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 Athena Diagnostics, Inc. v. Mayo 

Collaborative Services, LLC判決淺析「醫療診斷方法」的專利適格性 

 

一、前言 

2012 年美國最高法院對 Mayo Collaborative 

Servs. v. Prometheus Labs., Inc.之判決（以下稱

Mayo 案）中，首次對醫療診斷之專利適格性做出

關鍵性的決定，在此判決中提到：(1)一項新發現的

自然法則不可以專利保護  (a newly discovered 

law of nature is itself unpatentable)；(2)若其應用

方式純粹依賴該領域已知的元件，則該新發現的自

然法則之應用方式通常也不可申請專利 (the 

application of that newly discovered law is also 

normally unpatentable if the application merely 

relies upon elements already known in the art)。 

此外，2014年最高法院在 Alice v. CLS Bank

一案之判決（以下稱 Alice 案）中，提出二階段測

試法(two-part test)判斷專利適格性，就該專利涉及

「抽象概念」、「自然界之物」、「自然法則」三個司

法例外（judicial exceptions）事項提出專利適格性

之判斷標準。 

本文嘗試根據 2019年 2月 6日美國聯邦巡迴

上訴法院（以下稱 CAFC）的判決，探討 Athena 

Diagnostics, Inc. v. Mayo Collaborative Services, 

LLC一案中所爭議的「醫療診斷方法」是否可滿足

Alice/Mayo二階段測試法的專利適格性要件。 

二、概述 

原 告 Athena Diagnostics, Inc. 、 Oxford 

University Innovation Ltd. 以 及 Max-Planck 

Gesellschaft zur Forderung der Wissenschaften 

e.V.（以下稱 Athena）擁有或被授予美國專利公告

第 7,267,820 號（以下簡稱 ’820 專利）專利權，

其係關於一種經由檢測對哺乳動物的「肌肉特異性

酪氨酸激酶」（muscle specific tyrosine kinase,簡

稱 MuSK）之蛋白抗體來診斷神經系統失調

（neurological disorders）的方法，該抗體從未被

認為與該疾病有關，而 Athena 同時也銷售一種稱

為 FMUSK的檢測方法來評估該些抗體。 

被告 Mayo Collaborative Services, LLC、

Mayo Medical Laboratories以及 Mayo Clinic（以

下稱 Mayo）也發展出兩種競爭性的檢測方法，據

稱實施 ’820 專利中一個或多個請求項之每一步

驟。2015年 6月 2日，原告 Athena於聯邦地方法

院控告被告 Mayo 侵害其 ’820 專利，被告 Mayo

依聯邦民事訴訟之規則 Rule 12(b)(6) 提起撤銷侵

害的動議（motion to dismiss），指稱 ’820專利的

系爭請求項並不符合 35 USC 101的專利適格性。 

2017年 8月 4日聯邦地方法院主要是基於最

高法院先前於 2012 年之 Mayo 案以及 2014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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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e案作出判決，地方法院認為 ’820專利的系爭

請求項指向「自然法則」，並缺少「創造性概念」

（inventive concept），經地院分析後認為不滿足專

利適格性要件，該些系爭請求項無效。因此，地方

法院同意被告Mayo的撤銷侵害動議，原告 Athena

不服，向 CAFC提起上訴，確認系爭請求項是否具

專利適格性。 

2019年 2月 6日 CAFC維持聯邦地方法院之

上述判決結果，指出 ’820 專利之系爭請求項指向

「自然法則」且僅以結合傳統的步驟來偵測該「自

然法則」，並不符合專利適格性要件，因此地方法

院之判決並無違誤。 

針對 CAFC判決結果，原告 Athena不服，請

求該法院進行合議庭再聽證或是進行全院庭審聽

證。2019 年 7 月 3 日，CAFC 所有聯席法官以 7

比 5的投票結果，駁回了原告 Athena所提出的關

於「醫療診斷方法」之專利適格性問題的全院庭審

聽證（en banc hearing）之請求以及合議庭再聽證

（panel rehearing）之請求。2019年 10月 2日，

原告 Athena 不服，向最高法院請求調卷令

（PETITION FOR A WRIT OF CERTIORARI）。 

2020年 1月 13日最高法院裁定，拒絕請願人

Athena的申請。 

 

三、背景說明 

    ‘820 專利係關於一種肌無力（Myasthenia 

gravis, MG）的診斷，其中約 80％的肌無力患者產

生乙醯膽鹼受體自身抗體(acetylcholine receptor 

autoantibodies)，其餘 20％患者則不會，但仍有相

同的肌無力症狀。'820專利的具名發明人發現，在

20％的無乙醯膽鹼受體自身抗體的 MG患者中，許

多人會產生針對稱為 MuSK 的膜蛋白的自身抗

體。在此發現之前，從未有疾病與 MuSK有關。'820

專利公開並要求保護通過檢測與 MuSK 表位

(epitope)結合的自身抗體來診斷例如是MG的神經

系統失調疾病的方法。 

‘820專利請求項 1記載如下： 

1. A method for diagnosing 
neurotransmission or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related to muscle specific tyrosine kinase 
[MuSK] in a mammal comprising the step of 
detecting in a bodily fluid of said mammal 
autoantibodies to an epitope of [MuSK]. 

  （1.一種在哺乳動物中診斷與肌肉特異性酪

氨酸激酶[MuSK]有關的神經傳遞或發育障礙

的方法，包括在所述哺乳動物體液中檢測所述

[MuSK]表位的自身抗體的步驟。） 

‘820專利請求項 6-9記載如下： 

6. A method according to claim 3 whereby 
the intensity of the signal from the anti-human 
IgG antibody is indicative of the relative 
amount of the anti-MuSK autoantibody in the 
bodily fluid when compared to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rol reading. 

  （6.根據請求項 3 的方法，其中與陽性和陰

性讀數相比，來自抗人 IgG 抗體的信號強度指

示了體液中抗 MuSK自身抗體的相對量。） 

7. A method according to claim 1, 
comprising 

contacting MuSK or an epitope or 
antigenic determinant thereof having a 
suitable label thereon, with said bodily fluid, 

immunoprecipitating any antibody/MuSK 
complex or antibody/MuSK epitope or 
antigenic determinant complex from said 
bodily fluid and 

monitoring for said label on any of said 
antibody/MuSK complex or antibody/MuSK 
epitope or antigen determinant complex, 

wherein the presence of said label is 
indicative of said mammal is suffering from 
said neurotransmission or developmental 
disorder related to [Mu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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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根據請求項 1所述的方法，包括： 

    使具有合適標記於其上的 MuSK或其表位

或抗原決定簇與所述體液接觸， 

    從所述體液中免疫沉澱任何抗體/MuSK複

合物或抗體/ MuSK 表位或抗原決定簇複合

物，以及 

    監測任何所述抗體/ MuSK 複合物或抗體/ 

MuSK 表位或抗原決定簇複合物上的所述標

記， 

    其中所述標記的存在指示所述哺乳動物正

遭受與[MuSK]有關的所述神經傳遞或發育障

礙。） 

8. A method according to claim 7 wherein 

said label is a radioactive label. 

  （8.根據請求項 7 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標

籤是放射性標籤。） 

9. A method according to claim 8 wherein 

said label is 125I.  

  （9.根據請求項 8 的方法，其中所述標記是

125I。） 

上述最具爭議之請求項 9中，需：（1）將具有 

125I 標記的 MuSK或其表位與體液接觸；（2）免

疫沉澱任何抗體/MuSK複合物；以及（3）監測複

合物上的標記，其中標記的存在表示具有與 MuSK

相關的障礙。 

‘820 專利的說明書更說明碘化 (iodination) 

和免疫沉澱  (immunoprecipitation entail) 之步

驟，並指出「檢測體液樣品中自身抗體的實際步驟

可以根據本領域已知之免疫學分析技術」，例如放

射免疫分析。碘化和免疫沉澱是本領域的標準技

術。 

系爭請求項 6進一步描述「與陽性和陰性讀數

相比，來自[二次]抗體的訊號強度指示了體液中抗

MuSK 自身抗體的相對量」。該請求項保護的技術

以 ELISA 方法為示例，與放射免疫分析法一樣，

‘820專利說明書將之列為「本領域已知的免疫分析

技術」。 

地方法院將其分析重點放在請求項 7-9上。原

告 Athena沒有提出任何針對請求項 6的論點。地

方法院認為 ’820 專利的系爭請求項指向「自然法

則」，因為系爭請求項主要針對體液中 MuSK自身

抗體與具有 125I標記的 MuSK間的一種自然發生

的交互反應（the interaction occurs naturally），且

地方法院認為系爭請求項中的步驟僅涉及「該領域

中的標準技術」（standard techniques in the art），

故亦缺少「創造性概念」（inventive concept），經

地院分析後認為不滿足專利適格性要件，故駁回了

Athena的請求。 

 

四、CAFC的判決 

CAFC 指出，根據最高法院制定的法律，35 

USC 101 雖然很寬泛，但包含一個重要的隱含例

外，「自然法則、自然現象和抽象觀念」不可申請

專利。這些例外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壟斷科學工藝

的基本工具「可能比促進創新更容易阻礙創新」。

但是，最高法院建議必須謹慎應用這些例外情況，

因為「對此排除性原則的過廣解釋可能會使專利法

的重要精神消失」。 

CAFC認為自然法則不可申請專利，但自然法

則的應用可以申請專利。對其他法定標的請求項不

因其使用自然法則而喪失取得專利資格。但是，另

一方面，在自然法則中增加「特定的普遍性高的常

規步驟」，並不能使針對自然法則的請求項具專利

適格性。 

為了將符合適格專利的自然法則應用的請求

項與不允許地與自然法則綁在一起的請求項區隔

開來，CAFC採用了最高法院規定的兩階段測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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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part test)。首先，檢查這些請求項是否「指向」

自然法則。若是，接著，在步驟二中，詢問是否可

將該請求項的限制（除了自然法則以外）單獨考

慮，且作為有順序地組合，以「將請求項的性質轉

化為具有適格專利的申請」。為轉化請求項，附加

的限制必須「確保該專利在實用中比該專利在自然

法則本身上要顯著多餘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a 

patent upon the natural law itself）」。 

第一步之「指向」的要求係針對請求項整體(as 

a whole)。為了確定請求項是否指向不適格的概

念，CAFC基於說明書及請求項來考慮要求保護的

進步是對技術過程的改進，還是僅對不適格概念的

改進。例如在 CellzDirect 一案中，儘管發明人發

現了細胞能夠在多個凍融循環中存活的能力，但地

方法院理解此一發現為自然法則，但 CAFC的結論

是，這些請求項並不指向該自然法則。這是因為整

體而言，該請求項中記載了「一種新的且改進的保

存肝細胞供以後使用的方法」，不只是觀察或檢測

肝細胞在多個凍融循環中存活的能力，所請求的改

進作法處理了自然法則，以產生一專利適格之技術

改良。 

CAFC 認為 ’820 專利請求項 7-9 僅為自然法

則的發現，而且附加敘述的步驟僅應用了檢測自然

法則的傳統技術。因此，如同 Cleveland Clinic案

及 Ariosa案，CAFC確定 ’820專利之系爭請求項

7-9指向「自然法則」。其說明書教導「檢測體液樣

品中自身抗體的實際步驟可以根據本領域已知的

免疫學測定技術來進行，包括放射免疫測定和

ELISA」。 因此，’820專利將請求項的發明描述為

主要是「自然法則」的發現，而不是對基礎免疫測

定技術的改進。 

原告 Athena辯稱，系爭請求項是針對創新的

實驗室技術，並無指向「自然法則」。但是，CAFC

認為原告 Athena 除了發現自然法則外，沒有其他

任何創新之處。Athena 提出之請求項步驟之特定

性，使這些請求項沒有先佔 (preempt) 任何自然

法則。對此，CAFC認為這些系爭請求項 7-9指向

「自然法則」，因為它們僅描述自然法則以及用於

遵守自然法則的標準技術。闡述某些常規步驟搭配

一些特殊限定不足以改變這一結論。另外，Athena

認為系爭請求項與傳統診斷方法不同，因為他們使

用人造物質來標識 MuSK。CAFC認為，如果人造

分子僅僅是傳統方法中遵守自然規律的常規步

驟 ，那麼 使用人造分 子並不 是決定性的 

(decisive)。例如，Mayo案的請求項向患者施加人

造分子的藥物；Ariosa案中的請求項同樣需要通過

聚合鏈式反應進行擴增，該反應利用人造試劑。因

此，CAFC重申在採用標準技術來檢測或遵守自然

法的方法請求項中使用人造分子，仍將使請求項指

向「自然法則」。 

因此，當 CAFC 得出結論，主張請求項 7-9

是針對自然法則時，CAFC朝向 Mayo / Alice測試

的第二步驟。 

原告 Athena辯稱，系爭請求項 7-9提供了一

個創造性概念：關於人造分子的一系列創新步驟。

在此發現之前，原告 Athena 認為沒有檢測 MuSK

自身抗體的方法被公開。此外，原告 Athena 辯稱

且在發現 MuSK 自身抗體與 MG 之間的相關性之

前，尚未有用於檢測 MuSK 自身抗體的方法被揭

露。然而，CAFC認為 ’820專利說明書已說明「檢

測體液樣品中自身抗體的實際步驟可以按照本領

域已知的免疫學分析技術進行」，且「碘化和免疫

沉澱是本領域的標準技術」。即使接受「沒有檢測

MuSK自身抗體的方法」此一事實，CAFC也不認

為以標準方式執行標準技術來觀察新發現的自然

法則會提供創造性概念 (inventive concept)。然

而，為了提供創造性概念，請求保護的步驟的順序

必須對新發現的自然法則做得比採用常規測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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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還多。必須在自然法則本身的發現之上，提出創

造性的應用。因此，CAFC認為由於系爭請求項 7-9

沒有敘述這樣的應用，因此系爭請求項 7-9沒有提

供創造性概念。同樣地，請求項 6僅描述標準技術

的應用以觀察自然法則，亦沒有提供第二步驟之測

試的創造性概念。 

因此，CAFC 認為地方法院之判決並無違

誤，’820專利系爭請求項 6-9不符合專利適格性要

件。 

 

五、結語 

由上可知，由於受到最高法院 Mayo案的解釋

結果之拘束，Athena案被判斷為不具專利適格性。 

各界原本期望最高法院應該會受理本案，以解

決此爭議，但最後最高法院裁定，拒絕請願人

Athena 的申請。可見，最高法院認為 CAFC已經

於一系列的診斷專利相關之判決中建立起一個清

楚的不符合專利適格性要件之規則，不需再多做解

釋。 

敝所認為自從 2012年，最高法院對 Mayo案

的判決中，首次對醫療診斷之專利適格性做出關鍵

性的決定以來，到現在已經 8年，透過 Athena案

似乎更明確地得知最高法院對專利法 35 USC 101

的立場，「醫療診斷方法」只要符合下列兩個條件，

將不具專利適格性：(1)一項新發現的自然法則不可

以專利保護；及 (2)若其應用方式純粹依賴該領域

已知的元件，則該新發現的自然法則之應用方式通

常也不可申請專利。 

依據最高法院對 Mayo 案所作的判決來看，「將撰

寫的重點放在意圖壟斷自然生成代謝物及治療功

效及毒性之間的『關聯性』，就是自然法則」，同樣，

Athena 案的系爭專利將撰寫的重點放在意圖壟斷

體液中 MuSK自身抗體與具有 125I標記的 MuSK

間自然發生的交互反應的「關聯性」，也被法院判

斷為指向「自然法則」。因此，為了符合專利法 35 

USC 101 的專利適格性規定，吾人在撰寫請求項

時，應注意撰寫的重點不在描述自然交互反應的

「關聯性」，而是描述「一種新的且改進的診斷方

法」，並強調其應用自然法則而提供了「創造性概

念」，以避免「壟斷或先佔自然法則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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