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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DABUS案淺談 AI機器作為發明人之疑問與衝擊 

 

一、前言 

近年來，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技術快速發展，在許多領域都有相當大的突破。各

國人工智慧技術的專利申請案也逐步推升。AI機器

除了可以實現這些發明的創作內容以外，AI機器似

乎也能夠自行創作出發明？Stephen L. Thaler (下

稱 Thaler) 陸續於 2018及 2019年向歐洲、英國、

美國、以色列等國家提出兩件專利，Thaler指出該

些專利之發明人係名為 DABUS 的 AI 機器。從對

於發明提供實質上貢獻的角度來看，DABUS 似乎

應為發明人，但在道德方面、人格法益方面似乎又

有所不妥？因此，DABUS 案一提出就引發各國專

利界的討論，美國 USPTO 更針對相關 AI 議題公

開徵求各方意見，以因應逐漸浮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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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從DABUS案討論各主要國家對於發明

人之相關法規，並進一步探討未來法規應如何因應

AI機器所創作的專利申請案。至於各主要國家對於

AI相關發明的實體審查規定，有興趣的讀者可逕行

查閱第 31期「淺析人工智慧之申請策略-從歐洲與

日本之新規定談起」及第 32 期「人工智慧之醫療

診斷發明於各主要國家的專利保護」之文章。 

 

二、DABUS案現況 

(一 )、歐洲專利申請案 EP18275163、

EP18275174： 

該些歐洲專利申請案目前被官方駁回，其審查

歷程概述如下： 

申請人 Thaler於 2018/10/17及 2018/11/7分

別向歐洲專利局 (European Patent Office, EPO) 

提 出 EP18275163 “Food container” 以 及

EP18275174 “Devices and Methods for Attracting 

Enhanced Attention” 兩件專利申請案，指出發明

人與申請人為不同人，發明人為名稱為 DABUS的

AI機器。申請人於 2019/9/24請求申請案提早公開

後，此二申請案皆已於 2019/11/6提早公開。 

EPO發函指出該些申請案未依據Article 81與

Rule 19提出發明人指定書，並啟動聽證程序 (Oral 

proceeding)。 

於聽證程序中，申請人 Thaler 強調法規並未

排除人工智慧不得作為發明人，也未明確表示發明

人必須為「人」。並且，任何一個人在接收到一些

基本知識的教導後，經過思考而自行創作出發明時

可以作為發明人。基於相同理由，DABUS 也應該

是可以作為發明人。再者，該發明由 AI 機器所創

作，申請人有義務向公眾公開真實的發明者。 

最終，EPO於 2020/1/27做出駁回決定，主要

理由是 DABUS 並不是「人」，不具有法律賦予自

然人之權利，故不得享有姓名表示權，亦無法行使

任何權利。且 AI 機器僅為他人所擁有，無法簽署

雇傭契約而為受雇人，故 AI 機器無法讓渡任何權

利予他人。因此，該些專利申請案未依據 Article 81

與 Rule 19提出發明人指定書，而不得獲准專利。

對此，申請人已於 2020/3/13提出訴願，此案目前

尚待訴願會進行審理。 

值得注意的是，發明人指定書不合法的問題屬

於程序上的形式問題，無關於實體上的可專利性要

件審查，且究竟誰為真正的發明人等議題須由法院

進行判斷。 

 

(二 )、英國專利申請案 GB201816909、

GB201818161： 

該些英國專利申請案目前也同樣被官方駁

回，其審查歷程概述如下： 

申請人 Thaler於 2018/10/17及 2018/11/7分

別向英國智慧財產局 (United Kingdom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UKIPO) 提 出

GB201816909 “Food container” 以 及

GB201818161 “Devices and Methods for 

Attracting Enhanced Attention” 兩件專利申請

案，指出發明人為名稱為 DABUS 的 AI 機器，且

申請人係自 AI機器取得申請專利之權利。 

UKIPO 發函指出該些申請案不得以機器的名

稱作為發明人，應指明「人 (a person)」為發明人，

UKIPO 並要求申請人提出有關如何自發明人取得

申請專利之權利的陳述書 (Form 7s)，且說明若未

於指定期限前提出必要文件將導致該些申請案視

https://register.epo.org/espacenet/regviewer?AP=18275174&CY=EP&LG=en&DB=REG
https://register.epo.org/espacenet/regviewer?AP=18275174&CY=EP&LG=en&DB=REG
https://register.epo.org/espacenet/regviewer?AP=18275174&CY=EP&LG=en&DB=REG
https://register.epo.org/espacenet/regviewer?AP=18275174&CY=EP&LG=en&DB=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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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撤回。對此，申請人針對以下三個議題請求聽證 

(hearing)，同時亦請求申請案提早公開。 

1. 非人類的發明人  (non-human inventor) 

是否符合現行法令下之發明人？ 

2. 申請人是否可基於其為 AI 機器的擁有者

身份逕而取得申請專利之權利？ 

3. 官方會一直等到指定期限之後將該些申請

案視為撤回？或先行處理上述議題？ 

經聽證後，UKIPO 於 2019/12/4 做出駁回決

定，而此二申請案後續分別於 2019/12/25 及

2020/1/1 提早公開。UKIPO 駁回的主要理由是

DABUS並不是「人」，不符合英國專利法第 7節及

第 13 節所訂之發明人；再者，縱使該發明是由

DABUS 所創作，申請人亦無法僅僅基於其為

DABUS 的擁有者來合法取得申請專利之權利。據

此，該些申請案將依細則第 10(3)條之規定於指定

期限後視為撤回。對此，申請人已於 2019/12/18

上訴至專利法院，此案目前尚待法院進行審理。 

 

(三)、美國專利申請案 US201916524532、

US201916524350 、 及 以 色 列 專 利 申 請 案

IL26860419、IL26860519： 

申請人Thaler於2019/7/29向美國專利商標局 

(USPTO) 提 出 US201916524532 及

US201916524350兩件美國專利申請案。而後，申

請 人並於 2019/8/8 向 以色 列專利 局提出

IL26860519 “Food container” 以及 IL26860419 

“Devices and Methods for Attracting Enhanced 

Attention” 兩件專利申請案，並分別主張前述 EP、

UK 及 US 對應案之國際優先權，該些以色列專利

申請案遂於 2019/10/31公開，目前尚待審查中。 

 

(四)、小結 

從此案例來看，EPO 及 UKIPO 對於申請人

Thaler 所提出的有關適格發明人認定之實質理由

並未正面答覆，最終皆是以有關發明人指定書或陳

述書不合法等形式問題予以駁回。預料申請人

Thaler以DABUS作為發明人在其他國家的申請案

應該也不容易挑戰成功，但已引發全球專利界對於

此議題的重視與討論，例如： 

1. 各國的規範中，是否有明定發明人必須為

「自然人」？對於發明人資訊所採的審查要求為

何？ 

2. 任何一個人在接收到一些基本知識的教導

後，經過思考而自行創作出發明時可以作為發明

人，但 AI機器能不能同理作為發明人呢？ 

3. 對於由 AI機器自行創作之發明，其適格發

明人的認定是否仍應從對發明具有實質上貢獻的

角度來探究真正的發明者何？ 

4. 對於由 AI機器自行創作之發明，是否可基

於 AI機器的擁有者身份來取得申請專利之權利？  

 

三、各主要國家關於發明人的現行規定 

(一)、我國 

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敘述「申請發明

專利者，其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一、發明名

稱。二、發明人姓名、國籍。…」 

根據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一篇第二章第3點關

於「發明人」的規定，其敘述「發明人必為自然人，

如有多人時，應於申請書上全部記載…發明人姓名

欄位應載明中文姓名。」按照立法當時的時空，「發

https://register.epo.org/espacenet/regviewer?AP=18275174&CY=EP&LG=en&DB=REG
https://register.epo.org/espacenet/regviewer?AP=18275174&CY=EP&LG=en&DB=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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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必為自然人」主要係為了排除法人，並未考慮

到 AI機器能夠對發明具有實質貢獻的情況。 

根據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一篇第三章之規

定，其敘述「專利申請人，指具有專利申請權而具

名提出專利申請之人，其得為自然人或法人。發明

人 (新型專利為新型創作人、設計專利為設計人，

以下同)，指實際創作發明 (新型、設計) 之人，其

必為自然人。」且「申請人應於申請書上載明發明

人之姓名，至於申請書所載之發明人是否為真正之

發明人，應由專利申請案之申請人自負相關法律責

任，專利專責機關不作實質認定。」 

我國智慧財產法院 102年度民專上字第 23號

判決指出「按發明人係指實際進行研究發明之人；

發明人之姓名表示權係人格權之一種，故發明人必

係自然人。發明人須係對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之技

術特徵具有實質貢獻之人。所謂『實質貢獻之人』

係指為完成發明而進行精神創作之人，其須就發明

所欲解決之問題或達成之功效產生『構想』

（conception），並進而提出具體而可達成該構想

之技術手段。構想是在發明人心中，具有明確、持

續一定的想法且應為完整可操作之發明，未來並可

真正付諸實施，而無須過度之研究或實驗。」 

綜上，我國對於發明人雖有定義為實際創作發

明之人且必為自然人，但專利專責機關對於發明人

資訊僅審查是否於申請書上載明發明人姓名、國

籍，是否為實際創作發明之人並不作實質審查。一

般認為審查「是否於申請書上載明發明人姓名、國

籍」包含了審查「必為自然人」之要求。 

 

(二)、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專利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規定「發

明、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的請求書應當

寫明下列事項：（一）發明、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

計的名稱；（二）申請人是中國單位或者個人的，

其名稱或者姓名、位址、郵遞區號、組織機構代碼

或者居民身份證件號碼；申請人是外國人、外國企

業或者外國其他組織的，其姓名或者名稱、國籍或

者註冊的國家或者地區；（三）發明人或者設計人

的姓名；…」 

根據中國大陸審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4.1.2 節關於「發明人」之規定，其敘述「發明人

應當是個人，請求書中不得填寫單位或者集體，例

如不得寫成「××課題組」等。發明人應當使用本人

真實姓名，不得使用筆名或者其他非正式的姓名。

多個發明人的，應當自左向右順序填寫。不符合規

定的，審查員應當發出補正通知書。申請人改正請

求書中所填寫的發明人姓名的，應當提交補正書、

當事人的聲明及相應的證明文件。」按照立法當時

的時空，「發明人應當是個人」主要係為了排除單

位或集體，並未考慮到 AI 機器能夠對發明創造的

實質性特點作出創造性貢獻的情況。 

中國大陸專利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規定「專利

法所稱發明人或者設計人，是指對發明創造的實質

性特點作出創造性貢獻的人。在完成發明創造過程

中，只負責組織工作的人、為物質技術條件的利用

提供方便的人或者從事其他輔助工作的人，不是發

明人或者設計人。」 

根據中國大陸審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4.1.2 節關於「發明人」之規定，其敘述「專利法

實施細則第十三條規定，發明人是指對發明創造的

實質性特點作出創造性貢獻的人。在專利局的審查

程式中，審查員對請求書中填寫的發明人是否符合

該規定不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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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中國大陸對於發明人雖有定義為對發明

創造的實質性特點作出創造性貢獻的人且應當是

個人，但對於發明人資訊僅審查是否於申請的請求

書上載明發明人的姓名，是否為對發明創造的實質

性特點作出創造性貢獻的人並不作實質審查。一般

認為審查「申請的請求書上是否載明發明人的姓

名」包含了審查「應當是個人」之要求。 

 

(三)、歐洲 

歐洲專利公約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EPC) Article 81有關指定發明人 (designation of 

inventor) 之規定，其敘述「歐洲專利申請案應指

定發明人；若專利申請人並非發明人、或並非唯一

發明人，則須檢附一份發明人指定書，用以陳報發

明人，並包括敘明歐洲專利之權利來源的陳述」。 

根據 EPC施行細則 Rule 19之規定，發明人

指定書必須敘明發明人姓、名、及完整地址，並包

含 EPC Article 81所指之陳述內容，且由申請人(或

其代表人)簽署。歐洲專利局將不會針對指定發明

人之正確性進行驗證或實質審查，僅針對發明人指

定書之上述資訊是否完備進行審查，若有遺漏或其

他資訊不完備之情事，將據以通知申請人回覆。 

綜上，歐洲並未明定發明人必須為自然人，但

由於Rule 19規範發發明人指定書必須敘明發明人

姓、名及完整地址，故審查上認為發明人必須為自

然人。 

 

(四)、英國 

根據英國專利法第 7段之規定，其第 1款敘述

任何個人可以單獨或與他人一起作為發明人，第 2

款係有關可成為專利權人的情況，第 3款述及與發

明有關之發明人是指發明的實際構思者  (actual 

deviser)，且第 4 款述及在沒有任何相反依據的情

況下，提出專利申請之人被認為是表面上有資格取

得專利之人。 

英國專利法第 13 段係有關述及發明人 

(mention of inventor) 之規定，其第 1款係敘述發

明人或共同發明人應有權利於專利公開或公告文

獻中被述及，其第 2款係敘述專利申請人應向專利

局提交一份陳述書 (Form 7s)，指定發明人，且若

專利申請人並非發明人、或並非唯一發明人，應敘

明專利申請之權利取得來源；否則申請案將被視為

撤回。 

英國專利局於 2019/10/28 已更新專利程序審

查基準 (Formalities Manual) 第 3.05節，明定不

接受 AI 機器作為發明人，應依法指明「人 (a 

person)」為發明人，否則依英國專利法第 13段第

2款將導致申請案被視為撤回。 

英國專利局更於 2020/4/1 對專利實務審查基

準 (Manual of Patent Practice) 新增第 7.11.1節

及第 13.10.1 節，敘明其於 2019/12/4 針對以 AI

機器作為發明人的申請案  (Stephen L Thaler‟s 

application) 所做出 BL O/741/19的駁回決定及其

理由，說明依據英國專利法第 7段及第 13段所訂

之發明人必須為自然人 (natural person)，DABUS

是一部機器而不是「人」，故不符合英國專利法第 7

段及第 13段所訂之發明人；再者，擁有 AI機器的

所有權並未包含於專利法第 7段第 2款所述可成為

專利權人的情況，故擁有 AI 機器之人無從合法取

得申請專利之權利。 

綜上，英國已明定發明人必須為自然人，且更

進一步明定不接受 AI 機器作為發明人，且專利申

請權無法從 AI機器合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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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國 

根據美國專利法 35 U.S.C. §100(f) 關於

「inventor」一詞之定義，其敘述「發明人指的是

創造或發現所請發明的個人或群體」。 

美國專利法 35 U.S.C. §116 規定每一發明人

必須簽署宣誓書 (oath)，實務上係將簽署宣誓者推

定為發明人。依據美國專利審查基準 MPEP 

2137.01關於 Inventorship之規定，發明人必須對

發明的構想 (conception) 有貢獻，但不需要由發

明人將構想付諸實踐 (reduction to practice)。此

外，Monsanto Co. v. Kamp, 269 F. Supp. 818, 824 

(D.D.C.1967) 判例指出「發明人必須是對最終解

決方案  (final solution) 做出原始貢獻 (original 

contribution)者」。 

因此，專利申請人需確定每位發明人對該專利

有貢獻，若發現有「不適格發明人」時，可以「宣

誓書」證明錯誤且非出於欺瞞意圖(intention to 

deceive)，就可以更正發明人資訊。但如果到了訴

訟時，如果法院判定漏列發明人或將非發明人列為

發明人的行為具有欺瞞意圖時，專利將被宣判為無

效。PerSeptive Biosystems, Inc. v. Pharmacia 

Biotech, Inc., 225 F.3d 1315 (Fed. Cir. 2000) 判

例指出「不正確列名發明人資訊，除了可能使專利

無效外，也可能會構成不正行為，而使專利無法實

施」。 

USPTO 於 2019/8/27 發出「請求對人工智慧

發明申請專利發表評論 (Request for Comments 

on Paten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ventions)」，

其中USPTO請求社會大眾針對發明人可否為非自

然人發表其看法。 

綜上，美國對於發明人有定義為對最終解決方

案做出原創性貢獻的個人或群體，不正確列名發明

人資訊，除了可能使專利無效外，也可能會構成不

正行為，而使專利無法實施。然而，針對發明人可

否為非自然人之議題，USPTO 希望收集各界意見

來決定是否需要因應人工智慧技術來做修正。 

 

四、關於 AI機器作為發明人的討論 

1. 按照 DABUS 案之申請人 Thaler的看法，

任何一個人在接收到一些基本知識的教導後，經過

思考而自行創作出發明時可以作為發明人，AI機器

應該也能夠同理作為發明人。對於此部分看似相當

有道理，但從立法政策來看，若准許 AI 機器作為

發明人或共同發明人將衍生以下問題： 

(1) 即使是具備創造能力的 AI機器，不見得具

備文件簽署能力。所謂文件簽署能力是指決定是否

要進行簽署的思考判斷能力，而不是單純的簽字動

作。若不具備文件簽署能力，則無法提供發明人宣

誓書，亦無法簽署契約書而成為雇傭契約的受雇人

或讓渡契約的讓渡人，故專利權及專利申請權無法

從 AI機器合法取得。 

(2) 即使是具備創造能力的 AI機器，也不見得

具備實施專利權能力。實施專利權的態樣包含授權

他人來收取權利金、限制他人進行製造販賣等。然

而，具備創造能力的 AI 機器不見得具備此等思考

能力，將使得專利權形同虛設，甚至阻礙技術發展。 

(3) 發明人的姓名表示權主要是保護發明人的

名譽權。然而，具備創造能力的 AI 機器並不見得

具備情緒感知能力，名譽權對於 AI 機器來說並沒

有實質上的法益。 

綜上，筆者認為 AI 機器作為發明人在法制上

有許多不妥之處。即使做出創造性貢獻者的確為

AI機器，但在立法政策上也宜例外排除。 

https://law.justia.com/cases/federal/district-courts/FSupp/269/818/180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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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一值得思考的問題是，AI 機器被例外排

除於發明人後，那麼誰才是發明人？直接禁止這類

發明的申請恐怕會阻礙技術的發展。倘若 AI 機器

之操作者提供一些訓練資料給 AI機器，讓 AI機器

自行創作出發明時，操作者可否作為發明人呢？ 

筆者認為 AI 機器所創造之發明對於社會來說

是有貢獻的，在專利制度的法理上仍應保障其專利

申請權，以促進技術的發展。AI機器之所以具備創

造能力，應歸因於開發 AI演算法之人，而非 AI機

器之單純操作者或訓練資料提供者。雖然開發 AI

演算法之人對於所請專利申請案的特定內容並沒

有貢獻，但 AI 機器之所以能夠創作出此發明係歸

因於開發 AI 演算法之人，故在立法政策上可考慮

例外明定開發 AI 演算法之人屬於對發明創造的實

質性特點作出創造性貢獻的人，得以為適格發明

人。 

五、結論 

在人工智慧的潮流下，科技發展進入另一個嶄

新的層次，專利制度即將面臨到更多元的思考。英

國專利局率先針對 AI 機器作為發明人的議題做出

明確的規定，而明訂不接受以 AI機器作為發明人，

且擁有 AI 機器之人無從合法取得申請專利之權

利。美國也開始廣納各界意見，期望專利制度能夠

更適切於人工智慧發展的情況。本文所討論 AI 機

器作為發明人的議題僅僅是冰山一角，人工智慧發

展對於專利制度可能會帶來更多的衝擊與討論，有

興趣的讀者可以按照 USPTO發布之「請求對人工

智慧發明申請專利發表評論  (Request for 

Comments on Paten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ventions)」提出一些建言，以期專利制度與人工

智慧技術的發展取得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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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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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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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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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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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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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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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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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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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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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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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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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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1. 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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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ons-orders/17-2508.Opinion.2-6-2019.pdf 

2. 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駁回全院庭審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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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ons-orders/17-2508.Order.7-3-2019.1.pdf 

3. 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判決：Athena Diagnostics, 

Inc. v. Mayo Collaborative Servs., LLC, 275 

F.Supp.3d 306 (D. Mass., August 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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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afc.uscourts.gov/sites/default/files/opinions-orders/17-2508.Opinion.2-6-2019.pdf
http://www.cafc.uscourts.gov/sites/default/files/opinions-orders/17-2508.Opinion.2-6-2019.pdf
http://www.cafc.uscourts.gov/sites/default/files/opinions-orders/17-2508.Order.7-3-2019.1.pdf
http://www.cafc.uscourts.gov/sites/default/files/opinions-orders/17-2508.Order.7-3-201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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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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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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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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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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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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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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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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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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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