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 IN RE: DAVID FOUGHT, MARTIN 

CLANTON判決探討請求項的前言內容對於請求項的範圍解讀 

 

一、前言 

在專利案件審查過程中，專利審查委員可能會

認定請求項的前言僅為預定用途的敘述，且未對請

求項構成結構限制，而無法據以區隔引證案。此為

在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CAFC) 的多數判決中

所提及，例如 2002 年 8 月 1 日關於 Allen Eng'g 

Corp. v. Bartell Indus., Inc.的判決即提及： 

“Generally, the preamble does not limit the 

claims.” (通常而言，前言不會造成請求項範圍的限

制。) 

本文將根據美國聯邦上訴巡迴法院於 2019 年

11 月 4 日作出 IN RE: DAVID FOUGHT, MARTIN 

CLANTON 的判決，探討請求項的前言揭露內容對

於請求項的範圍解讀。 

 

二、判決內容 

系爭案為美國專利申請案號 13/507,528 (以下

簡稱為 ’528 專利)，其申請日為 2012 年 7 月 5 日，

上訴人為發明人 David Fought 與 Martin Clanton。

本案在專利申請過程中，美國專利商標局 (USPTO) 

之專利審查委員基於 35 U.S.C. § 102(b) 之規定

核駁獨立項 1 與獨立項 2 之新穎性特徵；後經專利

審理暨訴願委員會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PTAB) 確認 USPTO 之決定。然，本案經

上訴至 CAFC 後，法院認為：由於 PTAB 認為前言

中之「旅行拖車 (travel trailer)」並未限制請求項

之保護範圍的結論錯誤，故而駁回 PTAB 之決定並

發回重行審查。 

 

(一)、背景  

’528 專利申請案係有關於旅行拖車之結構。說

明書揭露較佳實施例的拖車具有由一牆組件隔開

的住艙隔室與存放隔室。系爭案包括以下兩個請求

項：  

1. A travel trailer having a first and second 
compartment therein separated by a wall 
assembly which is movable so as to alter the 
relative dimension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ompartments without altering the exterior 
appearance of the travel trailer.  

2. A travel trailer having a front wall, rear 
wall, and two side walls with a first and a 
second compartment therein, those 
compartment s being separated by a wall 
assembly, the wall assembly having a forward 
wall and at least one side member, the side 
member being located adjacent to and 
movable in parallel with respect to a side wall 
of the trailer, and the wall assembly being 
moved along the longitudinal length of the 
trailer by drive means positioned between the 
side member and the side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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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SPTO 的審查階段，專利審查委員基於

pre-AIA 35 U.S.C. § 102(b) 之規定核駁以上兩個

請求項之新穎性特徵。其中，審查委員是以美國專

利號 4,049,311 (以下稱 Dietrich) 核駁請求項 1 之

新穎性特徵；Dietrich 係揭露一般卡車拖車 (truck 

trailer) ，例如冷藏拖車之專利。此外，審查委員

另以美國專利號 2,752,864 (以下稱 McDougal) 核

駁請求項 2 之新穎性特徵；McDougal 係揭露用於

運 輸 隔 室 的 隔 板  (bulkhead for shipping 

compartments) 之專利。對於此核駁，上訴人係答

辯稱：「旅行拖車 (travel trailer)」為「休旅車的一

種類型 (a type of recreational vehicle)」。對於「旅

行拖車」與「休旅車」的解讀，上訴人係以美國專

利公開號 2010/0096873 (以下稱 Miller) 作為外部

證據引述。然而，審查委員維持核駁理由。上訴人

不服而向 PTAB 提出訴願並引用 Woodall’s RV 

Buyer’s Guide (以下稱 Woodall’s) 作為額外的證

據以支持上訴人的立場。上訴人也向 PTAB 提出審

查委員並未以該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的水準對請

求項做出§ 102 核駁的立場是錯誤的。然而，PTAB

確認原審查委員的核駁，並結論出：前言用語中之

「旅行拖車」僅為預定用途 (intended use) 的敘

述，並未對請求項造成限制。上訴人認為 PTAB 並

未對上訴人指出審查委員有必要考量該技術領域

之通常知識的水準的答辯做回覆，因而向 CAFC 提

出上訴。 

 

(二)、討論  

CAFC重新審理 PTAB之法律結論與其經由實

質證據的事實發現 (factual findings)。 

CAFC重新審理地院之最終的請求項解釋及其

牽涉外部證據之實質證據的基本事實決定 (We 

review the Board’s ultimate claim construction de 

novo and its underlying factual determinations 

involving extrinsic evidence for substantial 

evidence)。 

(1) 審理中的申請案的請求項在審查期間是受

到最廣義的合理解釋，如判例 In re Am. Acad. of 

Sci. Tech Ctr., 367 F.3d 1359, 1364 (Fed. Cir. 

2004)。 

(2) CAFC 是將前言語言的作用視為請求項之

解釋的議題，如判例 Arctic Cat Inc. v. GEP Power 

Prod., Inc., 919 F.3d 1320, 1327 (Fed. Cir. 2019)。 

(3) 僅陳述發明的目的或預定用途的前言語言

一 般不會 視為請求項 之保護 範圍的限制 

(Preamble language that merely states the 

purpose or intended use of an invention is 

generally not treated as limiting the scope of the 

claim)，如判例 Bicon, Inc. v. Straumann Co., 441 

F.3d 945, 952 (Fed. Cir. 2006)。 

(4) 然而，當請求項是據前言作為前置基礎

時，前言構成限制 (the preamble constitutes a 

limitation when the claim(s) depend on it for 

antecedent basis)，如判例 C.W. Zumbiel Co., Inc. 

v. Kappos, 702 F.3d 1371, 1385 (Fed. Cir. 

2012) ，引用判例 Catalina Mktg. Int’l, Inc. v. 

Coolsavings.com, Inc., 289 F.3d 801, 808 (Fed. 

Cir. 2002)。  

此案的爭點為：前言描述「旅行拖車」是否對

請求項造成限制。一開始，上訴人答辯請求項完全

不具有前言。上訴人答辯請求項描述的 “[a] travel 

trailer having . . .” 並非前言，且未使用轉接詞

(transition word)。CAFC 並不同意上訴人的理由，

CAFC 指出雖然請求項並未使用請求項在前言與

主體之間的一般連接用字 (包括(comprising))，但

在此處之用字「具有(having)」是表現出與轉接詞

相同的作用。 

上訴人接著答辯，即使「旅行拖車」為前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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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由於請求項的主體有基於其作為前置基礎描述

旅行拖車並具有結構限制，因此「旅行拖車」對於

請求項造成限制。 USPTO 的專利審查委員指出

「旅行拖車」並未對請求項造成限制，且外部證據

無法增加特定的結構。PTAB 亦結論出「旅行拖車」

為預定用途的非限制敘述 (non-limiting statement 

of intended use)。然而，CAFC 並不同意此一看法。  

在請求項 1 的主體中，具有限制性描述「該旅

行拖車 (the travel trailer)」是以前言描述的「[一]

旅行拖車([a] travel trailer)」作為前置基礎的。

CAFC 指出，在其它判例中，當請求項的前言為出

現在主體中之用語的前置基礎時，此前言係對請求

項造成限制。例如，參照判例 C.W. Zumbiel Co., 

702 F.3d at 1385; Bell Commc’ns Research, Inc. 

v. Vitalink Commc’ns Corp., 55 F.3d 615, 620– 21 

(Fed. Cir. 1995); Electro Sci. Indus., Inc. v. 

Dynamic Details, Inc., 307 F.3d 1343, 1348 (Fed. 

Cir. 2002); Pacing Techs., LLC v. Garmin Int’l, 

Inc., 778 F.3d 1021, 1024 (Fed. Cir. 2015)。  

CAFC 並不同意 PTAB 所認為：「旅行拖車」

僅為預定用途之敘述，且並非結構限制的決定。上

訴人以外部證據 Miller 與外部證據 Woodall’s 支持

他們「旅行拖車」為一種含有住艙的特定類型的休

旅車的主張。  

PTAB 引述外部證據的相關引用內容如下： 

外部證據 Miller: 

於此所謂的「休旅車 (Recreational vehicles)」

或「RVs」可被機動化或拖曳，但通常具有居住區

域，其對使用者提供氣候的遮蔽物與個人便利，例

如浴室、臥室、廚房、餐廳及/或家庭房，這些房間

通常在車體內各自形成獨立的隔室. . . .拖曳的休

旅車一般稱為「旅行拖車」。(“Recreational 

vehicles” or “RVs,” as referred to herein, can be 

motorized or towed, but in general have a living 

area which provides shelter from the weather as 

well as personal conveniences for the user, such 

as bathroom(s), bedroom(s), kitchen, dining room, 

and/or family room. Each of these rooms typically 

forms a separate compartment within the 

vehicle . . . . A towed recreational vehicle is 

generally referred to as a “travel trailer.”)   

外部證據Woodall’s: 

掛車型 RV 的單一最受歡迎的類型可能是旅行

拖車。旅行拖車丈量為 13 至 35 英尺長，是設計成

僅增加車架或保險桿安裝的連接件，藉此被汽車、

箱車及貨卡車拖曳。通常為單軸，但在較大的乘載

單位上也可能發現雙軸甚至三軸。(Probably the 

single most-popular class of towable RV is the 

Travel trailer. Spanning 13 to 35 feet long, travel 

trailers are designed to be towed by cars, vans, 

and pickup trucks with only the addition of a 

frame or bumper mounted hitch. Single axles are 

common, but dual and even triple axles may be 

found on larger units to carry the load.) 

CAFC 結論出：PTAB 之與這些引用內容有關

的事實發現，並未受到實質證據的支持。PTAB 發

現 Miller 與 Woodall’s 之旅行拖車與其它休旅車在

拖曳性 (towability) 方面上的差異僅為預定用途的

敘述。再者，PTAB 發現 Miller 解釋休旅車與旅行

拖車具有居住空間，而非載貨空間，為預定用途之

描述。CAFC 認為 PTAB 的這些事實發現並未受到

實質證據支持。拖曳性為結構差異，而非預定用

途。居住區域 (living area) 也同樣為結構要件。  

基於外部證據，CAFC 結論出「旅行拖車」為

休旅車的一種特定類型，且此用語為請求項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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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旅行拖車」是否對請求項構成限制並沒有

疑義，揭露載貨拖車與運輸隔室的 Dietrich 與

McDougal 並未構成先占 (anticipate)。正如人並不

會混淆房屋與貨艙，沒有人會混淆旅行拖車與卡車

拖車。因此 CAFC 駁回 PTAB 的決定並發回重行審

查。  

至於上訴人提出PTAB並未具體陳述該技術領

域之通常知識的水準而因此錯誤的理由，CAFC 並

不同意。請求項的範圍是「如該技術領域的通常知

識者，根據說明書所能理解的作為解釋 (in light of 

the specification as it would be interpreted by one 

of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為基本原則，參見判例

Phillips v. AWH Corp., 415 F.3d 1303, 1316 (Fed. 

Cir. 2005)。除非專利權人在理由書中提及該技術

領域之通常知識的水準，並詳細解釋該技術領域之

通常知識的水準的差異性將如何改變結果，否則

PTAB 與 USPTO 的審查委員皆不需要詳細說明該

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的水準。CAFC 採用由根據

Phillips 判例所需的該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的水準

作適當決定。上訴人並未提出該技術領域之通常知

識的水準的差異性會改變結果的理由。相反的，申

請人因為PTAB的決定並未具體詳細說明該技術領

域之通常知識的水準而對其提出廣義的挑戰。

CAFC 發現此挑戰是缺乏法律依據的。 

 

(三)、結論  

因此，對於 PTAB 確認審查委員核駁 ’528 專

利申請案之請求項 1-2 之決定，CAFC 將之駁回，

並發回重行審查。  

 

三、淺析 

系爭案的請求項的前言描述旅行拖車 (travel 

trailer)，且主體亦描述以前言作為前置基礎的旅行

拖車。PTAB 認為請求項之前言描述的「旅行拖車」

僅為預定用途的敘述，且未對請求項構成結構限

制。但 CAFC 並不同意 PTAB 的決定，指出當請求

項的前言為出現在主體中之用語的前置基礎時，此

前言係對請求項造成限制。此外，上訴人提出的外

部證據支持請求項所述的「旅行拖車」為一種含有

居住艙的休旅車，並具有拖曳性 (towability)，其為

結構限制特徵，非預定用途，並能據以區隔引證文

獻所揭露之具有載貨空間的卡車拖車與運輸隔室。  

據此可知，當請求項之主體中有描述前言的元

件時，請求項之前言描述的元件係對請求項構成結

構限制，而非預定用途之描述。雖然請求項並未明

確描述「旅行拖車」是具有居住空間的艙體並具有

拖曳性，但在答辯過程若能提出外部證據說明請求

項描述的「旅行拖車」具有這些性質，亦能藉此使

請求項描述的「旅行拖車」區隔不具有這些性質的

引證文獻。因此，在實務操作上，為避免日後在審

查過程或是訴訟程序中的困擾，建議申請人在專利

申請之時，盡可能避免將主體的必要結構或特徵描

述於前言。 

此外，本案之上訴人提出 PTAB 並未具體陳述

該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的水準而因此錯誤的理

由。CAFC 並不同意上訴人的理由，並且指出請求

項的範圍是「如該技術領域的通常知識者根據說明

書所能理解的」。除非專利權人在理由書中提及該

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的水準，並詳細解釋該技術領

域之通常知識的水準的差異性將如何改變結果，否

則 USPTO與 PTAB並不需要詳細說明該技術領域

之通常知識的水準。 

據此可知，若要針對審查人員未具體陳述該技

術領域之通常知識的水準作答辯，應提出該技術領

域之通常知識的水準的差異性會改變結果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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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 DAVID FOUGHT, MARTIN CLANTON (CAFC, 

November 4, 2019) 

http://www.cafc.uscourts.gov/sites/default/files/opinion

s-orders/19-1127.Opinion.11-4-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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