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到美國最終審查意見通知後幾種可行方案與應用上之實務建議 

 

專利申請人在收到美國最終審查意見通知 

(Final Office Action) 後，如果審查委員有指出核准

範圍且專利申請人也同意此核准範圍，則申請人可

依指示內容修正權利範圍後取得專利權。但若審查

委員未准許任何權利範圍，或是申請人不同意以審

查委員所指出的範圍作為技術內容的最終權利保

護範圍，現行美國專利制度亦提供許多方案，可供

申請人依其需要作適當選擇，以繼續與美國專利商

標局(USPTO)作互動。 

 

一、現行方案 

依現行美國專利制度，收到美國最終審查意見

通知後專利申請人可進行之方案，例如： 

1. 直接提出答辯理由書 

如申請人認為無須實質修改權利範圍，可直接

提出答辯理由書 (Remark) 向審查委員陳述相關

理由。如審查委員同意答辯理由，則將發出核准通

知 (notice of allowance)。如審查委員仍不同意答

辯理由，則將發出諮詢性意見 (Advisory Action，

AA)。申請人可待審查委員做出決定後，再決定下

一步。 

建議，在美國最終審查意見通知發文日起 2 個

月內提出回覆，使未來可能產生的延期費用降至最

低、甚至完全不需繳交延期費[註 1]。 

2. 提出 Interview 與審查委員委進行直接討論 

申請人除了以書面陳述方式提出答辯理由，

USPTO 對於已經發下第 1 次審查意見的申請案亦

提供有 Interview 的管道 (37 CFR 1.133 第(a)項第

(1)款)，供申請人 (委請美國代理人) 與審查委員進

行更直接的溝通與討論 (請參考敝所於 2013 年 10

月發行之第 14 期的內容，對於美國 Interview 內容

有詳細介紹)。因此 Interview 並不只限制於 Final 

OA 才能使用。  

3. 提出 RCE，請求繼續審查  

申請人可以請求 USPTO 繼續審查 (Request 

for Continued Examination，RCE) 申請案，並可

提出答辯理由 (一般是新的答辯理由) 和/或權利

範圍的修正，說明與相關引證案在技術特點上的區

別。當然，申請人可以是在收到 AA 後、或是在與

審委進行 Interview 後、或是兩種程序都進行過，

根據結果來決定權利範圍的內容，再提出 RCE。

提出 RCE 的期限為最終審查意見通知發文日起 3

個月，第 4 個月起需繳交延期費，最長可延期至最

終審查意見通知發文日起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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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進行 RCE 的審委，一般無特殊狀況下會

是同一位審委，對於申請案的技術內容在解讀觀點

上往往已經定型，提高了答辯論點被審委接受的困

難度 (即使是新論點)，因此 RCE 後的核駁理由與

先前核駁理由在內容和結果上重複的機率高。 

4. 提出延續案之申請 

在母案存在的情況下，例如放棄母案之前或母

案獲准的領證繳費之前，申請人都可以提出 CA 案 

(Continuation Application，連續申請案)、CIP 案 

(Continuation-In-Part Applications，部分連續申請

案)、或 DA 案 (Divisional Applications，分割申請

案) 之申請。 

提出延續案之申請時，母案可以是繼續審查，

也可以是不繼續審查的狀態。 

CA 案與母案的說明書內容相同，但可重新撰

寫新的請求項內容來與已知引證案作技術特徵上

的區隔，而這些新的請求項內容必須有原說明書內

容的充分支持。另外，若母案經審查後已有部分請

求項已經或將要獲准，則母案可先就獲准之權利範

圍先取得專利權，而其餘仍待答辯的欲爭取項次之

請求項則可提出 CA 案之申請。 

DA 案之請求項內容例如是母案已經揭露但未

被選擇和審查的項次內容，例如結構項 vs.方法

項、或另一種實施態樣所對應的項次內容。DA 案

的請求項內容毫無疑問的會受到原說明書的充分

支持。 

CIP 案中，除了有部分內容與母案相同，還可

以新增母案說明書沒有記載的內容。而此新增內容

可能源自申請人在發明構想上新的發展、或是可與

引證案明確區隔但未明確載於母案說明書的技術

特點。因此，CIP 案中與母案相同內容的部分可享

有母案的有效申請日，新增的內容 (new matter) 

則依 CIP 案提出的申請日期為有效申請日。 

5. 提出AFCP (After Final Consideration Pilot) 

2.0 

USPTO 為了減少不必要的 RCE 申請和消化

不斷攀升的 RCE 積案量，於 2012 年 3 月 25 日即

提出 AFCP 試行計畫。並於 2013 年 5 月 19 日起

推出修改後的 AFCP 2.0 試行計畫。AFCP 2.0 試

行計畫主要是提供申請人在收到 Final OA 後，可

以依此計畫向審委提出再考慮的請求，且提出

AFCP 2.0 請求時，申請人必需提出至少一項獨立

請求項的修正且修正內容實質上沒有擴大範圍。

AFCP 2.0 詳細內容說明如後。 

6. 提出先前訴願  (Pre-Appeal) 和 /或訴願 

(Appeal) 

如果申請案之請求項至少被官方 2 次核駁，則

申請人可依法 (37 CFR 41.31) 提起訴願。USPTO

在發出最終審查意見通知 (Final OA) 前至少會有

一次的非最終審查意見通知 (non-Final OA)，因此

申請人在收到 Final OA 時，亦可視案件審查歷史

紀錄考慮是否提出先前訴願和/或訴願。 

案件審查過程中一般是由同一位審查委員進

行審查 (提出 RCE 後也是)，而多次審查後此審委

對申請案的看法大致底定，並不容易改變審委的看

法。因此申請人可向專利審判暨上訴委員會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PTAB [註 2]) 提

出訴願請求  ( 提出訴願通知書， Notice of 

Appeal)，視討論議題可選擇進行先前訴願程序或

是直接進行訴願程序，並依規定繳交規費。PTAB

在收到訴願請求後將組成專門審查小組 (Panel) 

和召開訴願會議（appeal conference）。專門審查

小組 (Panel) 的成員包括原審查委員、一位主任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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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委員（supervisory patent examiner，SPE）和

另一位對於此訴願案內容的領域有一定程度理解

的審查委員 (可能與原審查委員不同審查組別(art 

group))。 

先前訴願 (Pre-Appeal) 程序處理的是核駁理

由有事實或法律上錯誤而明顯不當的瑕疵問題。若

是有所爭議的核駁理由還需要進一步比對先前技

術、或是需對申請專利範圍再作解釋、甚至需要其

他證據才能判斷時，則屬於訴願 (Appeal) 程序處

理的範疇。申請人應視爭點屬性來選擇進行先前訴

願或是訴願程序。先前訴願 (Pre-Appeal) 和訴願 

(Appeal) 的進一步內容係說明如後。 

值得注意的是，提出先前訴願和/或訴願必須在

申請案仍存續（pending）的情況下，也就是必須

在答辯期限前提出 (OA 發文日起 3 個月內，之後

繳交延期費可延期至 OA 發文日起 6 個月止)，如

答辯期限到期時仍未提出任何答辯程序  (ex: 

Response/AFCP2.0/RCE/Appeal)，則申請案將因

為逾期未予答辯而被放棄（abandoned）。 

 

二、AFCP 2.0 

依 USPTO 公告，AFCP 2.0 試行計畫目前已

延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如試行成效不錯，未來

應該會延續試行或是修改規定後再推出。申請人在

收到 Final OA 後，如果認為獨立請求項修改幅度

不大，例如審委僅需花費有限時間 (ex: 1-3 小時) 

就能檢索和/或考量完畢的，且修正內容實質上並沒

有擴大範圍，則適合進行 AFCP 2.0。提出 AFCP 

2.0 不需繳交官方規費。相較於 RCE 和訴願等程

序，AFCP 2.0 提供了 1 個省時又省錢的方案。 

如申請人欲進行 AFCP 2.0，有幾項要件必須

配合： 

(1) 提出AFCP 2.0之請求書 (PTO/SB/434表

格)； 

(2) 依 37 CFR 1.116 規定 (有關 Final OA 的

答辯規定) 就 Final OA 提出回覆，需至少

提出一項獨立請求項的修正，但不能擴大

該項獨立請求項的保護範圍；  

(3) 申請人願意和能夠配合審查委員於後續審

查時所提出之相關詢問 (interview) 的要

求。 

(4) 以送申請的電子方式將申請書提交官方。 

(5) 根據 37 CFR 1.116 的規定要件，如有任何

費用在答覆 Final OA 之時產生，例如延期

費，需於提出 AFCP 2.0 請求時一併繳交。 

根據 AFCP 2.0 規定，USPTO 會配予適當的

時數讓審查委員進行 AFCP 2.0 的審查 (ex: 發明

案 3 小時，設計案 1 小時)。在如上述各項要件皆

齊備後，審查委員將根據申請人所提出的修正內容

進行檢視和評估。 

如果審查委員認為修正內容沒有擴大專利申

請範圍、和/或可以在 USPTO 給予的額外時數內完

成檢索和/或考慮，審查委員可在完成考慮後直接寄

發結果通知申請人：(1) 如認為仍無法核准，將寄

發諮詢性意見 (Advisory Action，AA) 以作核駁通

知；或是 (2) 核准通知。 

另 外 ， 如 果 審 查 委 員 認 為 有 需 要 進 行

Interview，審查委員將聯絡申請人，如申請人拒絕

Interview、或無法於自審查委員要求 Interview 之

日起的 10 日內完成 Interview，則審查委員將依其

考慮結果通知申請人，例如寄發諮詢性意見 (AA)。 

如果審查委員認為修正內容有擴大專利申請

範圍、和/或無法在 USPTO 給予的額外時數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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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和/或考慮，也會依照一般處理 Final OA 答辯

的原則作回覆，例如寄發諮詢性意見 (AA)。 

根據 AFCP 2.0 的規定，所提出的請求項修正

如滿足 37 CFR 1.116 (有關 Final OA 的答辯規定) 

的規定要件，當申請人所提出之答辯內容符合以下

幾種情形，審查委員一般會予以考慮： 

(1) 刪除部分項數以獲准專利權、或為符合形

式要求 (ex:克服形式核駁) 而作的請求

項修改，應可獲准。 

(2) 將已獲准之特徵限制 (一般為被形式核駁

的請求項) 改寫為獨立請求項，應可獲准。 

(3) 將已獲准之特徵限制併入原獨立請求項，

且僅需花費有限時間 (ex: 1-3 小時) 就能

考量和/或檢索完畢，應可獲准。 

(4) 從已獲准之特徵限制 (一般存在於被形式

核駁的請求項) 中選出部分足以與引證案

做出技術區別的特點，以修正獨立請求

項，如審查委員在給定的有限時間內就能

完成檢索和/或考量，應予以獲准。 

(5) 申請人提出的獨立請求項之修正內容係限

縮權利範圍，例如加入技術特點作範圍的

進一步限制，且此技術特點是審查委員在

給定的有限時間內就能完成檢索和/或考

量，應予以獲准。 

另外，於 AFCP 2.0 期間，申請人也可根據

MPEP 713 主動向審查委員提出 Interview 的要

求，此舉有助於審查委員迅速瞭解申請案的技術特

點，使申請方和審查方迅速得到共識，當然也有助

於審查委員可在 USPTO 給予的額外時數內完成檢

索和/或考慮。 

根據上述，USPTO 對於申請人提出 AFCP 2.0

要求後，審查委員應如何給予回應是給予很大的自

由度的，如果申請人欲提出的修正內容幅度較大、

比較複雜、或是於審理期間尚未提出的新特點，審

查委員還是可以用無法在有限時間內完成檢索和

考量為由而拒絕申請人的請求，因此這種狀況一般

還是建議直接進行 RCE。當然，也可以與審查委

員進行 Interview，再決定是否提出 AFCP 2.0 還是

直接進行 RCE。 

 

三、先前訴願(Pre-Appeal)和訴願(Appeal) 

申請人在提出訴願通知  (notice of appeal) 

後，需於兩個月內提出訴願理由書  (Appeal 

Brief)，提出訴願理由書之期限也可往後延展 4 個

月並繳交對應之延期費。然而，訴願程序的進行，

從提出訴願通知到委員會做成最終決定  (Final 

Decision) 確實是曠日廢時，而且根據統計有超過

大半的訴願案並沒有進行到委員會做成最終決

定，而是依訴願會議 (appeal conference) 的審議

結果重新開啟審查程序 (reopening of prosecution) 

或是核准申請案 (allowance of application)。 

因此，USPTO 提供了申請人一個更迅速的管

道，自 2005 年 7 月 12 日 USPTO 開始施行

「Pre-Appeal Brief Conference Pilot Program」並

延續至今，審查小組先就原審查之核駁理由的法律

或事實依據作審視，判斷關於爭議之處是否為原審

查委員之審查疏失、或是的確需要進入訴願程序作

進一步討論。因此，先前訴願方案對於申請方和審

查方都是節省資源的措施。 

先前訴願(Pre-Appeal) 

如申請人欲請求進行先前訴願程序，需完成以

下幾項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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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寫申請書 (Form PTO/SB/33)，提出獨

立頁面的書面請求和理由書 (Arguments)。 

(2) 提供不超過 5 頁的理由書，理由書中需清

楚簡潔的列出請求審議之爭點與答辯理由。 

(3) 同時提出訴願通知書 (Notice of Appeal) 

和繳交訴願費用(目前為 800 美元)。 

需注意的是，提出先前訴願請求時，不能如進

行一般答辯或 RCE 程序對請求項內容提出修改。

PTAB 在收到先前訴願請求後所組成專門審查小組 

(Panel，3 人) 與所召開的先前訴願會議，其目的

是在於：在申請人尚未提出訴願理由書之前，先檢

視先前核駁理由中是否如先前訴願理由書 

(Pre-Appeal Brief) 所言，有： 

(1) 無事實根據或存在事實上的錯誤而做出明

顯不當之核駁理由；或是 

(2) 缺少需建立初步證據 (prima facie) 的一

或多個必要元件。 

因此，如申請人認為審委所提出的核駁理由存

在有上述兩點狀況，例如核駁論述過程明顯缺乏事

實根據、或違反科學原理，關於非顯而易見性之核

駁理由缺乏具體明確的論述或無引證資料、或引證

案的比對錯誤或引用不當、或缺少元件比對而造成

審委沒有完成建立初步證據的責任…等審查上的

瑕疵，則適合提出 Pre-Appeal 請求，由審查小組

中其他資深人員協助來發現和修正原審委不當或

疏漏之處。不用等上數個月後，經過訴願會議審視

後才發現和修正 (ex: 通知訴願人申請案核准、或

是重啟審查程序)。除了可以減少申請人權益的損

害，亦可有助於提升審查品質。 

若是申請人有所爭議的核駁理由是需要進一

步比對先前技術、或是需對申請專利範圍再作解

釋、或是需要其他證據，才能判斷時，則申請人應

進行訴願  (Appeal)，提出訴願理由書  (Appeal 

Brief) ，不適合進行 Pre-Appeal 請求。  

另外。如果申請人認為審委所提出的核駁理由

只有一部份而並非全部都存在上述狀況，亦可就適

合進行先前訴願審理的這部分提出 Pre-Appeal 請

求，其餘部分則可於之後的訴願理由書中再行提

出。 

一般情況下，審查小組將於申請人提出

Pre-Appeal 請求後的 45 天內(也可能超過)完成決

定，並寄出先前訴願審查決定通知  (Notice of 

Panel Decision from Pre-Appeal Brief Review)，

此決定通知有下列四種結果可能產生： 

(1) Improper Request - 不 符 合 提 出

Pre-Appeal 請求的要件，而不予受理。例如沒

有一併提出訴願通知書 (Notice of Appeal)、

沒有說明為何提出 Pre-Appeal 請求的適當理

由、伴隨修正 (說明書和請求項都不能修正)、

或其他理由 (ex:沒有繳訴願費用)。 

(2) Proceed to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 存在至少一項爭點有訴願的必要，應

進行後續訴願程序。則申請人可考慮提出訴願

理由書，繼續進行訴願；或是，改採 RCE 方

案亦可。 

(3) Allowable application - 所爭之請求項獲

准。則申請人取得獲准項，訴願程序亦結束。 

(4) Reopen Prosecution - 重啟審查程序，再

另行通知申請人。例如原審委可能重新審查後

再重發一份新的審查意見給申請人。 

另外，若申請人提出 Pre-Appeal 請求後，審

查小組做出決定前又進行以下動作，則 Pre-App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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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將自動終止 (申請人未來也不會收到決定通

知)，包括： 

(1) 提出訴願理由書( Appeal Brief)。 

(2) 提出 RCE。 

(3) 提出修正本 (After-final amendment)。 

(4) 提出宣誓書或其他證據  (Affidavit or 

other evidence)。 

(5) 表示放棄 (Express abandonment)。 

其他注意事項，例如：提出 Pre-Appeal 請求

後，審查小組做出決定前，不會受理申請人所提出

的補充理由書 (Supplemental arguments)。提出訴

願通知書 (Notice of Appeal) 時所繳交的訴願費

用不能退費，但若之後提出訴願理由書時則無須繳

費。即使不滿意決定，也不能提出請願 (petition)。 

訴願(Appeal) 

申請人在收到美國最終審查意見通知後，可依

據審查委員提出的答辯理由是否有缺陷、或是有可

進一步討論的爭點，來選擇先進行 Pre-Appeal 方

案、或是直接提出 Appeal。因此，申請人有可能

是在收到 Pre-Appeal 審查決定通知後才提出訴願

理由書 (Appeal Brief)、或是在提出訴願通知書 

(Notice of Appeal) 後規定的時限內直接提出訴願

理由書。而 Appeal 的規費亦隨選擇 Pre-Appeal

或 Appeal 方案可以有不同的繳交時點。 

依規定，提出訴願理由書(Appeal Brief)的期限

是：(1) Pre-Appeal 審查決定通知 (Panel Decision) 

寄出日起算 1個月內，或者(2) 訴願通知書 (Notice 

of Appeal) 提出日起算之 2 個月內，兩者以期限日

期較晚者為準，以給予申請人有較長時間準備訴願

理由書。 

例如，申請人於 2014 年 12 月 1 日提出訴願

通知書 (Notice of Appeal) 和繳交 Appeal 規費

(800 美元 )，但沒有一併提出先前訴願理由書 

(Pre-Appeal Brief) 者，則應在訴願通知書提出日

起算之 2個月內 (2015年 2月 1日) 提出訴願理由

書。 

若申請人於 2014 年 12 月 1 日提出訴願通知

書 (Notice of Appeal)，並同時提出先前訴願之請

求和提交 Pre-Appeal Brief，則需一併繳交規費，

若於 2015 年 1 月 10 日收到 Pre-Appeal 審查決定

通知，則最晚提出訴願理由書而無須繳納延期費的

期限為 2015 年 2 月 10 日，提出訴願理由書時也

不用再繳交 Appeal 規費 800 美元 (之前提出訴願

通知書時已繳)。如申請人準備不及，則可延期提

交訴願理由書，最晚於 2015 年 7 月 10 日止提出

並依規定繳納延期費。 

申請人 (訴願人) 提交訴願理由書後，會先交

由原審查委員請其閱讀和決定是否接受申請人提

出的訴願理由，進而核准該些請求項。如原審查委

員仍然不接受訴願人提出的訴願理由，決定繼續訴

願程序，則原審查委員需對訴願理由書的理由提出

答覆 (Examiner’s Answer) (一般是收到訴願理由

書的 2 個月內提出答覆)，而此份答覆將同時提供

給訴願委員會和訴願人。在閱讀訴願理由書後，原

審查委員如有依據新證據或新的核駁理由，在

Examiner’s Answer 中都必須清楚指出，讓訴願人

可以迅速明白原審查委員的回應。 

而訴願人收到 Examiner’s Answer 後，一般於

Examiner’s Answer 發出日的 2 個月內可提出答辯

理由書 (Reply Brief)，針對 Examiner’s Answer

中所提到的新核駁理由則需作出回應 (而不是再

討論原訴願理由)，如無法於 2 個月內需提出 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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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則必須提交一請求延遲申請。訴願人提出的

Reply Brief 也會送給原審查委員閱讀。 

再者，如果訴願人發現 Examiner’s Answer 裡

面並沒有新的核駁理由，訴願人可以自行決定是否

要再提出 Reply Brief。 

另外，如果訴願人認為有需要口頭說明，亦可

於Examiner’s Answer發出日的 2個月內提出召開

口頭聽證 (Oral Hearing) 的請求。訴願委員會在

訂下口頭聽證日期後通知訴願人，訴願人需於指定

時間 (兩週) 內決定是否出席。如訴願人或其代理

人未於指定時間內回應確認出席，則視為不舉行口

頭聽證。口頭聽證時訴願人是就訴願理由或答辯理

由的內容作清楚簡要之說明，原審查委員也可以做

回應。 

訴願委員會考慮所有書面論點，包括先前核駁

理由、Appeal Brief、Examiner’s Answer 和 Reply 

Brief，以及口頭聽證上兩方的說明 (若有舉行口頭

聽證) 後，做出書面判決 (內含基於法律事實的分

析 和 具 體 結 論 ) ， 發 出 訴 願 決 定  (Board 

Decisions)。訴願決定的情況例如可能有：全面或

部分維持核駁理由、或是全面或部分撤銷核駁理

由、或是指出請求項如依決定內容修正將可獲准專

利、或是原案退回審委，要求審委對申請案重新審

查 (可能是就訴願會議中對任 1 核准項所提出的新

核駁理做進一步審查)。 

 

四、實務建議 

1. 由訴願流程可看出，自訴願人提起訴願通

知 (Notice of Appeal) 到訴願委員會 (PTAB) 發

出訴願決定 (Board Decisions)，至少好幾個月甚

至超過 1 年，曠日廢時。而且，訴願期間若有其他

程序亦有其他相關規費必須繳交，例如訴願期間倘

若審查委員的答覆理由 (Examiner’s Answer) 認

為核駁理由並無不當，訴願人將需再繳交 2000 美

元以交由 PTAB 進行訴願審理。再者，訴願委員會

亦可能提新的核駁理由，訴願決定未必會准予專

利。 

因此，在提出訴願請求前，申請人應謹慎考慮

核駁理由的法律或事實依據，評估是否有其他更好

的方案可以進行，例如：是否通過 Interview 如電

詢就能使申請方和審查方快速解決問題以得到共

識；是否可以在 AFCP 2.0 的規定下，朝可核准的

方向對至少 1 獨立請求項之範圍進行限縮；選擇進

行 Pre-Appeal 是否更貼近申請人要解決的議題 

(屬審查上的缺陷)，但進行 Pre-Appeal 時不得修改

說明書和請求項內容；是否應修改至少 1 獨立請求

項才能使請求項內容明確與引證案作技術區隔，修

改後應提出 RCE…等，作充分考慮。 

2. 如申請人欲進行請求繼續審查 (RCE) 之

程序，特別是要進入第 2 次 RCE 前，可先評估是

否有其他較佳程序可以進行。 

根據現行 USPTO 對 RCE 的規費，提第 1 次

RCE 和第 2 次 RCE 的規費並不相同 (請參考

USPTO FEE SCHEDULE)。Leahy-Smith 美國發

明法案 (簡稱 AIA）實施前，無論 RCE 次數都是

相同規費 (美金 930 元)，且少於 1 件新申請案的

基本申請規費 (美金 1260 元)。但 AIA 第三階段於

2013 年 3 月 16 日生效實施後，第 2 次 RCE 和之

後提 RCE 的規費 (美金 1700 元) 已高於新申請案

的基本申請規費 (美金 1600 元)。 

從 USPTO 對 RCE 的規費的調整可看出，

USPTO 希望藉由大幅度的規費調漲，來抑止不必

要的 RCE 申請，並消化近幾年不斷攀升的 RCE 積

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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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一係簡列 AIA 實施前後的其中幾項大實

體規費，供參考與比較。 

 

 

表一 

 

4. 由於 AFCP 2.0 並沒有官方規費，雖然有代

理人費用，但相較於提出 RCE 或先前訴願/訴願，

整體費用仍減少很多。如果申請人在收到 Final OA

後，認為獨立請求項的內容只要再微幅調整就有希

望取得核准範圍，也願意修改至少一項獨立請求

項，且不論是修改或新增權利範圍，修正或新增內

容實質上都沒有擴張權利範圍 (符合 AFCP 2.0 規

定)，且修正幅度是審委僅花有限時間就能考量完

畢的，則可考慮進行 AFCP 2.0 方案。 

另外，在提出 AFCP 2.0 前或後，申請人亦可

向審查委員主動提出 Interview 請求，以清楚表達

申請案的技術內容使審查委員更加瞭解，使申請人

和審查方可最短時間取得共識。 

5. 如果申請人並沒有修改獨立請求項的意

願，例如認為審查委員對於申請案或引證案有錯誤

理解，欲提出陳述理由，則無須考慮 AFCP 2.0 (規

定必須至少修改 1 項獨立請求項)，而是可考慮提

出先前訴願 (Pre-Appeal)。 

6. 在不違反各方案的規定下，可以靈活運用

和搭配上述方案。例如，在提出直接答辯/AFCP 

2.0/RCE 之前，都可以與審查委員進行 Interview 

(例如電詢)，與審查委員直接並充分的作溝通與討

論，也可以直接瞭解審查委員的想法，這將有助於

申請方確立接下來的答辯策略，包括請求項該如何

修正，如果兩方順利取得共識，至少可以避免申請

人的答辯理由一再被忽略而無限迴圈般地收到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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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委員相同核駁理由的情形。對於審查過程，不論

是效率或整體費用上都有很大助益。 

7. 根據這些方案的本質與申請案的審查狀

況，以安排和規劃出適當的答辯策略和方案順序。

例如：直接答辯 (等 AA 或核准通知) 或提出 AFCP 

2.0，且AFCP 2.0必須在RCE前提出，倘提出RCE

後就必須等下一次的 Final OA 才有機會再提出

AFCP 2.0。 

另外，亦可以考慮： 

(1) 電詢 (選擇性的) + RCE (一般為新特點、

新理由) 

(2) 電詢 (選擇性的) + AFCP 2.0 (有小幅修改

獨立項的必要) 

(3) 直接答辯 (等 AA 或核准通知) + 電詢 (選

擇性的) + AFCP 2.0 (認為有小幅修改獨立項的必

要) + 電詢 (選擇性的) + RCE (如審委認為 AFCP 

2.0 提出的修改無法獲准專利權、或是認為還需作

進一步檢索)。 

(4) 直接答辯 (等 AA 或核准通知) + 電詢 (選

擇性的) + 先前訴願 (如核駁理由有明顯錯誤) + 

RCE 或訴願 (先前訴願決定也可能核准或重啟審

查程序)。 

當然，以上所列僅是參考，需依各個案件的實

際審查過程來作適當的答辯方案選擇。 

 

[註 1] 如申請人於 Final OA 發文日起 2 個月內提出回

覆，審委應於 Final OA 發文日起第 3 個月發出 AA 給申

請人，申請人如要回覆此 AA，仍以是否超過 Final OA

發文日起 3 個月為準做相關計算。但若審委發出 AA 時

已經超過 Final OA 發文日起 3 個月，例如進入了第 5

個月，申請人如要回覆此 AA，則延期費將於 AA 發出日

起算延期費。 

[註 2] AIA前為「專利訴願暨衝突委員會(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s) 」，AIA 後更名為 PTAB。 

[註 3] 根據 37 CFR 1.17，大實體延期費用：Extension 

for response within first month (200 USD)/second 

month (600 USD)/ third month (1400 USD)/ fourth 

month (2200 USD)/ fifth month (3000 USD)。 

 

參考資料： 

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網站 

1. MPEP 1204 中有訴願和先前訴願的相關說明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1204.ht
ml# 
2. USPTO- After Final Consideration Pilot 2.0 
Extension 
http://www.uspto.gov/patents/init_events/afcp.jsp 
3. AFCP 2.0 之請求書(PTO/SB/434 表格) 
http://www.uspto.gov/forms/sb0434.pdf 
4. Guidelines relat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responses 
under AFCP 2.0. 
http://www.uspto.gov/patents/init_events/afcp_guidelin
es.pdf 
5. AIA 後 USPTO 各項相關費用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ac/qs/ope/fee01011
4.htm 
6. Pre-Appeal Brief Conference Pilot Program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com/sol/og/2005/we
ek28/patbref.htm 
7. USPTO: Questions and Answers related to the 
Pre-Appeal Brief Conference Pilot Program   
http://www.uspto.gov/faq/pre_appealbrief_conf_pilot.js
p 
8. MPEP 1205 Appeal Brief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1205.ht
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