約」中， MGI製藥公司同意獨家向 Helsinn公司「購買」

（ purchase ） 經 FDA 核 准 的 palonosetron 藥 品 ， Helsinn 公 司 則 盡 力 「 供 應 」

（supply）MGI製藥公司在市場銷售的需求量。其中，在Helsinn公司與MGI製藥公

司共同對外公開的新聞稿中，雖然附有上述授權合約和供應與採購合約的節錄本，

但節錄本內容中並未揭露0.25毫克和0.75毫克等特定劑量的劑型資訊，且兩合約均

                                                        
36 相關判決內容介紹亦可參見美國最高法院對On-Sale Bar裁決：Helsinn Healthcare v. Teva 

Pharm，科技產業資訊室（2019年1月23日），網址：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 

aspx?PostID=15214，最後瀏覽日：2019年3月26日。 
37 Helsinn Healthcare S.A. v. Teva Pharms. USA, Inc., 855 F.3d 1356, 1361 (Fed. Cir. 2017).  
38 Teva Pharm. USA, Inc., 139 S. Ct. at 630. Helsinn公司再向FDA提出第三期臨床試驗計畫前已

由羅氏公司完成的第一期和第二期臨床試驗中得知0.25毫克和0.75毫克劑量的palonosetron可

在服用後24小時內有效抑制化療引起之噁心、嘔吐症狀。See Teva Pharms. USA, Inc., 855 

F.3d at 1361. 
3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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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MGI製藥公司應負該等資訊的保密義務40。 

在Helsinn公司與MGI製藥簽署並公開該資訊近一年半後，Helsinn公司方於2003

年 1月 30日向美國專利商標局（ USPTO）提出該 0.25毫克和 0.75毫克劑型的

palonosetron藥品的臨時專利申請案（provisional application），並在後續10年間逐

一提出4件均主張該臨時申請案之申請日為後申請案優先權日的專利申請案。其

中，一項專利技術特徵包含將0.25毫克劑量的palonosetron製成5毫升的劑型的專利

即為系爭美國第8,598,219號專利（簡稱「’219號專利」）41。 

(二)判決見解：AIA未改變銷售阻卻適用範圍 

美國最高法院在本案判決指出，國會在AIA法律修正時再次使用同樣的「銷

售」（on sale）詞彙，係同時採納了過去司法機關對該詞彙所為的穩定解釋42；此

外，基於過去法院判決先例對「銷售」的穩定解釋，即使AIA對喪失新穎性條文增

修「或其他能為公眾得知者」之概括規定，在國會於AIA再次使用同樣「銷售」詞

彙的情形下，不因新增修的概括規定即擴張銷售阻卻適用的法律範圍43。本文以下

分別說明本案法院歷審判決和專利權人於訴訟中抗辯理由，再予以評釋，以彰顯美

國最高法院的立論依據。 

1.聯邦地院：保持技術特徵秘密性的銷售合約不構成銷售阻卻 

美國聯邦地院於2016年判決認定AIA修法後銷售阻卻的意義已經改變，因此不

構成銷售阻卻，系爭發明仍具有新穎性44。 

該判決指出：(1)由於AIA在專利法第102條(a)(1)增修「或其他能為公眾得知

者」規定，則系爭銷售須能為公眾得知才會構成銷售阻卻，雖然系爭合約包含專利

                                                        
40 Id. at 556. 
41 Id. 
42 Teva Pharm. USA, Inc., 139 S. Ct. at 630, 633-34. (“Congress reenacted the same ‘on sale’ 

language in the AIA, it adopted the earlier judicial construction of that phrase.”). 
43 Id. at 634. (“Given that the phrase ‘on sale’ had acquired a well-settled meaning when the AIA was 

enacted, we decline to read the addition of a broad catchall phrase to upset that body of precedent.”) 
44 Helsinn Healthcare S. A. v. Dr. Reddy’s Labs. Ltd., 2016 WL 832089, *45, *51 (D NJ, Mar. 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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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和訴外人權利授予和藥品交易，但在公開資訊中並未揭露系爭專利中關於

0.25毫克等關鍵藥物劑量的技術特徵，仍保持著秘密性，因此未構成；(2)藥物是否

完成第3階段臨床試驗和是否獲得FDA上市核准，是該項藥物是否做好專利申請準

備的必要條件，因此法院應認定系爭發明在關鍵期日之前尚未能提出專利申請，因

此未符合1998年Pfaff v. Wells Elec案45（簡稱「1998年Pfaff案」）判斷標準第2點有

關系爭發明必須已經做好申請專利準備的要件。 

基於上述原因，聯邦地院認定系爭專利並不符合專利法中「銷售」（on sale）

的定義，故不構成銷售阻卻，仍具有新穎性46。 

2.上訴法院：關鍵在該銷售是否被公開，非系爭技術是否被揭露 

CAFC於2017年判決推翻地院見解，將該判決撤銷，改判系爭專利構成銷售阻

卻新穎性47。該判決指出，法院在過去判例已建立相關原則，只要「涉及專利發明

的銷售一經公開」（the existence of the sale is public），該系爭發明技術特徵即使未

在該銷售被揭露，系爭發明即落入AIA「銷售阻卻新穎性」的範疇48。此外，針對

系爭發明在簽訂銷售契約時尚未取得FDA上市許可的議題，CAFC以1998年Pfaff案

判斷標準，認定簽訂銷售契約本身即為付諸商業應用的一種態樣，且可推斷系爭專

利權人在當時已做好專利申請準備；CAFC亦認為無論是臨床試驗的進行抑或FDA

最終藥物審核結果，皆與專利申請準備無關，是不必要的門檻49。 

基此，CAFC認定，由於Helsinn公司與MGI製藥公司間的銷售約定已公開揭露

（publicly disclosed），系爭發明即構成銷售阻卻新穎性。 

3.最高法院：無論銷售是否被公開，只要為銷售即觸發銷售阻卻 

美國最高法院在2018年接受Helsinn公司上訴，並就AIA下若專利申請人在關鍵

日前與訴外人達成某涵蓋系爭專利的產品銷售約定，且該訴外人負有義務保持該發

                                                        
45 Wells Elec, 525 U.S. at 55. 
46 Id. at *51-*52. 
47 Teva Pharms. USA, Inc., 855 F.3d at 1360. 
48 Id. at 1371. 
49 Id. at 1364, 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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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秘密性時，該系爭發明是否落入銷售阻卻的範疇而構成「先前技術」（prior 

art）等議題進行審理。 

雖然Helsinn公司依據聯邦地院見解，在審理中抗辯AIA在專利法第102條(a)(1)

喪失新穎性的態樣例示後增加「或所有能為公眾得知」等字樣，係用於限制喪失新

穎性的態樣須達到能為公眾得知的要件。但美國最高法院以該增修的文字僅為「概

括用語」（catchall phrase），並基於AIA前法院長久以來在判決先例對銷售阻卻的

穩定見解（well-settled pre-AIA precedent）和美國國會在AIA使用同樣的「銷售」詞

彙再次制定於法律（reenactment），認為即使銷售合約賦予雙方對發明細節的保密

義務，該銷售行為仍符合專利法喪失新穎性的態樣50，相關見解仍應繼續適用51，

駁回了Helsinn公司的抗辯。 

最終該判決除同意前述CAFC在Helsinn案認為只要「涉及專利發明的銷售一經

公開」，該系爭發明技術特徵即使未在該銷售被揭露即構成銷售阻卻的見解，更進

一步基於CAFC在專利上訴案件的「專屬管轄權」（exclusive jurisdiction），援引另

CAFC在2001年Special Devices, Inc. v. OEA, Inc.案52和1998年Woodland Trust v. 

Flowertree Nursery, Inc.53案指明即使銷售行為或要約為秘密銷售（secret sales）而

「未公開」，仍構成銷售阻卻54。 

綜上所述，美國最高法院在本案表明幾項銷售阻卻的重要法院判準，包含宣示

雖然AIA在專利法第102條(a)(1)喪失新穎性的態樣例示後增加「或所有能為公眾得

知」之概括規定，仍無法使其認為國會有「調整」（alter）「銷售」文義範圍的意

圖55，因此法院在AIA後仍將依循判例見解，A.若銷售行為或要約已公開，則不論

系爭發明的各個細節（例如實施例，embodiment）是否被揭露於該銷售合約、合約

是否賦予雙方對該等細節的保密義務，該隱含系爭發明內容的銷售行為均導致發明

                                                        
50 Id. at 629. 
51 Id. at 629-30. 
52 該案以秘密進行的銷售行為無效系爭專利；See Special Devices, Inc. v. OEA, Inc., 270 F.3d 

1353, 1357 (Fed. Cir. 2001).  
53 該案判決指出即使發明人將商業使用保持秘密性，仍構成公眾使用或銷售行為；See 

Woodland Trust v. Flowertree Nursery, Inc., 148 F.3d 1368, 1370 (Fed. Cir. 1998). 
54 Teva Pharm. USA, 139 S. Ct. at 629, 633. 
55 Id. at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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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後無法取得專利56；B.即使銷售行為或要約為秘密銷售（secret sales）而「未公

開」，亦構成銷售阻卻。易言之，無論銷售是否被公開，只要為銷售即觸發銷售阻

卻。 

在判斷系爭銷售行為是否觸發銷售阻卻的標準上，美國最高法院則重申法院應

遵循1998年Pfaff案訂立的雙叉試驗法（the two-prong test）確認：A.系爭商品必須是

商業銷售要約標的（the product must be the subject of a commercial offer for sale）；

B.系爭發明必須已經做好申請專利的準備（ the invention must be ready for 

patenting）57。 

(三)判決評釋：銷售阻卻適用態樣拆解 

誠如前述，美國最高法院在2019年Helsinn案判決僅確定AIA未改變美國專利法

下銷售阻卻新穎性的適用範圍，關於何種市場行為態樣方落入銷售阻卻適用範圍則

表明應依循對專利訴訟上訴審具有專屬管轄（exclusive jurisdiction）的美國聯邦巡

迴上訴法院（CAFC）長久以往對法規與最高法院判例的穩定（settled）闡釋與

操作58。因此，若要探究本案系爭專利權人在開發系爭發明標的一系列在新興生技

醫藥產業鏈中常見的行為態樣，何者方落入銷售阻卻新穎性的適用範圍，則應回

顧、拆解本案於上訴審CAFC在2017年的Helsinn案判決59。 

Helsinn公司對本案系爭發明標的「0.25毫克和0.75毫克的palonosetron」在開發

過程中曾為下列行為態樣，且均超過美國法定的1年優惠期期間：1.Helsinn公司從訴

外人羅氏公司取得化合物專利與後續作為藥品的開發授權（acquired a license）；

2.Helsinn公司與訴外人MGI製藥公司簽訂授權合約；3.Helsinn公司與訴外人MGI製

藥公司簽訂供應與採購合約。然而，觀2017年Helsinn案判決全文可知即使雙方在前

述1.和2.的授權契約均訂有交易對價的權利授予和價金給付，該等行為卻均未落入

                                                        
56 例如在1877年Consolidated Fruit-Jar Co. v. Wright案判決見解認為依法條的文義解釋著重在專

利申請人處分系爭發明的「行為」是否成立銷售，而非拘泥在該「發明內容」是否曾被揭露

而為公眾可得知。See Consolidated Fruit-Jar Co. v. Wright, 94 U.S. 92, 94 (1877). 
57 Id. at 67-68. 
58 Teva Pharm. USA, 139 S. Ct. at 633-34. 
59 Teva Pharms. USA, Inc., 855 F.3d. at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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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阻卻新穎性在市場行為態樣的適用範圍，而僅有3.供應與採購合約經爭執後被

法院認定符合銷售阻卻，判決系爭專利無效。 

因此，在新興生技醫藥產業鏈的共同研發行為態樣中，何者為單純授權、何者

為受發明人指示進行製造服務，該等行為是否落入銷售阻卻新穎性在市場行為態樣

的適用範圍；復，1998年Pfaff案所訂立的雙叉試驗法判準為何、是否有其他例外存

在，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以作為專利從業人員以法院判準評估發明標的可專利性

的準繩。本文即從CAFC歷來具有拘束力的判決先例，討論在新興生技醫藥產業鏈

可能被認定落入銷售阻卻範圍的行為態樣以及法院判準，供台灣專利從業人員作為

未來評估發明標的可專利性時的具體依據。 

二、Helsinn案前美國法院銷售阻卻專利新穎性判決類型化分析 

1998年，美國最高法院在Pfaff案訂立一雙叉試驗法，宣示所有系爭銷售行為是

否觸發銷售阻卻新穎性應先符合以下兩要件的檢核：(一)系爭商品必須是商業銷售

要約的標的；(二)系爭發明必須已經做好申請專利的準備60。然而，所稱「商業銷售

要約」（commercial offer for sale）的判準為何？什麼情況下符合「已經做好申請專

利的準備」（ready for patenting）的標準？在判斷過程中是否有例外因素？美國法

院在CAFC判決先例的累積下，已建構相當實例與因素標準，誠有進一步闡釋必

要。本段以下將CAFC過往建立的判決標準類型化，說明美國法院對前揭兩要件之

檢核準則與例外。 

(一)商業銷售類型化分析 

美國最高法院在1998年Pfaff案強調銷售阻卻之構成要件為「發明人得理解並控

制系爭發明第一次商業上市時間」61。CAFC在2016年Meds. Co. v. Hospira, Inc.全院

聯席判決（簡稱「2016年Medicines I案」）進一步援引判決先例指出1998年Pfaff案

雙叉試驗法第一要件中所稱「商業銷售」應以契約法下商業社群（commercial 

                                                        
60 Id. at 67-68. 
61 Wells Elec, 525 U.S. at 67；參見劉仁傑，銷售阻卻新穎性從Medicines Company v. Hospira, 

Inc.談起，萬國法律，2017年8月，214期，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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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可通常理解的情形下予以分析 62，因此需參考美國統一商法典

（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UCC ） 斷 定 個 體 間 對 產 品 的 「 意 思 表 示 」

（communication）63是否構成契約法上的「要約」64；例如UCC第2-106條(1)即定義

「銷售」為販售者基於一個價錢將產權移轉（title transfer）給購買者，亦即發明人

在銷售當時放棄其對系爭產品（product）的利益和控制權65。然而，CAFC亦指出系

爭行為是否落入銷售阻卻範圍仍應視個案情形，為具體化美國案例法下銷售阻卻範

圍，本文從CAFC判決類型化與新興生技醫藥產業鏈上下游的技術授權、委託臨床

試驗、製造服務、經銷協議等市場行為予以分析法院判決。 

1.技術授權：2002年In re Kollar案66和2004年Elan案67 

CAFC自1998年Mas-Hamilton Group v. LaGard, Inc.案（簡稱「1998年Mas-

Hamilton案」）即認定，若僅是針對系爭發明予以「授權」，並未觸發銷售阻卻新

穎性68。 

2002年，CAFC在In re Kollar案判決指出發明人Kollar以一種低成本方式生產各

種二烷基過氧化物（ dialkyl peroxides）的方法申請專利時，因專利審查官

（examiner）認定發明人經由其所擁有且營運的專利權人Redox Technologies, Inc.

（簡稱「Redox公司」）與訴外人Celanese公司在關鍵日前達成實施系爭方法發明的

銷售合約，據以核駁該專利申請69。發明人抗辯該合約僅為授權Celanese公司建立一

                                                        
62 Hospira, Inc., 827 F.3d at 1373; Group One, Ltd. v. Hallmark Cards, Inc., 254 F.3d 1041, 1047 

(Fed. Cir. 2001). 
63 亦有論者將communication分別譯作「溝通」或「傳輸」。劉仁傑，註61文，73頁；或參見

王世仁，美國專利關於銷售阻卻之最新實務，智慧財產權月刊，2017年10月，226期，42

頁。 
64 Hospira, Inc., 827 F.3d at 1375; Hallmark Cards, Inc., 254 F.3d at 1047-48. 
65 Hospira, Inc., 827 F.3d at 1375-76. 
66 In re Kollar, 286 F.3d 1326 (Fed. Cir. 2002). 
67 Elan Corp., PLC v. Andrx Pharms., Inc., 366 F.3d 1336 (Fed. Cir. 2004). 
68 該判決認為若僅為授予發明中的製造權利（production rights in the invention）或在市場行銷

系爭發明的排他權利（the exclusive right to market the invention），並未構成販賣或販賣要

約。See Mas-Hamilton Group v. LaGard, Inc., 156 F.3d 1206, 1217 (Fed. Cir. 1998). 
69 In re Kollar, 286 F.3d at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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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實施系爭發明的工廠，並未構成「銷售」行為70。CAFC在判決中同意發明人抗

辯，認定系爭合約目的係為進行該方法發明的進一步研究與開發（ conduc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且僅授予被授權人商業化該方法發明的權利；雖然雙

方在合約載明發明人可藉由在商業化過程中揭露關於系爭方法發明的技術訊息

（technical information，或稱「know-how」）予被授權人以獲得權利金給付，但法

院認為由於被授權人係為取得實施（carry out）系爭方法發明的權利才簽訂該合

約，但因本案發明為一方法而非實體物在授權後須經實施，簽約當時系爭方法仍未

被實施71；基於上述原因，CAFC重申當發明人在系爭方法發明尚未成功商業化前，

發明人將該方法予以授權並未構成銷售阻卻新穎性72。 

2004年Elan Corp., PLC v. Andrx Pharms., Inc.案（簡稱「2004年Elan案」）係關

於專利權人Elan公司於專利申請的關鍵日前，即撰寫並發送多封隱含naproxen藥物

新劑型授權要約（offer of a license），該要約信函中載明簽約金、達成新藥申請和

獲上市許可時的里程碑金，和上市後的銷售權利金73。CAFC援引前揭2002年In re 

Kollar案見解，指出「銷售專利中的權利」與販售發明不同，因此僅將技術授權並

未構成銷售阻卻74。由於該要約中並未載明每顆藥物的價金和欲銷售的數量，法院

指出Elan公司在系爭要約中僅欲授予專利權（granting a license under the patent）和

尋求未來某時間點共同進行臨床試驗和銷售的市場夥伴，因此Elan公司發送該要約

信函的行為並未構成銷售阻卻新穎性75。 

然而，CAFC亦在2016年Medicines I案全院聯席判決指出，若發明為軟體

（software），因該發明由無法實體銷售，則銷售軟體的授權給終端使用者將構成

銷售阻卻，此應併予注意76。 

                                                        
70 Id. at 1330. 
71 Id. at 1330-31, 1332. 
72 Id. at 1334. 
73 Elan Corp., PLC., 366 F.3d at 1337. 
74 Id. at 1341; In re Kollar, 286 F.3d at 1326. (“a sale of rights in a patent, as distinct from a sale of 

the invention itself, is no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statute, and thus does not implicate the on-sale 

bar.”) 
75 Id. at 1334. 
76 Hospira, Inc., 827 F.3d at 1376. 有論者指出用授權方式的交易並無法構成避免銷售阻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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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同開發：2005年Enzo案77 

2005年，CAFC在Enzo Biochem v. Gen-Probe, Inc.案（簡稱「2005年Enzo案」）

判決揭示，即使契約目的係為締約雙方共同開發系爭發明使其商品化，若契約中個

別條款涉及移轉系爭發明下的產品和給付等對價關係，甚至發明人在關鍵日前依契

約規定移轉該產品者，該契約之訂定與產品移轉行為仍構成銷售阻卻新穎性。本案

系爭發明係關於一種用以偵測奈瑟氏淋球菌（Neisseria gonorrhoeae）的核酸探針

（nucleic acid probe），專利權人Enzo公司於專利申請的關鍵日前，與訴外人Ortho

公司達成共同開發系爭發明的共同出資協議（joint funding agreement），然而在該

協議中第2.14條載明為進行研發（research and development）Enzo公司應提供Ortho

公司所需系爭核酸探針產品的75%需求量78；此外，Enzo公司亦在關鍵日前為達成

前揭共同研發條款，移轉系爭發明的成品予Ortho公司79。 

本案法院認定由於系爭協議中第2.14條明文賦予Enzo公司提供Ortho公司於臨床

試驗時所需之核酸探針，則雖然綜觀整個協議的目的為雙方共同出資進行系爭發明

商品化開發的臨床試驗，或在個別之第2.12條規定雙方均應對商品化開發進程盡合

理之努力；惟由於前揭第2.14條清楚呈現Enzo公司移轉系爭發明的義務且受有對

價，且經法院比對確認Enzo公司曾在關鍵日前移轉系爭發明下的核酸探針，因此判

決該協議與移轉行為構成銷售阻卻新穎性80。 

3.委託製造：2016年Medicines I全院聯席案81 

2016年Medicines I全院聯席案中，系爭專利權人Medicines公司未擁有自身製造

設備、無法自力製造藥品，長久以來均委託訴外人Ben Venue實驗室協助其生產。

2006年末，Medicines公司在提出系爭專利申請的1年之前，曾陸續與Ben Venue實驗

室簽訂委託製造合約，委託其製造3個批次受系爭發明涵蓋的藥品，並均在受託人

                                                                                                                                                        

文認有斷章取義之虞。參見王世仁，註63文，42-43頁。 
77 Enzo Biochem v. Gen-Probe, Inc., 424 F.3d 1276 (Fed. Cir. 2005). 
78 Id. at 1278. 
79 Id. at 1279. 
80 Id. at 1282-83. 
81 Hospira, Inc., 827 F.3d at 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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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製造後給付價金，且該藥品市值遠超過前述製造服務的價金82。該合約內容亦

指出所製造的成品將用於商業使用，因此品質須完成所有的檢測，而所有的製造批

次也都有商品編碼和顧客編號並劃分為商業與臨床試驗等不同包裝83。 

本案法院基於銷售阻卻的立法目的，認為唯有構成銷售的交易態樣才會使系爭

發明喪失新穎性84；即使系爭專利權人的Medicines公司與代工廠商Ben Venue實驗室

訂有交易對價的服務提供和價金給付行為，基於此處雙方的交易僅係Medicines公司

為了商業化目的進行存貨（stockpiling）85，其法律性質係為了未來銷售的預備行

為，尚不構成銷售，故系爭發明未喪失新穎性86。 

4.經銷協議：2018年Medicines II案87和2019年Helsinn案 

2018年CAFC二度審理Meds. Co. v. Hospira, Inc.案（簡稱「2018年Medicines II

案」）時繼續審理2016年Medicines I案未處理之Medicines公司在關鍵日前與訴外人

ICS公司簽訂之經銷協議等行為是否落入銷售阻卻範圍，導致系爭專利無效。根據

判決內容，Medicines公司與經銷商（distributor）ICS公司在關鍵日前的2007年2月

27日簽訂經銷協議（distribution agreement）。根據該經銷協議條款，Medicines公司

「意欲」（desire）在藥品上市後「販售」（sell）該產品給ICS公司，且ICS公司

「意欲」「購買」（ purchase）並經銷系爭產品 88；此外，經銷協議亦明列

Medicines公司販售系爭產品予ICS公司價格，並禁止Medicines公司再向其他第三人

販售該產品，且ICS公司可每週提出訂單，但由Medicines公司決定是否接受89。本

案法院基於「經銷」協議的性質本身即為「銷售」行為之一，該契約條款明定兩方

合意販售與購買系爭發明所涵蓋的商品，且雙方同意藉由移轉產權換取對價給付，

                                                        
82 Id. at 1366-67；參見王世仁，註63文，40頁。 
83 Id. 
84 Hospira, Inc., 827 F.3d at 1377. 
85 Id. at 1373. 
86 Id. 
87 Meds. Co. v. Hospira, Inc., 881 F.3d 1347 (Fed. Cir. 2018). 
88 Hospira, Inc., 881 F.3d at 1349. (That agreement stated that The Medicines Company now desired 

to sell the Product to ICS and ICS desired to purchase and distribute the Product.) 
8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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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符合UCC第2-106(1)條對於銷售的描述，故落入銷售阻卻在市場行為態樣的適

用範圍90。 

此外，回顧本章前揭2019年Helsinn案二審在CAFC的判決，該案系爭專利無效

原因主要在於Helsinn公司與MGI製藥公司簽訂的「供應與採購合約」。如前述，該

合約明定MGI製藥公司同意獨家向Helsinn公司「購買」（purchase）經FDA核准的

palonosetron藥品，Helsinn公司則盡力「供應」（supply）MGI製藥公司在市場銷售

的需求量91，其性質與經銷協議相同。CAFC依據判決先例，對該等性質合約的檢

核，一直以來都會審視其條款中是否包含： (1)商品價格（price）、 (2)運送方法

（method of delivery）和(3)價金給付方式（method of payment）作為確認系爭態樣

是否落入銷售阻卻的範圍92。 

(二)已經做好申請專利準備的條件 

美國最高法院在1998年Pfaff案闡釋判斷發明人「已經做好申請專利準備」之條

件至少應包含下列兩要件其一：1.證明系爭發明在1年優惠期的關鍵日前，已付諸實

施（reduction to practice）；或2.證明發明人在關鍵日前已準備好系爭發明的圖示或

其他說明，足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得實施該發明93。 

其中，CAFC在判決先例中進一步指出，若挑戰專利無效者欲證明系爭發明有

關前揭1.「已付諸實施」，需舉證發明人已(1)敘述或施行符合請求項中之所有限制

（met all the limitations）的實施例或方法，且(2)確定該發明得用於其預期的目的

（work for its intended purpose）94。所稱「該發明得用於其預期的目的」，係源自

於美國最高法院在1998年Pfaff案曾闡明若發明人在確認該發明之用途前，為尋求該

發現（discovery）的完整性可進行相當的試驗，即使該試驗落入公共領域，由於該

                                                        
90 Id. at 1351-53. 
91 FRIEDMAN, supra note 9, at 36. 
92 Teva Pharms. USA, Inc., 855 F.3d at 1356. 
93 Wells Elec, 525 U.S. at 66-67；劉仁傑，註61文，71頁。 
94 Barry v. Medtronic, Inc., 2019 U.S. App. LEXIS 2305 (Fed. Cir. 2018); In re Omeprazole Patent 

Litig., 536 F.3d 1361, 1373 (Fed. Cir. 2008). (“the inventor (1) constructed an embodiment or 

performed a process that met all the limitations and (2) determined that the invention would work 

for its intended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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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未能用於其預期之目的，則試驗使用與商業銷售有所不同95，因此被CAFC進一

步引申為「試驗使用例外」的判準。 

(三)試驗使用例外 

如同前述，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在「發現」尚未弄清用途前，發明人可進行相當

試驗確認之，故CAFC援以可為發明人抗辯系爭行為屬「試驗使用例外」而未「已

經做好申請專利準備」96。然而，「試驗使用例外」在實務如何進一步具體評斷？ 

2019年CAFC在Barry v. Medtronic, Inc.案（簡稱「2019年Barry案」）援引2002

年EZ Dock, Inc. v. Schafer Sys. 案97法院自歷來判決先例整理出的13項評估系爭行為

是否為銷售阻卻的試驗使用例外（experimental use exception）因素，用以個案中綜

合判斷，包含1.公眾試驗必要性（the necessity for public testing）；2.發明人對試驗

控制的保留程度（ the amount of control over the experiment retained by the 

inventor）；3.系爭發明本質（the nature of the invention）；4.試驗時間長度（the 

length of the test period）；5.是否給付價金（whether payment was made）；6.是否存

有保密義務（whether there was a secrecy obligation）；7.是否有保留試驗數據

（whether records of the experiment were kept）；8.進行試驗主體（who conducted the 

experiment）；9.在試驗期間的商業利用程度（the degree of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during testing）；10.系爭發明是否合理地要求在實際使用條件下進行評估（whether 

the invention reasonably requires evaluation under actual conditions of use）；11.該試

驗是否為系統性的實施（whether testing was systematically performed）；12.發明人

在試驗期間是否持續掌握發明（whether the inventor continually monitored the 

invention during testing）；13.與潛在客戶建立聯繫的性質（the nature of contacts 

made with potential customers）等98。 

誠然，CAFC強調上開13項因素係法院自判決先例統整而來、尚未窮盡，且應

於個案事實中綜合判斷，但仍為實務上評估系爭行為是否為銷售阻卻的試驗使用例

                                                        
95 Wells Elec, 525 U.S. at 64. 
96 Medtronic, Inc., 2019 U.S. App. LEXIS, at 2305. 
97 EZ Dock, Inc. v. Schafer Sys., 276 F.3d 1347, 1357 (Fed. Cir. 2002). 
98 Id. Medtronic, Inc., 2019 U.S. App. LEXIS, at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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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具體依據。 

伍、銷售阻卻專利新穎性評估心法 

台灣未若美國有銷售阻卻新穎性的明文規定。台灣專利法下的新穎性，係指申

請發明未構成先前技術的一部分，法定先前技術包含申請前已見於刊物、公開實施

和為公眾所知悉者99；且台灣法院實務見解認為單純銷售不足以破壞系爭發明的新

穎性，仍需該發明技術內容於市場行為已為不特定多數人知悉，始符合前揭「已為

公眾所知悉者」要件100。 

然而，即使台灣未採銷售阻卻專利新穎性，但有雄心壯志欲搶灘美國市場的本

土生技醫藥廠商，在美國採絕對新穎性的規定下，應將美國銷售阻卻規定和法院判

決審慎納入考量。質言之，在台灣生技醫藥產業亦邁入專業分工與新興經營模式的

時代下，銷售阻卻關涉新興產業鏈在國內外縱橫捭闔（不論橫向整合或縱向的上下

游合作）研發創新醫藥產品時的往來互動，是否會影響該醫藥發明未來得否取得美

國專利的重要環節，為專利從業人員（包含公司內部智權、法務和外部專利師、代

理人和律師）在查核、評估標的專利品質關鍵之一。尤以生醫產業投入成本、風險

高，產品開發時程長，中小型生醫新創公司倚賴廠商間分工的實務下，專利從業人

員更應熟稔相關判準，以協助擬定商業行為之決策判斷與契約草擬，避免銷售阻卻

的地雷，以防近則在申請專利時即被美國專利商標局駁回，遠則在專利訴訟中被市

場競爭者以該行為挑戰專利無效，養兵千日卻無用武之地。基此，本文在將法院判

決逐一拆解、類型化分析後，化繁為簡成兩心法，以利專利從業人員在盡職查核從

外部技轉的先導藥物、評估公司市場行為態樣和審查雙方契約內容時避免掛一漏

萬，和提醒公司決策體系在統合內部智權、法務時的第一要務。 

                                                        
99 專利法第22條第1項規定：可供產業上利用之發明，無下列情事之一，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

明專利：(1)申請前已見於刊物者；(2)申請前已公開實施者；(3)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100 換言之，依台灣實務，若銷售行為為保密狀態下或銷售行為已公開但系爭發明內容保密者，

則該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技術即未公開且未處於公眾得獲知其技術內容的狀態，未喪失新穎

性，而與美國法規與實務不同。參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91年度訴字第4643號判決；劉仁

傑，註61文，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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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法一：市場行為態樣是否構成銷售 

從本文前述對銷售阻卻適用態樣拆解和法院判決的類型化分析，可知法院在評

斷系爭市場行為和契約、協議是否落入銷售阻卻新穎性在市場行為態樣的適用範圍

時，首先綜合判斷系爭行為是否以商業營利、經銷、產權轉移為目的，契約內容是

否為構成要約，條款是否含括商品種類、商品價格、運送方法和價金給付方式；後

細究爭議條款是否載有得以解釋上構成要約、「販售」（ sell）、「供應」

（supply）與「購買」（purchase）等關鍵字，證明雙方同意藉由移轉產權換取對價

給付，而符合UCC的客觀銷售定義；此外，尚應注意依美國最高法院1998年Pfaff案

雙叉試驗法下的「已經做好申請專利準備的條件」有「試驗使用例外」要件的適

用。 

因此，在概念上，法院對對交易標的有服務（services）和產品（product）之

別，作為服務之購買者，而以商業化目的作為未來銷售的預備行為，尚非銷售行

為；契約目的有實驗（experimental）和商業（commercial）之分，若能說服法院系

爭市場行為為實驗例外，系爭行為當時尚未已經做好申請專利準備，故尚未構成銷

售，則較不容易被法院認定落入銷售阻卻範圍。若將判決加以類型化，在留意契約

文字的前提下，單純關於技術授權、共同開發和委託製造等如前述智擎生技採技轉

再授權的開發模式和台灣東洋公司的製造服務較不易被法院直接認定適用銷售阻

卻。惟典型供應與採購協議、經銷協議等如台灣東洋公司以經銷為行為態樣時，則

容易被法院認定構成銷售的契約內容，故應予避免。 

二、心法二：橫向專利諮詢是否不間斷 

生技醫藥產業的分工與新興模式與時俱進，有越趨複雜之勢，然該產業又以中

小企業為主，多無法負擔公司內部獨立的智財部門而需外求，或由於產業變動快

速，或作公司商業決策者缺乏智財的完整概念，以致在系爭商業行為業已完成，公

司決策者卻未意識該行為可能造成所涵蓋的技術發明喪失新穎性，而未諮詢內外部

專利從業人員，導致優惠期過後該發明成為專利布局的缺口。釜底抽薪之計，在期

許台灣生技醫藥產業將專利布局考量提升至公司商業判斷層次，即對於公司開發線

上的先導藥物應先提出初步專利布局構想，在進行商業判斷前橫向聯繫或諮詢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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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相關行為是否可能產生專利布局中的技術發明，與適時評斷商業判斷下的

分工行為是否會落入銷售阻卻新穎性在市場行為態樣的適用範圍。 

陸、結 語 

避免銷售阻卻的最佳辦法，就是及時的申請專利，且越早越好101。惟生技醫藥

牽涉之技術層面與專利種類繁多，相關技術發明亦在開發過程始逐一浮現；復，美

國銷售阻卻有別其他法定喪失新穎性態樣，關涉申請專利前公司內部市場行為決策

和外部與他廠合縱連橫規劃，銷售阻卻發生後1年的優惠期如白駒過隙，在開發過

程中稍一不慎，可能導致藥品專利布局產生缺口，因此明瞭法院的檢核標準為生技

醫藥廠商在考量專利布局留意專利新穎性要件的重要任務之一。 

本文首先說明2019年Helsinn案判決確認AIA對喪失新穎性條文的增修並未更改

美國銷售阻卻適用的法律範圍，後逐一將美國法院銷售阻卻專利新穎性判決，以新

興生技醫藥產業鏈的專業分工進行拆解和類型化分析，闡釋除下游經銷協議外，只

要在留意契約文字的前提下，關於技術授權、共同開發和委託製造服務尚不會被法

院直接認定適用銷售阻卻。此外，本文針對美國最高法院1998年Pfaff案雙叉試驗法

予以解析，說明如何評估法院對判斷發明人「已經做好申請專利準備」之條件和試

驗使用例外的13項因素。最後，本文歸納兩心法，作為專利從業人員評估台灣生技

醫藥產業發明標的可專利性時的具體依據，並以此期許台灣生技醫藥產業將專利布

局考量提升至公司商業判斷層次。 

 

 

                                                        
101 Matthew Bultman, ‘On Sale’ Ruling Shows Need for Earlier Patent Applications, Law360, 

available at https://www.law360.com/articles/1120924 (last visited Jan.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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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專利法第2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下列各款，不予發明專利：……二、人類或

動物之診斷、治療或外科手術方法」，此乃考量醫療行為的公益性而使免於專利侵

權之風險而增加技術選擇的自由度1。但美國並未限制人類醫療方法專利之授予2。

因而，美國醫藥專利申請案到我國申請專利時，關於醫療方法請求項，其會改寫為

醫藥用途請求項3。 

所謂「醫藥用途請求項」，其基本語法例如為「化合物A作為藥物之用途」、

「化合物A在製備治療疾病X之藥物的用途」、或「醫藥組成物B之用途，其係用於

                                                        

DOI：10.3966/221845622019100039010 

收稿日：2019年9月3日 
*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副教授。
 

1 楊智傑，專利法，2014年，34頁。 
2 陳秉訓，論申請人類之診斷、治療或外科手術方法專利之再思考，專利師，2014年7月，18

期，2頁。 
3 See Yulan Kuo, International Report — Special Notes on Taiwan Patent Prosecution, IAM, Jan. 1, 

2007, available at https://www.iam-media.com/special-notes-taiwan-patent-prosecution (last 

visited Aug. 1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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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備治療疾病X之藥物」等形式，後二者又稱為稱為瑞士型請求項（Swiss-type 

claim）4。智慧財產局的專利審查基準認為該些醫藥用途請求項不是方法請求項，

故非屬法定不予發明專利之標的5。 

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申請專利範圍應界定申請專利之發明；其得包括

一項以上之請求項，各請求項應以明確、簡潔之方式記載，且必須為說明書所支

持」，其包含「明確性」要求。另專利法第58條規定專利權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

其同意而實施該發明之權」6。侵權人是否有非法實施專利的狀態係分別視請求項為

「物之發明」或「方法發明」而有不同之定義7。實務上曾有智慧財產法院判決認為

「倘無法判斷請求項之範疇為物或方法，將無法判斷專利權究為專利法第[58]條第

[2]項之物品專利，抑是專利法第[58]條第[3]項之方法專利，而無法解釋申請專利範

圍，致無法判斷被控侵權物品或方法有無落入申請專利範圍」8，進而認定系爭請求

項不具明確性9。 

                                                        
4 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發明專利實體審查」／第十三章「醫藥相關發明」，2013年，2-

13-14頁（下稱「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在本文寫作時，智慧財產局正進行「醫藥相

關發明審查基準」之修正，其刪除「化合物A作為藥物之用途」做為醫藥用途請求項之類

型。（見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發明專利實體審查」／第十三章「醫藥相關發明」，2020

年版草稿之畫線版，2-13-17頁，網址：https://www.tipo.gov.tw/tw/dl-19980-6e102fd1a89742aa 

954de472fe66b703.html，最後瀏覽日：2019年9月20日。（下稱「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修

正草案」）。由於草案仍屬未定狀態，本文於行文時僅於註釋補充差異部分，但草案如與現

行版無異，則本文不再說明。 
5 同前註。 
6 專利法第58條第1項。 
7 專利法第58條第2項和第3項。 
8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5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八、(三)、2」。引文內的

「[]」符號為筆者所加。該符號內的文字為就原判決內容的相對應部分所改寫，以符合本文

論述的流暢。以下本文各判決之引用若遇此狀況者則不再解釋。 
9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5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八、(五)」。本案上訴至最高

法院後被廢棄；而關於不明確爭議，最高法院表示專利法規與專利審查基準並未限定方法請

求項的表達方式，故「原審未說明相關法規之所依憑，並認定依[系爭請求項]之相關記載，

是否不能表達方法發明之技術特徵，即遽為[專利權人]不利之論斷，亦嫌疏略」。（最高法

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85號民事判決理由。）發回更審後，智財法院並未再就明確性議題討

論，而以侵權不成立為由繼續駁回專利權人之訴。（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專上更(一)字

第4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五、(三)」。）雖如此，本文仍以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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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用途請求項」以標的物用語觀之，其難以區別是屬於物品或方法。另如

果請求項包含投藥方法的陳述，例如「其中被投與至該有其需要之個體的該治療劑

量之睪固酮係120mg，一天投與兩次」10，則其偏向「方法」的性質更多，而有應

視為醫療方法專利之疑慮。因此，「醫藥用途請求項」可能有不具明確性的問題。 

在專利連結制度實施後，「醫藥用途請求項」的明確性問題將受到檢驗。根據

2018年修正藥事法11第48條之3第1項「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認有提報藥品專利權

專利資訊之必要者，應自藥品許可證領取之次日起45日內，檢附相關文件及資料，

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為之；逾期提報者，不適用本章[（即第四章之一／西藥之專利

連結）]規定」。同條第2項進一步限定可提報的藥品專利權僅包括一、物質、二、

組合物或配方、及三、醫藥用途12。另方面，藥事法第48條之9第1項規定「學名藥

藥品許可證申請人，應於申請藥品許可證時，就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已核准新藥

所登載之專利權，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為下列各款情事之一之聲明：……四、該新

藥對應之專利權應撤銷，或申請藥品許可證之學名藥未侵害該新藥對應之專利

權」。另同法第48條之12第2項規定該通知中應「就其所主張之專利權應撤銷或未

侵害權利情事，敘明理由及附具證據」13，復根據同條第3項，未達成通知所要求

者，其申請案將被駁回14。因此，假若核准新藥所登載之專利權包括醫藥用途專

利，則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必然要回應相關「醫藥用途請求項」的專利有效性

問題，因而前述不明確性問題將成為爭議。 

對此議題，以下本文首先分析醫藥用途請求項的內涵，並舉例兩個實務個案。

接著，本文引用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5號民事判決及其上訴審判決，

                                                                                                                                                        

字第35號民事判決為法理基礎，但在行文中回應最高法院對智財法院見解之問題。 
10 發明專利第I664982號請求項7。 
11 2018年1月31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700009771號令修正公布第40之2、100、106條條文；增

訂第40之3、48之3～48之22、92之1、100之1條條文及第4章之1章名；除第4章之1、第92之

1、100、100之1條條文，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條文自公布日施行；另，2019年

8月6日行政院院台衛字第1080025868號令發布第4章之1、第92之1、100、100之1條條文，定

自2019年8月20日施行（下稱「新藥事法」）。 
12 新藥事法第48條之3第2項。 
13 新藥事法第48條之12第2項。 
14 新藥事法第48條之12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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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介紹美國法實務，以闡述醫藥用途請求項所涉及的不明確性問題。最後，本文建

議可採歐洲專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的實務而准許物品請求項可以「用

以」（for use）的實務。然而同時，專利法的新穎性條文必須比照《歐洲專利條

約》（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第54條第4項與第5項的立法模式，讓物品請求

項的所請標的可以是已知的醫藥化合物或組合物，但其用於新的醫療方法時仍是符

合新穎性的物品請求項15。在此制度下，「醫藥用途」類的專利得以物品請求項的

方式存在，從而避免不明確的問題，而非因此違反不予專利的規定。 

貳、從醫療方法請求項到醫藥用途請求項 

一、醫藥用途請求項 

我國自2004年7月1日起由於專利審查基準的修正，而開始允許以「用途」為標

的物的請求項16。根據專利審查基準之第2篇發明專利實體審查之第13章醫藥相

關發明（2013年版，即現行法規），用途請求項依是否為涉及醫療用途而非為兩

類17。 

第一類用途請求項是針對所請發明有醫療用途之可能，例如化合物或組成物其

可「用於人類或動物之診斷、治療或外科手術之目的」18。若該類發明以用途（或

使用、應用）為申請標的，例如「化合物A在治療疾病X之用途」，則其會視同

「使用化合物A治療疾病X之方法」，而被認定「屬於人類或動物之治療方法」而

                                                        
15 See, e.g., Stacey J. Farmer & Martin Grund, Revision of 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 

Potential Impact on European Patent Practice, 36 AIPLA Q.J. 419, 430-32 (2008); Takuya Yasui, 

Protecting A Drug Dosage Regime Using Medical Method or Medical Use Patents, 96 J. PAT. & 

TRADEMARK OFF. SOC’Y 316, 323-31 (2014); Geertrui Van Overwalle, Policy Levers Tailoring 

Patent Law to Biotechnology: Comparing U.S. and European Approaches, 1 UC IRVINE L. REV. 

435, 455-57 (2011). 
16 張仁平，由我國開放用途申請標的論用途發明專利之保護與審查（上），智慧財產權月刊，

2005年3月，75期，41頁。 
17 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註4文，2-13-14頁。 
1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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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專利19。但若改寫為「化合物A作為藥物之用途」、「化合物A在製備治療疾病

X之藥物的用途」、或「醫藥組成物B之用途，其係用於製備治療疾病X之藥物」

等，則可避免此問題20。 

針對「瑞士型請求項」，即以「化合物A在製備治療疾病X之藥物的用途」或

「醫藥組成物B之用途，其係用於製備治療疾病X之藥物」等為形式之用途請求項，

專利審查基準視其為「一種製備藥物之方法，非屬人類或動物之治療方法21。如果

瑞士型請求項之技術特徵「涉及給藥方式，例如使用劑量、給藥途徑、給藥間隔、

不同成分先後使用等」，其仍「非屬人類或動物之治療方法」，而不會「以專利法

第24條第2款之規定予以核駁」22。 

甚至，智財局准予「一種治療疾病X的方法，其係使用化合物A」或「化合物A

用於治療疾病X的用途」等涉及醫療方法之請求項可修正為瑞士型請求項，即「化

合物A用於製備治療疾病X之藥物的用途」23。該類修正「不視為超出申請時說明

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24，而不違反專利法第43條第2項之規定，

即「修正，除誤譯之訂正外，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

之範圍」，而不會被核駁25。 

第二類用途請求項為非醫療用途之發明。根據專利審查基準，其不涉及「法定

不予發明專利之標的，不得以瑞士型請求項之型式撰寫，而應以一般用途請求項或

其他方式撰寫」26。例如醫療器材、裝置或設備（例如手術儀器）等，其非「化合

物」或「組成物」，故「其無法做為『製備藥物』之用途，因此亦不得以瑞士型請

                                                        
19 同前註。 
20 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註4文，2-13-14頁。「化合物A作為藥物之用途」將從醫藥用途請

求項之類型中刪除。（見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修正草案，註4，2-13-17頁。） 
21 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註4文，2-13-14頁。 
22 同前註，2-13-15頁。 
23 同前註，2-13-14頁。 
24 同前註。 
25 專利法第46條第1項。 
26 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註4文，2-13-14頁。不過「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修正草案」則刪

除此限制。（見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修正草案，註4，2-13-17至2-13-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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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項之撰寫方式申請新穎醫療用途（例如手術用途）」27。不過，「化合物」或

「組成物」發明仍有可能以用途請求項表達，例如「一種含全氟烷基金屬錯合物用

於作為斑塊、腫瘤及壞死組織成像之MR造影之對比介質之用途」28。限制此請求項

書寫方式的原因在於，瑞士型請求項「係為避免涉及人類或動物之治療方法之特殊

撰寫方式」，故僅限於「化合物」或「組成物」用於醫療用途之發明29。 

二、個案一：醫療方法為本質 

以發明專利第I661826號「降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之組合物及方法」為例。其

請求項 1 為「一種那曲酮（ naltrexone ）或其醫藥上可接受之鹽及安非他酮

（bupropion）或其醫藥上可接受之鹽之用途，其係用以製備用於降低個體之主要不

良心血管事件（MACE）之風險的藥物，其中該那曲酮及安非他酮或彼等之醫藥上

可接受之鹽係調配為持續釋放調配物」。請求項1屬典型的醫藥用途請求項。 

此外，該發明專利之請求項18進一步將醫療方法列為限制條件，其語法為「如

請求項1至3中任一項之用途，其中該藥物係以下列方式使用：……」。該請求項18

可對應到在該發明專利的美國申請案（即申請案第14/322,810號，現為專利第

8,969,371號）中的第3項與第5項，但差別在於美國專利部分是醫療方法請求項（即

“A method of treating a subject …”），以及該些醫療步驟是已實施在病人上。表1為

本案例之我國與美國請求項之比較表。 

表1 

我國發明專利第I661826號之請求項18 美國專利第8,969,371號之請求項3 

在治療第1週每天使用8mg之該持續釋放那曲

酮或其醫藥上可接受之鹽及90mg之該持續釋

放安非他酮或其醫藥上可接受之鹽； 

about 8 mg of said sustained release naltrexone 
or a pharmaceutically acceptable salt thereof and 
about 90 mg of said sustained release bupropion 
or a pharmaceutically acceptable salt thereof 
daily for a first week of treatment; 

                                                        
27 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註4文，2-13-14頁。 
28 同前註，2-13-2頁。「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修正草案」對此請求項案例有些許文字上潤

飾。（見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修正草案，註4文，2-13-2頁。） 
29 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註4文，2-13-14頁。不過「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修正草案」則刪

除此限制。（見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修正草案，註4文，2-13-17至2-13-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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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發明專利第I661826號之請求項18 美國專利第8,969,371號之請求項3 

在治療第2週每天使用16mg之該持續釋放那

曲酮或其醫藥上可接受之鹽及180mg之該持

續釋放安非他酮或其醫藥上可接受之鹽； 

about 16 mg of said sustained release naltrexone 

or a pharmaceutically acceptable salt thereof and 

about 180 mg of said sustained release bupropion 

or a pharmaceutically acceptable salt thereof 

daily for a second week of treatment; 

在治療第3週每天使用24mg之該持續釋放那

曲酮或其醫藥上可接受之鹽及270mg之該持

續釋放安非他酮或其醫藥上可接受之鹽；及

about 24 mg of said sustained release naltrexone 

or a pharmaceutically acceptable salt thereof and 

about 270 mg of said sustained release bupropion 

or a pharmaceutically acceptable salt thereof 

daily for a third week of treatment; and 

在治療第4週及治療之後續任何週每天使用

32mg之該持續釋放那曲酮或其醫藥上可接受

之鹽及360mg之該持續釋放安非他酮或其醫

藥上可接受之鹽。 

about 32 mg of said sustained release naltrexone 

or a pharmaceutically acceptable salt thereof and 

about 360 mg of said sustained release bupropion 

or a pharmaceutically acceptable salt thereof 

daily for a fourth week of treatment and any 

subsequent weeks of treatment. 

三、個案二：藥品請求項之變形 

發明專利第I664982號「前體脂質體睪固酮調配物」亦採取瑞士型請求項之語

法，其請求項1為「一種前體脂質體粉末分散劑於製造一藥物的用途，該藥物係供

用於睪固酮補充治療法（Testosterone Replacement Therapy, TRT）以在有其需要之

個體中治療性腺低能症（hypogonadism），其中……」。然而，其美國專利母案

（申請號61/644,996，專利號8,957,053）卻不包含醫療方法請求項，而僅是物品請

求項，例如前體脂質體粉末分散劑（proliposomal powder dispersion）、醫藥組合物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口服劑型（oral dosage form）等。發明專利第

I664982號的請求項1可對應於其美國專利之請求項2（標的為「 a proliposomal 

powder dispersion」，附屬於請求項1），整理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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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個案二之請求項比較(一) 

我國發明專利第I664982號之請求項1 美國專利第8,957,053號之請求項2 

其中該前體脂質體粉末分散劑基本上由以下

組成： 

A proliposomal powder dispersion, consisting 

essentially of（取自請求項1） 

(a)一治療劑量之睪固酮，(b)膽固醇，及(c)至

少一磷脂質，其係選自於二硬脂醯基磷脂醯

膽鹼（distearoyl phosphatidylcholine）、二棕

櫚醯基磷脂醯膽鹼、二肉豆蔻醯基磷脂醯膽

鹼、蛋磷脂醯膽鹼、大豆磷脂醯膽鹼、二肉

豆 蔻 醯 基 磷 脂 醯 甘 油 鈉 （ dimyristoyl 

phosphatidyl glycerol sodium）、1,2-二肉豆蔻

醯基-磷脂酸、二棕櫚醯基磷脂醯甘油、二棕

櫚醯基磷酸（dipalmitoyl phosphate）、1,2-二

硬 脂 醯 基 -sn- 甘 油 -3- 磷 -rac- 甘 油 （ 1,2-

distearoyl-sn-glycero-3-phospho-rac-glycerol）、

1,2-二硬脂醯基-sn-甘油-3-磷脂酸、磷脂醯絲

胺酸以及神經鞘磷脂、或其等之組合，其中

(a)和 (b)係以範圍由1.0：0.05至1.0：0.30的

(a)：(b)重量比存在；以及(a)、(b)和(c)係以範

圍由1.0：1.0至1.0：2.5的(a)：((b)+(c))重量比

存在。 

(a) native testosterone, 

(b) cholesterol, and 

(c) at least one phospholipid, 

[wherein the phospholipid is selected from 

distearoyl phosphatidylcholine, dipalmitoyl 

phosphatidylcholine, dimyristoyl phosphatidyl-

choline, egg phosphatidylcholine, soy phos-

phatidylcholine, dimyrsityl phosphatidyl glycerol 

sodium, 1,2-dimyristoyl-phosphatidic acid, di-

palmitoylphosphatidylglycerol, dipalmitoyl phos-

phate, 1,2-distearoyl-sn-glycero-3-phospho-rac-

glycerol, 1,2-distearoyl-sn-glycero-3-phosphatidic 

acid, phosphatidylserine and sphingomyelin, or 

a combination thereof,] 

wherein (a) and (b) are present in a weight ratio 

(a):(b) ranging from 1.0:0.05 to 1.0:0.30 and (a), 

(b) and (c) are present in a weight ratio of 

(a):((b)+(c)) ranging from 1.0:1.0 and 1.0:2.5.

（整合請求項1與2） 

 

發明專利第I664982號的請求項1似乎是不必要的，因為其可依照美國專利第

8,957,053號而主張物品請求項。事實上，美國專利第 8,957,053號的接續案第

9,623,033 號請求醫療方法專利，其請求項標的為 “A method of testosterone 

replacement therapy (TRT) to treat hypogonadism in an individual in need thereof ”。舉

例而言，美國專利第9,623,033號的請求項8，其有投藥步驟並大致可對應到發明專

利第I664982號的請求項7，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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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個案二之請求項比較(二) 

我國發明專利第I664982號之請求項7 美國專利第9,623,033號之請求項8 

如請求項6之用途，其中被投與至該有其需要

之個體的該治療劑量之睪固酮係120mg，一天

投與兩次。 

The method of TRT according to claim 1 or 

claim 4, wherein the dosage amount administered 

to the human in need thereof is 120 mg, 

administered twice daily. 

參、明確性爭議 

「醫藥用途請求項」的問題在於其難以歸屬物品或方法而有不明確性，此乃構

成專利無效之理由。以下進一步分析。 

一、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5號民事判決 

(一) 明確性爭點 

在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5號民事判決中，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為

「一種使用反射器解決多點對多點遠距即時串流視訊傳輸及儲存瓶頸之方法，其特

徵為： 

反射器被設置於包含數位監控（DVR）、視訊伺服器（Video Server）之被監

控端與至少包含有串流伺服器（Streaming Server）之伺服端間； 

被監控端與伺服端間之即時協定視訊資料，係以建構隧道之方式，在寬網路

（WAN）建立獨立之傳輸層與網路層隧道（tunnel）空間傳輸； 

反射器設儲存裝置，隨時將輸入反射器之即時協定儲存於儲存裝置內之視訊

『raw data』暫○區○○○○○段轉檔成『mp4』檔儲存後，即予刪除； 

反射器具有同時將接收到『rtp』即時視訊反射給多個接收區塊，包括串流伺服

器、視訊轉碼器、異地備援反射器、即時性監視設備等； 

反射器之交互備份具有平衡各伺服端、串流伺服器負載之功能」30。 

本案法院認為請求項1不具明確性31。其主要理由有二。首先是請求項必須區別

                                                        
30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5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八、(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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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和方法，例如「物之請求項包括物質、物品、設備、裝置或系統等；而方法請

求項包括製造方法、處理方法、使用方法及用途的方法等」，因為「倘無法判斷請

求項之範疇為物或方法，將無法判斷專利權究為專利法第[58]條第[2]項之物品專

利，抑是專利法第[58]條第[3]項之方法專利，而無法解釋申請專利範圍，致無法判

斷被控侵權物品或方法有無落入申請專利範圍」32。據此，本案法院認為物品請求

項與方法請求項「之具體載明之方式不同」，例如「物之請求項中應載明各構件之

結構、材料、功能以及各構件間連接關係等關於物之具體界定；方法之請求項中應

載明步驟、動作等關於方法之具體界定」33。至於以功能用語形式撰寫電腦軟體相

關之請求項，本案法院認為對物品請求項係採「手段功能用語」（即「手段或裝置

用以」之表示）描述其技術特徵，「而發明說明中應記載對應請求項中所載之功能

結構或材料」；另方法請求項之技術特徵乃以「步驟功能用語」（即「步驟用以」

之表示）描述，「而發明說明中應記載對應請求項中所載之功能的動作」34。 

其次是請求項1標的為方法請求項但內容卻有物品請求項之技術特徵35。本案法

院認為請求項1有5個技術特徵：1.「反射器被設置……」；2.「被監控端與伺服端

間……」；3.「反射器設儲存裝置……」；4.「反射器具有……」；5.「反射器之交

互備份……」，「僅其中第1、3個技術特徵為步驟之動作，其餘技術特徵均為物之

請求項之界定，顯未能明確記載其所請之方法請求項之整體內容」，而「使該發明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從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縱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

識，仍無法明確瞭解其意義，而對其專利範圍產生疑義」36。因此，本案法院認定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顯有記載不明確之情事」37。 

本案法院又以回應專利權人之二項主張來佐證其「不明確性」的認定38。首

                                                                                                                                                        
31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5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八、(一)」。 
32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5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八、(三)、2」。 
33 同前註。 
34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5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八、(三)、3」（引用2000年版

之發明專利審查基準第九章，2-9-18頁）。 
35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5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八、(三)、3、(2)」。 
36 同前註。 
37 同前註。 
38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5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八、(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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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本案法院指出專利權人自提的侵權分析報告中，其「以視訊遠端監控設備、視

訊監控平臺、視訊監控系統等物品，而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技術特徵進行比

對，足認[專利權人]對於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究為物品專利或抑為方法專利，有

所混淆」39。雖專利權人試圖將系爭請求項解釋為5步驟，但其無法將各步驟對應至

請求項1的技術特徵。此外，專利權人對步驟4解釋為「伺服端之串流伺服器主要功

能，係界定串流伺服器之功能」，對步驟5解釋為「反射器之轉檔功能模組具有之

功能，亦屬界定反射器之功能」，而二者皆屬於物之界定40。最後，就專利權人對

系爭請求項的技術特徵所做的描述，例如D項為「系爭專利之反射伺服器設有一接

收模組」、E項為「系爭專利之反射伺服器設有一儲存模組」等，其「均在界定反

射伺服器之結構，屬於物之界定」，而再度印證專利權人無法分辨系爭請求項為物

品專利或方法專利41。 

第二是專利權人主張系爭請求項屬用途發明，但本案法院指出「其請求項仍必

須載明使用該物品之步驟，而非如[專利權人]所主張僅載明該物品之功能即可」，

因為物品用途之發明其「請求項之標的並非物品本身，而在於應用該物品之步

驟」42。 

因此，本案法院認為不論是由系爭請求項的文字或專利權人的請求項解釋，其

「均無法判斷系爭[請求項]之範疇，究為物品專利或是方法專利。準此，系爭[請求

項]確有未明確之情事」43。 

(二) 最高法院之不同意見 

對本案智財法院的不明確性認定，最高法院持不同見解，並因此而廢棄原審判

決44。首先，最高法院認為「查專利法並無規定或限制方法發明請求項之表現形

態」，且「專利審查基準雖有指出方法發明應為條件、步驟（……）來界定技術特

                                                        
39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5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八、(三)、4、(1)」。 
40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5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八、(三)、4、(1)同前註」。 
41 同前註。 
42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5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八、(三)、4、(2)」。 
43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5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八、(三)、4」。 
44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85號民事判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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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惟並無規定在中文的文字或文法上如何表達條件、步驟之型態」，故「只要能

表達出方法發明之技術特徵，即應屬符合專利法之規定」45。此外，最高法院指出

「原審未說明相關法規之所依憑，並認定依[系爭請求項]之相關記載，是否不能表

達方法發明之技術特徵，即遽為[專利權人]不利之論斷，亦嫌疏略」46。因而，最高

法院要求發回更審時，智財法院應審查系爭請求項1其「不符修正前專利法第二十

六條第三項之規定，係因無法明確界定究係物之發明或方法發明？抑或因系爭專利

說明書僅將請求項之文字內容複製或改寫？所致」47。 

(三) 評 析 

最高法院不同意智財法院的主要原因是，智財法院並未引用法規來論述為何系

爭請求項之技術特徵陳述不是屬於方法請求項之表達。然而，最高法院並未否定當

請求項無法辨明其為物品請求項或方法請求項時，其所導致之記載不明確問題。因

此，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5號民事判決所提出之法理仍有實務上意

義，即當無法判斷請求項其為物品請求項或方法請求項時，該請求項即不符合「明

確性」之要件。 

二、美國法之借鏡──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 2173.05(q) 

美國專利審查基準（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第2173.05(q)節（下

稱「MPEP § 2173.05(q)」）指出欲請求方法專利但未引述任何涉及該方法之步驟

者，其通常有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b)項之不明確問題48。 

另MPEP § 2173.05(q)列舉兩個案例，並指出專利適格性是更適當的理由，以核

                                                        
45 同前註。 
46 同前註。 
47 同前註。 
48 See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 2173.05(q) [R-11.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73.html#d0e218952 (last visited Aug. 14, 2019) 

(“Attempts to claim a process without setting forth any step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generally 

raises an issue of indefiniteness under 35 U.S.C. 112(b) or pre-AIA 35 U.S.C. 112, second 

para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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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以「用途」為標的的請求項49：Ex parte Dunki案50及Clinical Products Limited v. 

Brenner案51。關於專利適格性，美國專利法第101條（35 U.S.C. § 101）定義4類可

授予專利之標的物：製程（process）、機器（machine）、製造（manufacture）、

和事物之組成（composition of matter）；另其前4者之改良（improvement）亦屬之52。

針對「製程」，其定義在第100條，其為製程（process）、技藝（art）、方法

（method）、和對於已知製程、機器、製造、事物之組成、及物質（material）等之

新用途53。 

「用途」請求項的問題是其不符合第101條的「製程」範疇。Dunki案是美國專

利主管機關內部的行政救濟機構所做的裁定，其中系爭請求項12為「一種高碳沃斯

田鐵合金之用途，該高碳沃斯田鐵合金係具有一定比例的自由碳，做為汽車煞車構

件，該構件受制於滑動摩擦之應力」（The use of a high carbon austenitic iron alloy 

having a proportion of free carbon as a vehicle brake part subject to stress by sliding 

friction）54。該裁定認為系爭請求項12非屬「製程」55。 

另在Clinical Products案中，系爭請求項41為「一種穩定釋放型療效劑之用途，

其用於帶有麻黃鹼（或麻黃素）之個體、且麻黃鹼吸附於聚苯乙烯磺酸」（The use 

as a sustained release therapeutic agent in the body of ephedrine adsorbed upon 

polystyrene sulphonic acid），而專利主管機關認為其不具明確性且非屬適格的專利

標的56。該案地方法院雖推翻不明確之認定，但其維持不具適格性的見解，因為第

100條所指的「新用途」必須以製程或方法來請求57。 

                                                        
49 Id. (“Other decisions suggest that a more appropriate basis for this type of rejection is 35 U.S.C. 

101.”). 
50 Ex parte Dunki, 153 U.S.P.Q. 678 (Pat. & Tr. Office Bd. App. May 9, 1967), 1967 WL 7653. 
51 Clinical Prod. Ltd. v. Brenner, 255 F. Supp. 131 (D.D.C 1966). 
52 See 35 U.S.C. § 101. 另見劉國讚，專利法之理論與實用，2014年，73頁。 
53 See 35 U.S.C. § 100 (“The term ‘process’ means process, art or method, and includes a new use of 

a known process, machine, manufacture, composition of matter, or material.”). 
54 See Dunki, 1967 WL 7653, at *1. 
55 Id. at *2. 
56 See Clinical Prod. Ltd., 255 F. Supp. at 132. 
57 Id. at 1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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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EP § 2173.05(q)的標題為「『用途』請求項」（“Use” Claims），因而該節

的內容應屬美國審查實務的對用途請求項之見解。Clinical Products案之系爭請求項

41所涉類型類似我國專利實務上所使用的用途請求項語法。雖Clinical Products案判

決不認為系爭用途請求項不具明確性，但該判決內容並未有法理論述而僅屬事實認

定58。因此，美國實務對於請求項內容不能分辨為物品請求項或方法請求項者，應

會認定其不具明確性59。 

三、醫藥用途請求項之明確性問題 

最高法院指責智財法院「未說明相關法規之所依憑，並認定依[系爭請求項]之

相關記載，是否不能表達方法發明之技術特徵，即遽為[專利權人]不利之論斷，亦

嫌疏略」60。此意涵當請求項的撰寫符合智財局的法規時，該請求項即為合法。然

而，最高法院亦要求智財法院應審查系爭請求項其「不符修正前專利法第二十六條

第三項之規定」是否「係因無法明確界定究係物之發明或方法發明」所致61。此顯

示請求項的明確性是基於其能否被界定為物品或方法而定。 

事實上，專利審查基準有所謂「範疇不明確」概念，其有三類狀況：「發明範

疇不明確，例如請求項記載為『一種方法或裝置，包含……』或『一種方法及裝

置，包含……』；或無法判斷請求項所指者為物或方法，例如『一種化學物質X的

消炎功效』；或請求項引用二種以上之範疇，例如『如請求項1之人工心臟或請求

項2之製造人工心臟的方法』」62。 

「醫藥用途請求項」的基本內容基本上僅是陳述醫藥物品功能（即「其係用以

                                                        
58 Id. at 135. 
59 See UltimatePointer, L.L.C. v. Nintendo Co., 816 F.3d 816, 826 (Fed. Cir. 2016) (“We have held 

that ‘a single claim covering both an apparatus and a method of use of that apparatus’ fail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 112 because ‘it is unclear whether infringement ... occurs when one creates 

a[n infringing] system, or whether infringement occurs when the user actually uses [the system in 

an infringing manner].’” (alteration in original)). 
60 註44判決理由。 
61 同前註。 
62 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發明專利實體審查」／第一章「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摘要及圖

式」，2013年，2-1-18頁（下稱「發明專利審查基準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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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備……」），其無構件或步驟的內容，故導致其本質是物品或方法屬不明確的問

題。雖可能加上醫療步驟的技術特徵，但因其「用以製備」用語而不被視為方法請

求項；且儘管視為方法請求項，則會落入不予專利的標的範疇。 

雖專利審查基準視醫藥用途請求項為「一種製備藥物之方法」63，但製備藥物

之方法有其獨立的請求項語法，例如「一種醫藥組成物之製備方法」64。根據專利

審查基準，實施方式的記載內容「對於方法發明，應敘明其步驟，得以不同的參數

或參數範圍表示其技術條件」65。雖專利審查基準或專利法施行細則未明訂方法請

求項的具體內容，但要求方法發明的實施例應記載該方法之步驟內容，此意涵「步

驟」乃方法發明之技術特徵，故自然應為相關方法請求項之技術特徵。 

既然視醫藥用途請求項為製備藥物之方法，則該醫藥用途請求項內應有製備藥

物之相關步驟。然而，醫藥用途請求項內的技術特徵著重於「藥品的使用」或「藥

品的成分」；前者屬步驟但非製備藥物之步驟，而後者屬物品之技術特徵，且二者

都無法描述藥物製備。因此，視「醫藥用途請求項」為「一種製備藥物之方法」乃

本質上凸顯該類請求項的不明確問題。 

肆、待結論：歐盟之借鏡 

一、新穎性問題 

「醫藥用途請求項」基本上在提供第二用途醫藥品之保護66。同一藥品可能有

兩種以上的療效，但通常於申請專利時會集中在一種療效，因為藥品發展時僅會針

對單一疾病67。不過，藥品經使用後可能發現有第二種療效，例如「威而鋼」原本

設計於治療冠狀動脈心臟病，但於人體試驗期中卻發現其更有利於男性勃起能力的

                                                        
63 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註4文，2-13-14頁。 
64 同前註，2-13-1頁。 
65 發明專利審查基準第一章，註62文，2-1-5頁。 
66 余佳芮，我國專利制度對於第二用途醫藥品之保護，專利師，2014年4月，17期，24-36頁。 
67 李素華，醫藥發明之專利個案探討：以我國長青樹藥品專利為例，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2012年6月，41卷2期，652-6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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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而改變為治療男性性功能疾病68。 

假設一藥品的第一種療效為已知資訊，則其無法以同一藥品因第二種療效而申

請物品專利69。根據專利審查基準，如果系爭醫藥組合物之專利申請案內所請之

「具有特定性質的化合物與引證文件中化合物相同」，且二者之差異僅是「所產生

之醫藥用途不同時」，則該專利申請案之醫藥組成物乃不具新穎性70。舉例而言，

系爭醫藥組合物請求項為「一種用於治療疾病Z之醫藥組成物，其包含有效量之化

合物A」，但引證案揭露「一種用於治療疾病X之醫藥組成物，其包含有效量之化

合物A」而疾病Z不同於疾病X，則因「化合物A係已知的，故所請醫藥組成物不具

新穎性」71。 

此新穎性問題僅能以改請用途請求項來化解72。根據專利審查基準，如果「一

種用於治療疾病Z之醫藥組成物，其包含有效量之化合物A」修正為「一種化合物A

之用途，其係用於製備治療疾病Z之醫藥組成物」，則其相較於該引證案即具新穎

性73。 

此新穎性之考量雖不利於第二用途醫藥品之保護74，但其符合專利審查基準的

內在邏輯一致性。例如「以製法界定物之請求項」乃以「製備步驟及參數條件等重

要技術特徵」來界定物品請求項75。對該類請求項，專利審查基準指出「其是否具

備新穎性或進步性並非由製法決定，而係由該物本身來決定」76。亦即，「若請求

項所載之物與先前技術中所揭露之物相同或屬能輕易完成者，即使先前技術所揭露

之物係以不同方法所製得，該請求項仍不得予以專利」77。相似地，以第二用途為

特徵的藥品請求項其特徵雖是該第二用途，但該請求項本質仍是物品請求項，故新

                                                        
68 陳明豐，威而鋼與心血管疾病，台灣醫學，1999年5月，3卷3期，314頁。 
69 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註4文，2-13-22頁。 
70 同前註。 
71 同前註。 
72 同前註。 
73 同前註。 
74 余佳芮，註66文，42-43頁。 
75 發明專利審查基準第一章，註62文，2-1-34頁。 
76 同前註。 
7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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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性或進步性之判斷仍以該藥品本身為主78。 

二、《歐洲專利條約》第54條第4項與第5項之引入 

為避免前述明確性之疑慮，本文建議我國專利法的新穎性規定可引入《歐洲專

利條約》第54條第4項與第5項的立法模式，以准許藥品請求項以新穎的療效來取得

專利。 

《歐洲專利條約》第54條規範新穎性的要件，共有5項79。第1項指出「一件發

明應被視為新穎的，如果其並未構成現有技藝的一部分」80。第2項定義「現有技藝

應包括於歐洲專利申請日之前已公諸於大眾的所有事物，而公諸方式為書面或口述

的解釋、使用、或其他方法」81。第3項將「現有技藝」延伸至已經申請的、但在第

2項所指之申請日當日或之後才公開的歐洲專利申請案82。 

第4項和第5項針對醫療用途之物質（substance）或組合物（composition）的新

穎性做特別規定83。第4項規定第2項或第3項所涵蓋的現有技藝不可用於否定物質或

組合物之新穎性，如果該物質或組合物所涉及的醫療行為用途非屬於現有技藝84。

進一步，第5項規定就第4項所指之物質或組合物，其新穎性不得以第2項或第3項所

涵蓋的現有技藝予以否定，如果該物質或組合物於醫療行為時所提供之特定使用非

                                                        
78 醫藥相關發明審查基準，註4文，2-13-22頁。 
79 See Farmer & Grund, supra note 15, at 426-27. 
80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rt. 54(1) (“An invention shall be considered to be new if it does not 

form part of the state of the art.”). 
81 Id. at art. 54(2) (“The state of the art shall be held to comprise everything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by means of a written or oral description, by use, or in any other way, before the date of 

filing of the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 
82 Id. at art. 54(3) (“Additionally, the content of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s as filed, the dates of 

filing of which are prior to the date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 and which were published on or after 

that date, shall be considered as comprised in the state of the art.”). 
83 See Farmer & Grund, supra note 15, at 430-31. 
84 Se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rt. 54(4) (“Paragraphs 2 and 3 shall not exclude the patentability 

of any substance or composition, comprised in the state of the art, for use in a method referred to in 

Article 53(c), provided that its use for any such method is not comprised in the state of th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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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現有技藝85。 

在《歐洲專利條約》第54條第4項與第5項的架構下，同一藥品可因為有新穎的

醫療用途而同樣以藥品請求項取得新的專利保護86。甚至，歐洲專利局於其審查基

準中指出對於已知的物質或組合物，若其首次利用於醫療行為時，該物質或組合物

可基於第54條第4項而取得新穎性87。 

歐洲專利局審查基準亦提出適合的請求項寫法，即「物質X，其於疾病Y的治

療中使用」（Substance X for use in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 Y）、或「物品X，其做

為藥品之使用」（Product X for use as a medicament）88。必要的用語是「用以」

（for use），以取得第54條第4項與第5項所給予的新穎性豁免89。 

此外，「於疾病Y的治療中」（in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 Y）之用語有其變形的

選擇，例如：「於治療疾病Y的方法中」（in a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Y）、

「於Y的療程中」（in the therapy of Y）、「於治療Y的方法中」（in a method of 

treating Y）、「於Y療程之方法中」（in a method of therapy of Y）等等90。另就

「其做為藥品」（as a medicament）之用語，如請求第二醫療用途之保護，「藥

品」的用語必須具體到特定療效之藥品，例如：「其做為消炎藥品」（as an anti-

inflammatory medicament）91。 

目前，專利法配套專利連結制度的修法仍進行中。在此刻，引入歐洲專利之實

                                                        
85 Id. at art. 54(5) (“Paragraphs 2 and 3 shall also not exclude the patentability of any substance or 

composition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4 for any specific use in a method referred to in Article 53(c), 

provided that such use is not comprised in the state of the art.”). 
86 See Farmer & Grund, supra note 15, at 432. 另見張仁平，由我國開放用途申請標的論用途發

明專利之保護與審查（下），智慧財產權月刊，2005年4月，76期，46頁。 
87 Se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EPO],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at pt. G, ch. VI, § 7.1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guidelines/e/g_vi_7_1.htm (last 

visited Aug. 28, 2019). 
88 Id. 
89 See EPO,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at pt. G, ch. VI, § 7.1.2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guidelines/e/g_vi_7_1_2.htm (last visited Aug. 

28, 2019). 
90 Id. 
9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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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開放以物品請求項的形式來保護藥品的醫療用途，但仍可稱其為「醫藥用途請

求項」。如此，可處理傳統「醫藥用途」類專利的不明確的問題，以正常發揮專利

連結制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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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論進步性之肯定因素 
—— 「反向教示」：以台灣智財法院相關判決 

為核心 

陳志遠* 

壹、前 言 

為了提升專利審查品質，避免審查人員主觀上後見之明1，台灣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下稱「TIPO」）在2017年針對進步性審查基準的進行改寫，在新版專利審查基

準中，引進了重要的客觀化判斷標準——「肯定進步性之因素」與「否定進步性之

因素」，經由權衡、比較此兩因素的重要性，以做出請求項是否具備進步性判斷。 

值得一提的是，在肯定進步性因素中，將實務界常用之一抗辯理由「反向教

示」，予以明文化，並提出了定性說明與相關案例，以供專利申請人在專利申請與

訴訟中主張，殊值鼓勵與肯定，然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學界對於「反向教示」的

研究較不多見2；另外實務界對於「反向教示」可以適用種類之劃分，略顯不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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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是因為專利審查時間與專利提出申請時間，兩者具有落差，因此造成審查時，審查人員不

易重新立於申請當下的情境，進行案件審查。 
2 例如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網址：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 

ccd=wQ7_0l/search#result中進行檢索（檢索條件：反向教示），未發現有相關論文以此為主

題進行著述，最後瀏覽日：2019年4月10日；另外在月旦知識庫，網址：http://www.lawdata. 

com.tw/中進行檢索（檢索條件: 反向教示），僅見有4篇論文（依發表年，依序排列分別

為：1.宋皇志，論進步性審理之進步空間——智慧財產法院九十七年度行專訴字第十九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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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區分適用之標準，仍過於寬鬆，例如：相較日本特許聽（JPO所發布之專利審查

基準，將反向教示區分為4種不同類型3：一、將次要引證應用到主要引證時，不能

達到主要引證之目的；二、將次要引證應用到主要引證時，主要引證不能適當地發

揮功能；三、次要引證被認為排除於申請專利之發明中，無法為主要引證所採用，

以及；四、就主引證欲解決之課題而言，次要引證記載了較其他實施例更差之例

子，致使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通常不會考慮採用該次要引證，其中，僅

有第三、與台灣現行「反向教示」規定較為相似，而上述其他種類，則未見於台灣

現行審查基準規範（2017年版）中；然相較之下，上述其他種類與美國MPEP4與

EPO審查基準5較為類似，因此，為了能夠提供更為完整的進步性論述理由，台灣專

利審查基準似仍有改善的空間。 

為提供未來實務界參考，本文先由整理台灣專利審查基準中，關於「反向教

示」規定出發，揆諸相關歷年規範，接著經由檢索與仔細閱讀台灣智財法院的相關

判決，梳理出目前實務界關於適用「反向教示」的情況，並介紹數個具有參考價值

之判決， 後綜整並歸納這些判決背後的心證理由，以類型化台灣目前「反向教

示」案件的處理情形。 

                                                                                                                                                        

政判決評析，月旦法學雜誌，2011年4月；2.鄭煜騰、王偉霖，美國專利法上的非顯而易知

性研究，智慧財產評論，2011年12月；3.李懷農，建構進步性審查之正當法律程序，專利

師，2018年1月；4.張仁平，進步性分析中有關「無法預期之結果」的主張及判斷，專利

師，2018年7月；閱讀該些文章後可以發現，文中內容大部分在討論進步性議題，僅順便約

略提及反向教示一詞而已，最後瀏覽日：2019年4月11日。 
3 日本特許廳（JPO ・），特許 実用新案審査基準，第III部特許要件第2章第2節進歩性，11

頁。 
4 USPTO, MPEP 2145 Consideration of Applicant’s Rebuttal Arguments X. ARGUING IMPROPER 

RATIONALES FOR COMBINING REFERENCES D. References Teach Away from the Invention 

or Render Prior Art Unsatisfactory for Intended Purpose. (at 2100-195,196) (Rev. 07, 2015.11) 
5 EPO EXAMINATION GUIDELINES, pt. G, ch. VII-17, § 6 (Nov.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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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關於「反向教示」在台灣專利審查基準中歷年規範

之演進 

「反向教示」此一詞彙，雖然在現行專利審查基準中，已有較為詳細記載，然

查早期專利審查基準中，並未見有明文化之記載，例如2004年版的專利審查基準

中， 接近「反向教示」的規定，係在該版專利審查基準中第2篇第3章第3.3節「進

步性之審查原則」第1項中有謂：「若兩技術內容所揭露之必要技術特徵先天即不

相容，則其技術內容的組合並非明顯」，以及第3章第3.4.2.3節「發明克服技術偏

見」中，記載「申請專利之發明克服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長久以

來根深柢固之技術偏見，而採用因技術偏見而被捨棄之技術，若其能解決所面臨之

問題，得佐證其並非能輕易完成」，然對於其中「必要技術特徵先天即不相容」與

「採用因技術偏見而被捨棄之技術」，當時專利審查基準均未見有詳細闡述，因此

造成實務適用上之困難，所幸，對此問題，法院在部分判決中有提出其相關見解，

例如「採用因技術偏見而被捨棄之技術」係指在某段時間內對於某個技術問題普

遍存在偏離客觀事實的認識，而阻礙該技術領域中之人士對於解決該問題之特定

技術的研究及開發6，因此可推知，若系爭專利之發明，係採用習知技術所捨棄之

技術7，而克服所面臨之技術上問題，自應認為具有進步性；另外對於「必要技術特

徵先天即不相容」，係指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必要技術特徵，其所利用之自然法則、

科學原理或物質之化學作用不同，而於本質上相互悖離，則兩先前技術即無法相

容，尚無從加以組合論究專利之進步性8，雖然法院在部分判決中，對於上述概念做

出補充說明，可資實務界參考，然對於「反向教示」之定義，似仍不夠清楚，造成

後續適用上的困難。 

另外，在2013年版專利審查基準中，仍未針對「反向教示」載有明文，亦未提

出較為具體定義與說明；整部專利審查基準中，與「反向教示」較為密切關係之

處，係在當時專利審查基準第2篇第3章第3.4.1節「進步性之判斷步驟(d)相關先前技

術中關於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教示或建議」中有記載：若相關先前技術中已明確記載

                                                        
6 詳參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訴字第35號判決。 
7 採用習知技術所捨棄之技術，隱含有反向教示之意涵。 
8 詳參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訴字第8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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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實質隱含關於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教示或建議，通常其結合係屬明顯；惟若相關先

前技術中具有排除與其他相關先前技術結合之教示，得認定其結合並非明顯。雖然

此定義非常接近目前（2017年版）專利審查基準之規定，然在該專利審查基準中仍

未見有相關案例說明，因此導致實務上，專利權人如欲主張「反向教示」進行抗

辯，仍具相當之困難度9， 

直至近年，TIPO公告之 新版專利審查基準（2017年版），始見「反向教示」

（teach away）之明文記載，並確認「反向教示」作為肯定請求項具備進步性之正

面因素，並對於「反向教示」做出較為明確之定義：「反向教示」係指相關引證中

已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有關排除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教示或建議，包含引證中已揭露

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相關技術特徵係無法結合者，或基於引證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該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將被勸阻，而不會依循該等技術內容所採的途

徑者。若相關先前技術對於申請專利之發明具有反向教示，則可判斷具有肯定進步

性之因素。 

因此，近年專利審查基準之修改，對於「反向教示」之明文化記載與相關解

釋，雖值得鼓勵，然仍有未盡完善之處，例如審查基準中部分說明——「相關技術

特徵係無法結合」以及「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將被勸阻，而不會

依循該等技術內容所採的途徑者」，兩者區分與適用之標準，仍不明確，另外雖然

在該版專利審查基準（2017）中，已列舉兩個不同例子，教導公眾如何操作「反向

教示」，惟所列舉之案例數目稍嫌不足，若能提供更多的案例，將更有助於實務上

對於「反向教示」的操作。 

                                                        
9 主張「反向教示」之困難度，可以由判決分析得到驗證，詳參本文「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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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反向教示」——台灣智慧財產法院判決解析與 
部分判決案例介紹 

一、台灣智慧財產法院關於主張「反向教示」案件的實務判決 
分析 

為進一步瞭解「反向教示」此一肯定進步性之有利因素在實務之適用情況，本

研究針對智財法院關於「反向教示」相關判決進行分析，經由檢索司法院判決系

統10，針對檢索結果進行整理11，所得結果如下表1所示。由該表所提供之資料，可

以知道目前訴訟實務中，專利權人主張「反向教示」，作為肯定請求項具有進步性

之抗辯理由，後續被智財法院接受的比例甚低，例如：在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中分

別僅有2.7%（＝1/37）12及4.8%（＝3/62）13，法院會接受專利權人「反向教示」之

主張；另外上述分析資料顯示，主張單數引證及複數引證具有反向教示的比例分別

為71.1%（＝32/45）14與28.9%（＝13/45）15，顯示實務運作中，專利權人對於單篇

引證核駁進步性的案件中，認為具有「反向教示」的比例較高，這可能是因為相較

於複數引證，單篇引證較容易主張具有「反向教示」的情況16。 

另外經由閱讀上述判決後，本文進一步整理專利權人主張「反向教示」，不被

                                                        
10 檢索網址為：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網址：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檢索條件：

法院名稱：智慧財產法院；裁判類別：民事以及行政；全文檢索語詞：反向教示；判決日

期：～民國108年3月31日，最後瀏覽日：2019年3月31日。 
11 目前分析包括行政類裁判以及民事類裁判。 
12 主張「反向教示」之民事訴訟案件中（共計37件），僅有1案件（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

訴字第69號判決）主張反向教示，獲得智財法院認同，詳參後續附錄內容。 
13 主張「反向教示」之行政訴訟案件中（共計62件），僅有3案件（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行專

訴字第8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行專訴字第102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行專訴

字第29號判決）主張反向教示，獲得智財法院認同，詳參後續附錄內容。 
14 智財法院對於主張反向教示並做出判決理由之案件中（包括民事訴訟案件與行政訴訟案件，

共計有45案件），主張單數引證具有反向教示之案件共計32案件。 
15 智財法院對於主張反向教示並做出判決理由之案件中（包括民事訴訟案件與行政訴訟案件，

共計有45案件），主張複數引證具有反向教示之案件共計13案件。 
16 請參本文「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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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可之常見原因，包括：引證與系爭專利所使用之技術手段的應用不同17，先

前技術與系爭專利在所欲解決問題主觀上具有差異18，引證資料僅揭露部分實施

例 19，申請專利之發明使用之技術手段並非較為引證資料所揭露之 佳實施 方

式 20，引證資料揭露一種以上的擇一形式記載，惟申請專利之發明並非擇一形式記

載之其中一種21，類型化這些不被法院認同之理由，有助未來專利審查基準的修

正。 

表1 智財法院關於「反向教示」判決之分析22 

「反向教示」判決類型化情況 民事訴訟 行政訴訟 

法 院 對 於 訴 訟 中 ， 一 方 主 張

「反向教示」，有做出對應判

決理由 

法院判決指出「反向教示」不成立 14 27 

法院判決指出，「反向教示」成立 1 3 

合計 15 30 

法院對於訴訟中，一方主張「反向教示」，未做出對應判決理由
23 22 32 

總 計 37 62 

二、台灣智財法院判決部分案例介紹 

按請求項須具備進步性，係為取得專利權之必要條件，誠如同上述，由於先前

專利審查基準版本，較少對於「反向教示」提出清楚定義與案例說明，造成訴訟中

專利權人欲以「反向教示」抗辯，主張請求項具有進步性，而被法院認同的機會極

低，因此本文即就目前台灣司法單位所做出相關判決中，挑選數個具有代表性之判

決，分述如下，期許作為未來實務界應用之參考。 

                                                        
17 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行專訴字第21號判決。 
18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專訴字第25號判決。 
19 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行專訴字第49號判決。 
20 專利審查基準，專利審查基準，2017年，2-3-24頁。 
21 同前註。 
22 表中對應統計數字之判決字號，請參本文附錄。 
23 判決中未指出對應之心證理由，係因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及參加人其餘主張或答辯，經法

院審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論進步性之肯定因素 153 

專利師︱第三十九期︱2019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一)案例1：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上字第58號 

1.事實概要  

上訴人起訴主張其為系爭專利權人，被上訴人新加坡商中微公司為被上訴人大

陸中微公司在新加坡所設立之海外據點，專門從事半導體設備銷售與售後支援服

務。 

上訴人就系爭機器與系爭專利進行分析比對，並認為系爭機器已落入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4、6至9、11、12、14、19、20、21及23項而構成專利侵害，為

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專利法第56條第1項提

起本件訴訟，並聲明求為判決：被上訴人不得自行或使他人直接或間接為製造、販

賣、販賣之要約、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型號為「Primo D-RIE」之電漿蝕刻機或

其他一切侵害上訴人中華民國第136706號發明專利之物品，或為其他一切相關侵害

前述專利之行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2.關於「反向教示」之爭點說明  

上訴人主張之被證33之電漿散布防止構件16係設計適用於特定非接地結構，而

被證13係揭露一接地的以虛線表示之衝切金屬件26，二被證之實質內容及設計理念

等等是否皆相反，技術內容上互為反向教示？ 

3.智財法院意見略為  

先前技術對於組合某些已知元件具有反向教示（teach away）之效果時，則成

功地組合該已知元件之發明，即難謂係熟悉該項技術者所能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

性，惟所謂「反向教示」係指先前技術已明確排除該已知元件之組合或教示該已知

元件之組合於技術本質上係不相容，抑或基於先前技術所揭露之技術內容，熟悉該

技術領域人士就該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將採取與發明人所採取技術手段相反之研

究方向，至於先前技術就相同之技術問題提出不同之技術手段，或先前技術僅揭露

部分實施例，並非必然表示存在有反向教示，因先前技術之內容並未妨礙熟悉該技

術領域人士採用該發明所採取之技術手段，而影響其組合該已知元件之動機。 

經查，被證33雖未明確揭示其電漿散布防止構件16是否可接地，惟亦未明確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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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僅得適用於非接地結構，而排除適用於接地結構，依上開說明，即難認係反向

教示。 

4.分 析 

在本案例中，專利權人抗辯複數引證之間，因為「反向教示」無法結合，其主

張理由係因兩引證之實質內容不同（一引證適用於非接地結構，另一引證則適用於

接地結構），專利權人所提之抗辯理由，係為目前實務上「反向教示」常見之抗辯

理由一種24；然由此判決結果，似可推得若非從複數引證間先天技術不相容之原

因，進一步實質論述與說明，而僅空言泛稱複數引證係採用不同技術特徵運作，並

推論複數引證之間具有「反向教示」之適用，係無法獲得智財法院之認同，蓋在此

情況下，引證並未具有互相排斥之教示或建議。 

(二)案例2：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行專訴字第8號 

1.事實概要 

專利權人日商山葉發動機股份有限公司於1999年5月29日申請「機車之驅動裝

置」發明專利（下稱「系爭專利」），經審查准予專利。嗣參加人以系爭專利有違

審查時專利法第22條第4項及核准時專利法第20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符發明專利

要件，對之提起舉發。 

經TIPO審查，於2011年8月12日為「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之處分。專利

權人不服，提起訴願，經經濟部決定駁回，原告仍未甘服，遂向智財法院提起行政

訴訟。 

2.關於「反向教示」之爭點說明 

上訴人主張之二被證的實質內容及設計理念等等是否皆相反，技術內容上互為

反向教示？ 

                                                        
24 案例中專利權人主張反向教示，不被採用係屬於誤將「未為較教示」當作為「反向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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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財法院意見略為 

證據2、4固然各自揭露系爭專利所揭示之部分技術內容，惟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於接觸證據2、4之後，是否能產生組合二者之動機以完成系爭專利之

創作？查系爭專利係為解決先前技術所遭遇之彈簧下重量加重之問題，因而提出如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界定之「將乾式V字型皮帶變速器配置在前述引擎之

曲軸箱內」等之技術特徵，為其解決問題之方法。而依證據4說明書第6頁記載「在

這方式中可達成一後懸吊裝置，其只用一可擺動之支臂，該支臂只含有無級變速裝

置25，或對應機械式變速器，及 後之減速齒輪26。……根據本發明之此一裝置，

該化油器13亦只承受機車加速之 小影響，此係由於各種已減少未懸吊元件之震

動，以防止任何可能相關之化油器障礙。」等語，可知證據4無級變速裝置係裝配

在可擺動之支臂內，在此情形下，熟習該項技術者遭遇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彈簧下

重量加重問題，顯難以證據4所教示之「無級變速裝置裝配在可擺動之支臂內」產

生解決問題之方法，蓋證據4所教示者係增加後臂側之重量，與系爭專利解決課提

之方法即減輕後臂側之重量，二者呈反向教示，熟習該項技術者遭遇系爭專利所欲

解決之問題，自不會選擇證據4所教示之方法。 

再者，證據2雖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界定之「將乾式V字型皮帶

變速器配置在前述引擎之曲軸箱內」之技術特徵，惟因證據4所揭露之無級變速裝

置裝配在可擺動之支臂內，以達到減少未懸吊元件之震動之目的，此與證據2所教

示之無段變速機或無級變速裝置之裝配位置呈反向教示，如將證據4之無級變速裝

置裝配至曲軸箱內，顯然無法達成證據4減少未懸吊元件之震動之目的，故熟習該

項技術者顯難產生組合證據2與證據4有關無級變速裝置裝配至曲軸箱內而達到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界定之動機。 

4.分 析 

法院在本案件中，藉由探求系爭專利之所欲解問題與所欲達成目的出發，經比

較引證資料所揭露結構後，說明為何結合引證之技術特徵，將導致無法達成系爭專

利所欲達成之功效，並推論引證具有反向教示問題。 

本案件係屬目前少數，主張複數引證之間具有「反向教示」情形，並獲得智財

法院認同之案例，且判決結果與推論理由，立論清晰、邏輯正確，非常值得實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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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三)案例3：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專訴字第55號 

1.事實概要 

專利權人微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2003年8月4日申請「熱可塑性彈性體複合材

料之發泡製造方法」發明專利（下稱「系爭專利」），經審查准予專利。嗣參加人

以系爭專利有違審查時專利法第22條第4項規定，不符發明專利要件，對之提起舉

發。 

經TIPO審查，於2012年11月22日為「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之處分。專利

權人不服，提起訴願，經經濟部決定駁回，原告仍未甘服，遂向智財法院提起行政

訴訟。 

2.關於「反向教示」之爭點說明 

是否可由證據2……證明了「在熱可塑性彈性體添加架橋劑」之應用，係「因

技術偏見而被捨棄之技術」，而非所屬技術領域所習用之技術，更可證明證據2對

系爭專利而言，實僅具有反向教示之效果？ 

3.智財法院意見略為 

證據2該段敘述僅說明熱可塑性彈性物，是「不需」硫化橡膠的一例，然並未

教示熱可塑性彈性物「不可」進行硫化之事實及理由，且由該段落之文義應可推論

得知硫化橡膠於當時已存在，不硫化之橡膠則據說已有「出售」……，故證據2之

內容僅說明苯乙烯丁二烯共聚物因其性質可不需硫化，但並未排除其不可進行硫

化；再者，參證3，1981年出版「橡膠大全」一書第498至499頁（本院卷第190 

頁）記載「……如前所述，……，硫化對熱塑彈性體並不需要，但欲改良聚合物某

些性能時仍可做選擇性運用」，可見熱塑彈性體並非一定不可進行硫化，而須視所

欲改良的聚合物之性能來決定是否要硫化，更可徵於系爭專利申請時之先前技術並

非教示熱塑彈性體不可進行硫化或排除熱塑彈性體進行硫化。因此，不應單就證據

2所關注之問題，與系爭專利之發明有所差異，即謂證據2具有反教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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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 析 

本案例中，針對單一引證核駁進步性的情況，法院認為即便引證與系爭專利所

欲解決問題有所差異，亦無法推論該引證係屬反向教示之適格引證，仍應注意該引

證是否具有明確或隱含反對系爭專利所主張技術特徵之教示或建議25，才可證該引

證是否具有反向教示效果。因此，本文認為確如法院判決所論，引證與系爭專利所

欲解決問題有所差異，即可謂該引證係屬反向教示，必須是引證與系爭專利所欲解

決問題完全相反（例如本文中之案例2中，系爭專利目的為減輕後臂側之重量，引

證4目的為增加後臂側之重量），才可稱該引證該當反向教示文件。 

(四)案例4：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行專訴字第113號 

1.事實概要 

專利權人瑞士商‧歐利康赫伯連坦戈瓦特維爾股份有限公司於2005年10月7日

申請「製造多結紗用的方法與纏結噴嘴」發明專利（下稱「系爭專利」），經審查

准予專利。嗣參加人以系爭專利有違審查時專利法第22條第4項及第26條第2項規

定，不符發明專利要件，對之提起舉發。 

經TIPO審查，於2012年6月6日為「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之處分。專利權

人不服，提起訴願，經經濟部決定駁回，原告仍未甘服，遂向智財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  

2.關於「反向教示」之爭點說明 

TIPO所提出之引證資料（上證2）已有揭示22.22%之單一數值，以及在系爭案

件，實體審查期間由審查委員所檢索之先前技術的範圍為50%-200%，均未與系爭

專利所請範圍的10%-20%有所重疊，是否可謂先前技術的範圍實為系爭專利所請範

圍的相反教示？ 

3.智財法院意見略為 

按「反向教示」，乃美國專利司法實務所創設之概念，係指先前技術基於技術

                                                        
25 本案例中專利權人主張反向教示，不被採用係屬於誤將「未為教示」當作為「反向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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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安全等理由所傳達的訊息，勸阻、反對或否定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完

成發明人所欲申請專利的發明內容，或導引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朝往與

發明人所欲申請專利的發明內容完全相反的方向，亦即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因先前技術所揭露的技術內容，而打消念頭或勸阻其完成如發明人所欲申請

專利的發明內容（反向教示），因此發明人所欲申請專利的發明內容不應在先前技

術的教示因果關係內，有利該發明於專利進步性之認定。 

惟依據科學原理或應用之技術領域進行判斷，先前技術與發明人所欲申請專利

的發明內容所採用之技術手段存有構造特徵、設定條件或使用範圍之差異，由於科

學或技術係不斷地累積實驗或「試誤」而有所進展，除非先前技術中所謂的少數說

為科學界所摒棄的極端錯誤，而勸阻、反對、否定發明人所欲申請專利的發明內

容，或導引相反方向，始構成系爭專利所請範圍的「相反教示」外，否則先前技術

與發明人所欲申請專利的發明內容間技術特徵之差異，難謂有「相反教示」之情

事，是與發明人所欲申請專利的發明內容存有若干技術特徵差異的先前技術、或所

謂的少數說所累積實驗或「試誤」，應屬不同見解之教示或知識，非謂該先前技術

或少數說即當然具有反向教示之效果，而有利於發明人所欲申請專利的發明內容具

備進步性之推論。 … … 其 中 請 求 項 中 之 「 22% 」 端 值 極 為 接 近 證 據 3 所 揭 露

「22.22%」，雖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後經更正限縮該「22%」及「5%」的

端值為「20%」及「10%」，惟無改系爭專利與先前技術或證據3均係採用於空氣加

捻室中導入加捻氣流藉以結紗的技術手段，再者，先前技術或證據3並無揭露或教

示否定系爭專利請求項所界定「突伸距離小於紗通道寬度的20%而大於其10%」之

技術內容者，自不構成系爭專利之「相反教示」。 

4.分 析 

本案例如同本段落第3案例26，係針對單一引證核駁進步性的情況下，說明反向

教示可以適用之情況，除了引證是否具有明確或隱含反對系爭專利所主張技術特徵

之教示或建議情況外，另外一種情形係引證是否導引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朝往與發明人所欲申請專利的發明內容完全相反的方向；另外對於「少數說」，

                                                        
26 案例中專利權人主張反向教示，不被採用係屬於誤將「其他教示」當作為「反向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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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定義為科學研發過程之不同見解，不應該當為「相反教示」。 

(五)案例5：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行專訴字第101號 

1.事實概要  

專利權人漂兒釣具公司於1997年10月4日申請「增加凝膠旋紡聚烯烴紗線所製

成加撚或編織釣魚線韌度的方法、製成釣魚線之方法、由其製得之編織或加撚釣魚

線」發明專利（下稱「系爭專利」），經審查准予專利。嗣舉發人以該專利不符發

明專利要件，對之提起舉發。 

專利權人提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更正本，經審查准予更正，本件舉發案依

該更正本審查，TIPO並認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4至7、13、22至25、32舉發成立應

予撤銷，專利權人不服，提起訴願，經經濟部決定駁回，原告仍未甘服，遂向智財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2.關於「反向教示」之爭點說明： 

系爭專利係關於未熔合釣魚線之加熱拉伸，而證據6之目的在於利用「熔合」

製程以製造具備單纖絲線特徵之釣魚線。……因此，相關技術文獻幾無一者特別註

明其係在「未熔合」狀態下操作。則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前揭所述，

當無動機嘗試加熱拉伸製造未熔合線以求韌度增進。況證據6重點在教示熔合線，

而非未熔合線，……故證據6實為反向教示。 

3.智財法院意見略為 

原告所稱之反向教示部分，由證據6說明書第4欄第8至12行記載「拉伸張力提

供了多個優點：……；(2)相對於未熔合之編織或加捻線，張力可維持或增加熔合結

構之韌度；……（The stretching tension provides a number of benefits：……(2)tension 

preserves or increases the tenacity of the fused structure relative to the unfused braided or 

twisted line；……）」，僅可得知張力對於熔合線韌度之影響大於未熔合線，其並

未建議或教示拉伸之GSP紗線不得為未熔合線，故該段落尚不得作為反向教示之佐

證。況所謂「反向教示」應至少係指該教示出自申請時公認之原理原則，或權威之

常識等相類情形，尚不得僅以先前技術未提及或未完成之實驗，或推測性之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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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逕認為係反向教示而無組合之可能。故原告主張證據6為反向教示，不得作為

判斷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之組合證據云云，並不可採。 

4.分 析 

針對單一引證論述不具進步性情況，本案例進一步限縮可作為適格之「反向教

示」引證，包括該教示出自申請時公認之原理原則，或權威之常識等相類情形27，

尚不得僅以先前技術未提及或未完成之實驗，或推測性之用語等；本文認同此判決

對於「反向教示」之論點，非常正確，可作為「反向教示」定義的一個補充說明，

惟對於其中論述部分，應該進一步強調的是：經由公認之原理原則或權威之常識，

會朝向引證所揭示之技術特徵進行開發，而不會朝向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方向進

行，則公認之原理原則或權威之常識亦可作為「反向教示」之來源。 

三、小 結 

觀察近年來，上述台灣智財法院所做出判決，專利權人以「反向教示」質疑引

證的適格性，並主張系爭專利，具有進步性的案例頗多，但能夠被法院認可，進而

使本來不具進步性的專利翻盤，變成具有進步性的案例，卻非常少見，因此，分析

上述判決後，可以推知大部分的專利權人，對於「反向教示」的定義與操作要件的

理解，並不十分正確，此點可以由上述判決案例中看出28，因此如何類型化反向教

示，並對不同類型之案件，歸納出足以作為反向教示之要件，對於專利權人日後訴

訟中使用此一抗辯主張，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因此，本文依據目前台灣智財法院的判決，首先將誤用「反向教示」的情況，

進行整理，並將「反向教示」適用於對抗引證文件的情況區分為：(一)多篇引證結

合論述不具進步性的情況，以及(二)僅使用單篇引證文件論述不具進步性的情況

下，並進一步分別針對此兩種類型，討論如何使用「反向教示」做出定性。 

                                                        
27 本案例指出「反向教示」的資料來源，可以是該技術領域之習知技術。 
28 例如：部分專利權人認為引證資料並未提出系爭專利的實施例，即推論該引證係屬反向教

示；亦或是該引證與系爭專利兩者之間，所欲解決之問題有所差異，即導出該引證屬於反向

教示之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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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與討論 

如同專利審查基準與前述案例的介紹，可以得知現行審查基準，對於「反向教

示」的規定似仍有不清楚之處29，因此導致實務上難以適用，本文依據前述之智慧

財產法院判決為基礎，首先對於目前實務界適用「反向教示」不被法院認可情況，

作一彙整討論，並進一步討論「反向教示」的類型，以及適用情況。 

一、實務中常見錯誤適用「反向教示」的類型 

在一般情況下，先前技術文獻通常會以正向、積極方式揭露教導技術內容，因

此可以作為系爭專利請求項之新穎性、進步性相關文件，然亦有少部分先前技術文

獻資料，係以消極教導方式，指出那些技術不可行，此種文件即應該當常見之「反

向教示」類型，蓋若該些先前文獻資料曾指出不應為之研發方向，然發明人卻反於

其教導， 後又可以完成發明，達到所欲之功效，足以證明該發明具有進步性。 

雖然反向教示係一足以證明請求項具備進步性之有力證據，然在專利審查與專

利訴訟實務中，卻常見專利權人誤用，依據本文所檢索之判決資料，綜整該些誤用

之處，可以將誤用「反向教示」的情況，區分為下列不同類型： 

(一)誤以「未為教示」作為「反向教示」 

先前技術中未曾提及如系爭發明之技術特徵，即認該先前技術文獻為「反向教

示」，而不採用。 

                                                        
29 例如：現行專利審查基準謂：「『反向教示』係指相關引證中已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有關排

除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教示或建議，包含引證中已揭露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相關技術特徵係無法

結合者，或基於引證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將被勸阻而

不會依循該等技術內容所採的途徑者。」（詳參專利審查基準，2017年，2-3-23頁），上開

規定中「引證中已揭露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相關技術特徵係無法結合者」，雖可以歸類為因

「反向教示」，導致複數引證結合的不妥的原因；然「基於引證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該發明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將被勸阻而不會依循該等技術內容所採的途徑者」之規定，

究係應歸類為因「反向教示」，導致「單數」引證或「複數」引證結合的不可作為進步性的原

因，不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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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誤以「其他教示」作為「反向教示」 

先前技術內容並未明確（或隱含）指出發明技術不可採，且在該文獻內容中，

有其他較佳或其他等同技術內容之「其他教示」，即認為該文獻為「反向教示」。 

(三)誤以「較差功效教示」作為「反向教示」 

先前技術內容並未明確（或隱含）指稱發明技術不可採，只因先前技術之功

效較發明之功效差或實施技術在經濟上過於昂貴，即認為該文獻為之「反向教

示」30。 

二、「反向教示」適用於多篇引證文件結合否定進步性的情況 

在大部分情況下，請求項係依據多篇引證結合，來論述請求項不具備進步性，

在此情況下專利權人可以主張「反向教示」，否認不同引證之間結合的妥適性，而

推導出請求項具備進步性的論證。因此，「反向教示」在複數引證間結合的適用情

況，值得深思。 

對於否認複數引證之間結合妥當性的反向教示，現行專利審查基準僅謂：「引

證中已揭露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相關技術特徵係無法結合者」，惟對於引證之間無法

結合之態樣，幾乎未有相關之說明，造成申請人無法透過審查基準的教示，對於

「反向教示」有更進一步的理解，減少申復、答辯的錯誤適用。 

因此，本文綜合整理目前審查基準與相關法院判決，對於複數引證間無法結合

的情況，做出類型化區分如下： 

(一)連結不同引證之間的技術特徵，已明確或實質隱含地被引證排除 

不同引證對於一相同技術特徵，若做出之評價並不相容（例如：對於某一特定

技術特徵，一引證認為對於解決某技術問題具備有利效果，然另一引證則認定該技

術特徵係提供不利效果），由於複數引證間，對於連結彼此之間的技術特徵評價無

法相容，導致該複數引證之間無法結合。 

此種情況即是現行審查基準所記載之例子：申請專利之催化劑包含鐵與鹼金

                                                        
30 詳參專利審查基準，2017年，2-3-23頁，關於環氧樹脂印刷電路材料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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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引證A揭露將鐵加入催化劑，但明確排除將銻加入催化劑，引證B揭露銻與鹼金

屬可作為催化劑之成分，二者具有相同的有利功效而有可替換性，因此，該發明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二引證之教示，應不會得出以鐵與鹼金屬作為催

化劑之結論，亦即，二引證已揭露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相關技術特徵係無法結合者，

所以，對於申請專利之發明構成反向教示。 

(二)個別引證之技術本質上係不相容，因此複數引證無法結合 

若不同引證所提供之技術方案先天即不可相容，則該複數引證無法結合，該複

數引證該當「反向教示」文獻，惟值得注意的是，本類型所強調技術本質不相容，

並非指不同引證之技術領域不相同。 

本類型係根據智財法院相關判決，推知之一種類型，例如：105年度行專訴字

第45號判決中，法院指出證據2、證據4皆是有關操控旋轉速度以控制清洗液之離心

力及氣體對晶圓噴氣以避免顆粒殘留於晶圓之技術，兩者並無技術上不相容之情

事。 

(三) 個別引證之所欲解決問題或達成功效不相同，因此複數引證無法 

結合 

若不同引證所提供之技術方案先天即不可相容（例如不同引證所欲解決問題先

天即不相同），則該複數引證之結合在邏輯上即會產生矛盾，而阻礙複數引證之結

合正當性，例如：前述智財法院101年度行專訴字第8號判決即為一適例，在此案例

中，第一引證的技術特徵會增加後臂側之重量，與系爭專利卻是減輕後臂側之重

量，兩者技術內容即先天不相容，本例中第一引證即是一反向教示之文件，若將該

第一引證與第二引證結合，無法達成系爭專利所欲達成之目的。 

三、「反向教示」適用於單篇引證文件結合否定進步性的情況 

在專利審查實務中，經常可以看到僅以單篇引證，論述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的

例子31。因此，專利權人利用「反向教示」，作為否認該篇引證使用的妥當性，是

                                                        
31 此種案例較為常見，尤其當系爭專利請求項與引證案之間的技術特徵差異很少，該差異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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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合適，不無疑問。雖然在現行審查基準中，對於「反向教示」是否適用在單篇引

證的情況，並未特別提出相關規定，僅有提出一案例說明32。 

因此，由該案例，本文認為現行專利審查基準，似已允許以「反向教示」，作

為抗辯單篇引證具備進步性之理由，惟在適用上的要件考量上，仍須依據該單篇引

證內容才能做出判斷，例如：該篇引證是否具有非常明確排除的教示或建議，若

有，則可推出該篇引證係屬「反向教示」的文件33，若如同專利審查基準所載案

例34，僅僅對於系爭專利之部分技術內容，做出性能較為不佳之評價，並不該當可

以作為「反向教示」的理由。 

然在現行專利審查基準中，仍看不出「反向教示」可以適用在單篇引證的情

形35，蓋對於未被引證揭露之部分技術特徵，審查人員對此部分的評價，通常係以

「習知技術」36、或「屬於利用現行技術的簡單改變，該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者易

                                                                                                                                                        

會被審查官認為屬於不重要之差異，而該差異係為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易於思及

（或輕易改變），進而造成該項發明不具進步性。 
32 詳參專利審查基準，2017年，2-3-23頁，申請專利之發明為一種環氧樹脂印刷電路材料，先

前技術揭露聚醯胺樹脂印刷電路材料，另揭露環氧樹脂材料具有可接受的安定性及某種程度

的可撓性，但其較聚醯胺樹脂材料之性質為差。由於該先前技術之實質內容未揭露環氧樹脂材

料不可作為印刷電路材料，亦即沒有排除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教示或建議，因此，對於申請專利

之發明未構成反向教示；此案例即為前述之誤以「較差功效教示」作為「反向教示」之一適

例。 
33 在此情況下，單一引證文件可以作為「反向教示」的情況，可以預見非常稀少，蓋如同前述

專審查基準所指：「於進步性之步驟2『確定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時』，必須考量相

關先前技術中所揭露的整體內容，包括其中對於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具有反向教示（teach 

away）。」因此可以想像的情況，係該篇引證內容，已對於系爭專利之部分技術特徵，作

出排除的教示或建議，然因審查人員的疏忽，未排除該篇引證的適用，致使「反向教示」的

情況發生。 
34 同註32。 
35 這是因為使用單篇引證推論請求項不具被進步性之情況較常見，然該情形如何適用反向教

示，不無疑問。 
36 使用單篇引證論述系爭專利請求項不具進步性，若該單一篇引證與系爭專利請求項之間的差

異技術特徵，在該引證中完全未有關於該技術特徵之記載，且該差異技術特徵為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知悉，則對於該部分技術特徵，專利審查人員通常會以該篇引證與通

常知識之結合，作為該請求項不具進步性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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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思及」37等論點，進行不具進步性理由論述，因此如何說明該單篇引證具備「反

向教示」特徵，實有困難，例如：(一)對於引證未包括關於該技術特徵之記載，而

以引證與「習知技術」結合論述不具進步性的情況，蓋此時引證中並沒有關於該部

分技術特徵被明確排除之教示或建議，另外，(二)即使引證中有記載該差異技術特

徵，只是記載內容不同，審查人員以該引證與「利用現行技術的簡單改變」作為請

求項不具進步性之心證論述時，因為引證已記載該差異技術特徵，因此如何判斷該

引證是否該當「反向教示」引證，不無疑問。 

對於上述第1情況（該單篇引證未記載該差異技術特徵），本文認為該引證似

無法歸類為「反向教示」文件；而在第2種情況（亦即單篇引證已記載該差異技術

特徵），本文建議可以依照下列步驟，評估是否該當「反向教示」的引證文件： 

(一)比對單一引證文件與系爭專利請求項，以確認兩者之間的具有差異之部分技術

特徵，(二)判斷該差異部分技術特徵，是否屬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再参酌其他相關資料後或依照該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會被勸阻而不會有動

機依循該等技術內容所採的途徑，往上述具有差異之部分技術特徵進行修正或嘗

試，若不會往具有差異之該部分技術特徵進行修正，則本文認為該引證即可該當

「反向教示」文件，進一步可證該請求項具備進步性38。 

                                                        
37 引證與系爭專利請求項之間雖具有差異，然該差異之技術特徵並非為原引證中完全未揭示的情

況，而係為該引證內容中有提起過，只是引證與系爭專利之間所提及的內容被非相同，例如：

系爭專利請求項記載製程壓力為1atm，而引證所提及之製程壓力為10atm，所以兩者之間的

技術內容有所不同，惟該差異係屬利用現行技術的簡單改變，該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者易於

思及，則對於該部分技術特徵，專利審查人員通常會以該篇引證與通常知識之結合，作為該

請求項不具進步性之論述。 
38 為充分說明上述建議情況，本文試舉例如下：系爭發明請求項係為一半導體磊晶製程，第一

步驟，係準備一半導體基板，第二步驟，係沉積一非晶半導體薄膜，第三步驟，係進行一離

子佈值製程，第四步驟，係將半導體加熱至80-100°C進行一熱活化處理。若有檢索到一適格

引證，該引證幾乎已揭露系爭請求項之全部技術特徵，唯一差異之處在於，該引證揭示之熱

活化溫度為500-600°C，非如同系爭請求項所請之80-100°C，若專利審查人員認為，該差異

技術特徵係屬於利用現行技術的簡單改變，該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者易於思及，而推論請求

項不具進步性。此時，若專利權人可以提出其他證據（專利、教科書或科學文獻等），具體

指出所屬技術領域之習知活化處理溫度，係應該在較高溫度下進行，才可顯現較佳活化效

果，則專利權人所引用之引證資料，證明習知技術顯示的是越高溫，活化效果越高，故習知

技術構成反向教示。 



166  

專利師︱第三十九期︱2019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伍、結 論 

「反向教示」係屬現行專利審查基準，可以作為否認審查人員（或舉發人）對

於請求項不具進步性推論之一種抗辯方式，惟如同本文上述分析，可能係因現行專

利審查基準之教示較不清楚或列舉之案例數目不充足，使得實務上專利權人在訴訟

中，提出「反向教示」作為請求項具備進步性的抗辯理由，成功機率甚低。因此，

本文冀望透過本文的整理與分析，使得「反向教示」的適用原則更為明確，以作為

未來實務界運用「反向教示」的一個參考。 

後，綜整下述幾點，作為本文的結論： 

一、利用「反向教示」抗辯請求項具備進步性，實務上被認為適用錯誤的情

況，包括：(一)技術手段不同；(二)僅揭露部分實施例；(三)非屬引證資料所揭露之

佳實施方式；(四)非屬引證資料之擇一形式記載之其中一種；(五)引證所關注之問

題，與系爭專利之發明有所差異。 

二、對於使用單篇引證，論述請求項不具進步性的情況中，「反向教示」可以

適用的情況包括：(一)單篇引證內容已明確排除申請專利發明之部分技術特徵；(二)

單篇引證所揭露之技術內容，搭配所屬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不會朝向系爭請求項

所請技術特徵進行修正。 

三、在使用複數引證論述請求項不具進步性的情形，「反向教示」可以適用的

情況包括：(一)連結不同引證之間的技術特徵，已明確或實質隱含地被引證排除；

(二)個別引證之技術本質上係不相容，因此複數引證無法結合；(三)個別引證之所欲

解決問題或達成功效不相同，因此複數引證無法結合。 

四、由判決結果分析，「反向教示」適用在單篇引證的情形多於適用在複數引

證的情況，這可能是因為在多篇引證結合下，「反向教示」成立要件，門檻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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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反向教示」判決類型化情況分析 

(I)訴訟中，一方主張「反向教示」，法院判決指出「反向教示」不成立 

 行政訴訟（共27件）： 

 107行專訴40、107行專訴20、107行專訴34、106行專訴63、107行專訴64、107行專訴21、

107行專訴7、106行專訴38、106行專訴10、106行專訴25、106行專訴15、105行專訴45、

105行專訴101、104行專訴49、104行專訴25、103行專訴87、103行專訴79、103行專訴

72、103行專訴30、103行專訴41、102行專訴86、102行專訴55、102行專訴25、102行專訴

19、101行專訴113、101行專訴31、100行專訴38。 

 民事訴訟（共14件）： 

 106民專訴11、106民專上43、105民專訴21、105民專上14、104民專訴79、103民暫5、103

民專訴14、103民專訴103、102民專上53、102民專上49、102民專訴49、101民專上46、98

民專上58、99民專上易12。 

(II)訴訟中，一方主張「反向教示」，法院判決指出，「反向教示」成立 

 行政訴訟（共3件）： 

107行專訴29號、106行專訴102、101行專訴8。 

 民事訴訟（共1件）： 

101民專訴69。 

(III)訴訟中，一方主張「反向教示」，法院判決未做出對應判決理由 

 行政訴訟（共32件）： 

 107行專訴38、107行專訴69、107行專訴60、107行專訴5、107行專訴67、107行專訴1、

106行專訴101、106行專訴71、106行專訴30、105行專訴99、105行專訴100、105行專訴

96、105行專訴54、105行專訴29、104行專訴108、104行專訴90、104行專訴46、104行專

訴7、103行專訴75、103行專訴36、102行專訴124、102行專訴96、102行專訴48、102行專

訴23、101行專訴121、101行專訴25、101行專訴39、100行專訴119、99行專訴142、99行

專訴88、98行專訴122、98行專訴74。 

 民事訴訟（共22件）： 

107民專訴48、107民專上易2、106民專上15、105民專訴66、105民專上21、105民專上

43、105民專上32、105民專訴23、104民專訴54、104民專訴2、104民專上更(一)7、103民

專上28、103民專上19、103民專上5、102民專上3、102民專上13、101民專訴156、101民

專訴109、100民專訴119、99,民專訴209、99民專訴156、99民專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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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行專訴字第90號行政判決 

裁判要旨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8年7月24日 

【裁判事由】新型專利申請案申請修正說明書等 

【裁判要旨】 

一、 倘被告已為新型專利之核准處分後，其審查程序即告終結，即非在形式審查新

型專利時之階段，申請人不得再依專利法第109條申請修正說明書、申請專利

範圍或圖式。查本件被告於107年5月7日作成系爭專利形式審查核准處分書，

該處分書於同年5月8日10時19分54秒（下稱「系爭時點」）電子送達原告，有

前揭核准處分書及電子送達資料在卷可稽（乙證1卷第32、33頁），其審查程

序即告終結，非屬前揭專利法第109條規定得提出修正申請之「審查中」階

段，亦非屬第120條準用第43條第3項所規定之依通知期間申請修正。 

二、 又按「書面之行政處分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書面以外之行政

處分自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對

其發生效力」、「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

力繼續存在」，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核

准系爭專利之行政處分，參照首揭判決意旨，非屬附停止條件之行政處分，該

處分既如前述已於系爭時點送達原告，即已對原告發生效力，且該核准之行政

處分並未經撤銷、廢止，其效力繼續存在，而原告乃於107年5月8日18時58分

31秒（乙證1卷第33頁背面）申請修正系爭專利，其日期雖同一，惟時點仍在

系爭專利經核准處分之後，自與專利法第109條規定之申請修正時間未合。 

三、 準此，本件原告於被告已為核准新型專利處分並已為送達後始提出修正之申

請，實無助於被告審查，並無益於專利法第109條立法目的之達成，被告對原

告申請修正不予受理，尚無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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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至原告援引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項、專利法第20條第1項及專利電子申請及電

子送達實施辦法第15條之2第4項，規定期間之始日不計算而自次日起算，乃以

時、星期、月或年計算之期間的計算方式，而專利法第109條「形式審查新型

專利時」以審定作成之特定時點為準，二者並不相同。又原告以同法第22條第

1項、第31條第3項規定主張同日即不可分云云，即使發明申請案之先前技術不

包含申請日或優先權日當日公開之技術，或相同發明有二以上之專利申請案而

其申請日、優先權日為同日者，須進行協議，此乃第22條第1項、第31條之各

別規定，原告逕自以之遽認我國專利制度之同日即不可分，並將之解釋適用第

109條之「形式審查新型專利時」，忽略第109條之文義及其修法目的，自無可

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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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專訴字第34號民事判決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8年8月16日 

【裁判事由】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 

【裁判要旨】 

一、(一) 公平交易法上所稱的獨占，是指事業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

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的能力。這有公平交易法第7條第1項的明文規

定。因此，要判斷事業是否構成獨占，首先要判斷的是「相關市場」的範

圍有多大？ 

(二) 然而，相關市場的界定， 主要是從需求者的觀點判斷替代性之有無及其

程度。又所謂需求替代性是指當商品或服務的供給者，變動該特定商品之

價格或服務報酬時，需求者能夠轉換交易對象或以其他商品或服務取而代

之的可能性。這樣的界定方式應該 能夠扣緊競爭的概念，也就是說供給

者提高價格時，需求者可轉換交易或以其他商品或服務取代可能性的範圍

內，都應該算是同一相關市場，在此同一相關市場，商品或服務的供給彼

此間具有替代性的競爭關係。 

(三) 也就是說：就算相關消費者在後市場被鎖入而無替代選擇，但在主市場已

有充分競爭的狀態下，後市場的鎖入效果在競爭上並沒有實質意義，此時

可以將主、後市場視為是同一相關市場。 

(四) 這些事證都顯示出：汽車銷售市場競爭激烈，其主市場的競爭約束，足以

傳遞至後市場，而產生主、後市場連動現象。因此，如果採取主、後市場

連動理論，就應該認為汽車銷售及其後的車燈維修替換市場為同一相關市

場，而原告在此市場中並不具有獨占地位。 

二、(一) 既然損害的計算是以銷售總額減去銷售成本，那麼銷售成本的存在及其金

額的多寡就是有利於被告的事項，也是反向阻礙原告損害賠償請求權成立

的事由，依照合理的舉證責任分配，自應該由被告負起主張與舉證責任。 

(二) 雖然專利法於102年1月1日修正施行前，關於該條款（依侵害人因侵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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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得之利益計算損害）另有後段規定：「於侵害人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

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物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將此後段規定刪

除，或可能表示立法者有意於侵害人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不

能再以銷售總額為所得利益。但即使如此，那也只能限於侵害人「不能」

舉證銷售成本時，如果侵害人明明能舉證，卻不願舉證，還是應該依照合

理的舉證責任分配來進行事實認定。畢竟，侵害人不能舉證，就要以銷售

總額認定為損害，確實過於嚴厲苛刻，但侵害人不願舉證，這完全是咎由

自取，又豈能反過來扭曲變更原本合理的舉證責任分配？ 

(三) 在本案中，被告並沒有舉證銷售系爭產品的銷售成本，而是表示：被告販

售產品的品項多達數千項，所使用的原物料均大致相同而可互相流用，被

告並無針對系爭產品列計其生產成本及費用，故不能採用被告銷售系爭產

品之銷售總額，減去被告生產系爭產品之成本及費用之方法，得出被告因

銷售系爭產品之所得利益。被告並因此請求以帝寶公司歷年經會計師簽證

查核之淨利潤率來計算侵害人所得之利益。 

(四) 至於被告所說帝寶公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的淨利潤率，其實是帝寶公司全

部營業的淨利潤率，並不是系爭產品的淨利潤率。有可能系爭產品的淨利

潤率很高，但因為有其它虧損營業項目，導致全部營業的整體淨利潤率降

低。如果被告該舉證而不舉證，卻可以直接用全部營業的淨利潤率來推算

銷售系爭產品所得利益，將導致銷售系爭產品獲利實際上高全部營業淨利

時，被告索性乾脆完全抗拒舉證，從而發生妨礙發現真實卻因此獲益的不

公平現象，這顯然違反司法正義。因此，本案並不應該用帝寶公司全部營

業淨利潤來計算被告侵害系爭專利所得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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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7年民度著上字第16號民事判決  

 

 

【著作權法】 
【裁判日期】108年9月19日 

【裁判事由】侵害著作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 

【裁判要旨】 

一、 建築著作係透過三度空間之構造物，以表達思想、感情之創作，其表達之範

圍，除由外部可見之外觀及其結構外，亦包含建築物內部空間及周圍空間，如

庭園、景觀設計之規劃、設計。建築物係提供人類活動之三度空間構造物，自

應對其內部或周圍之空間一併進行規劃與設計，以符合其使用之目的，如居

住、商業、工作、公共空間等。該等空間之規劃、設計，可能在建築構造物

時，一併為設計及施作，而附著成為建築物之一部分，亦可在建築主體完成

後，另對於內部空間或周圍之空間進行規劃、設計。固有意義之建築著作與室

內設計，前者為對建築物之外部、結構表現美感之藝術上創作；後者為對建築

物內部空間表現美感之藝術上創作。惟兩者性質相近，且功能上相輔相成。職

是，具有原創性之室內設計，具有藝術性及財產上價值，應賦予與建築著作同

等保護之必要。 

二、 職是，系爭著作之住房室內設計不僅為獨立建築著作，亦為酒店整體建築之一

部，而單獨住房設計屬建築著作之一部，故著作權法保障著作人之權益，並不

以著作物遭全部侵害，始構成侵害著作權，倘為一部侵害，屬精華或重要核心

部分，亦構成著作權法之侵害。君品酒店之建築著作保護對象為藝術或美感之

表達，保護範圍包含建築物之外觀與建築物之室內設計。君品酒店之室內設

計，為經營酒店之重要因素，雖未抄襲整體建築著作，然抄襲住房之室內設

計，自應構成建築著作權之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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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7月4日 召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第四屆108年度第2次會議。 

7月8日 召開專利師在職進修委員會第四屆108年度第3次會議。 

7月12日 召開第四屆第4次理監事會議。 

7月17日 秘書處正式搬遷至1102室，原會址改為會議室使用。 

7月24日 召開日本事務委員會第四屆108年度第2次會議。 

7月24日 

於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貝塔廳201會議室舉辦「專利侵權訴訟實務──

以探討損害賠償為中心」專題演講，由林洲富法官擔任主講人。 

 

7月25日 

於中華民國職業訓練研究發展中心1103會議室舉辦「商標註冊申請及

爭議案件之最新實務暨爭議問題」專題演講，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

標權組胡秉倫副組長擔任主講人。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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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7月25日 

於工研院產業學院舉辦「專利評價培訓班」第一場課程。 

 

8月1日 於工研院產業學院舉辦「專利評價培訓班」第二場課程。 

8月6日 召開編輯委員會會第四屆108年度第3次會議。 

8月7日 於工研院產業學院舉辦「專利評價培訓班」第三場課程。 

8月7日 「律師法因應小組」第一次會議。 

8月12日 拜會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8月13日 召開新南向研討會之籌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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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 

於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2樓貝塔廳舉辦「美國專利申請實務──以

USPTO專利審查員之角度（實體班）」專題演講，由徐基峰博士（Dr. 

Jeff C. Hsu）擔任主講人。 

8月14日 於工研院產業學院舉辦「專利評價培訓班」第4場課程。 

8月16日 「律師法因應小組」拜會律師公會全聯會。 

8月23日 

於集思臺大會議中心柏拉圖廳舉辦「2019年企業智權管理實務交流會

──台北場」，由陳志清顧問、王貴正資深協理、劉尚志教授擔任主

講人。 

 

8月27日

～28日 

於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舉辦2019新南向智慧財產研討

會，由菲律賓、越南、泰國、印尼、印度、馬來西亞等6國的智慧局

專利組官員與代理人擔任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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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 召開無形資產委員會第四屆108年度第1次會議。 

8月29日 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第四屆108年度第2次會議。 

8月30日 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第四屆108年度第3次會議。 

8月30日 

於中華民國職業訓練研究發展中心1103會議室舉辦「商標訴訟新近實

務爭議問題」專題演講，由智慧財產法院蔡惠如庭長擔任主講人。 

 

9月3日 召開國際事務委員會第四屆108年度第3次會議。 

9月5日 

於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一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日本專利制度相關

研討會」，由清水祐樹、吉原利樹、橋口明子擔任主講人。 

 

9月9日 「律師法因應小組」拜會智慧財產局。 

9月10日 召開美國實務委員會第四屆108年度第2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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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 
公會受頒「108年全國性社會團體公益貢獻及績優職業團體表揚大

會」之甲等團體。 

9月11日 本會會議室裝潢完成正式啟用。 

9月12日 「律師法因應小組」拜會台北律師公會理事長。 

9月18日 召開設計實務委員會第四屆108年度第2次會議。 

9月19日 召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第四屆108年度第3次會議。 

9月20日 

於 集 思 北 科 大 會 議 中 心 貝 塔 廳 201 會 議 室 舉 辦 「 新 加 坡 金 融

（Fintech）專利申請簡介與新加坡專利實務」專題演講，由陳勝義律

師擔任主講人。 

 

9月25日 

於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貝塔廳201會議室舉辦「從德國專利無效訴訟

制度看我國專利行政救濟之問題與改革」專題演講，由謝銘洋教授擔

任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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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 

召開無形資產委員會主委會議。 

 

9月26日 國際事務委員會召開11月7日歐洲研討會籌備會。 

9月27日 

召開企業智權實務管理委員會第四屆108年度第2次會議。 

 

10月2日 召開美國實務委員會主委會議。 

10月4日 召開編輯委員會主委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