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專利適格性之判定標準及審查實務變革

一、前言

美國專利商標局 (USPTO) 於 2019 年 1 月 4

日公布了「2019 年專利適格性修訂指南 (2019 

Revised Patent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Guidance)」（底下簡稱為「2019 PEG 修訂指

南」），修改了專利適格性的審查流程與認定標準，

自 2019 年 1 月 7 日起生效且適用於所有案件。 

2019 PEG 修訂指南旨在使專利審查委員對於

如何依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U.S. Supreme Court) 

的 Alice/Mayo 測試法 (Alice/Mayo test) 第 I 部分

來判斷請求項是否「指向 (directed to)」判例排除

事項 (judicial exception)，做出重大變革，期能提

高審查作業的一致性、明確性及可預測性。

本文將針對 2019 PEG 修訂指南的內容做概

要性描述，並討論實務上的因應作法。

二、修訂內容概述

2019 PEG 修訂指南的內容取代美國專利審查

基準 (MPEP) 2106.04(II) “Eligibility Step 2A: 

Whether a Claim is Directed to a Judicial 
Exception” 的相關規定，並取代 USPTO 所提供 

“ Quick Reference Sheet Identifying Abstract 

Idea” 的所有版本。 

首先，針對判斷請求項是否「指向」判例排除

事項，2019 PEG 修訂指南做出了二個重大改變。 

第一個重大改變：2019 PEG 修訂指南根據先

前的判決先例將抽象概念之判例排除事項

(abstract idea exception) 摘錄彙整為下方列舉的

抽象概念群組 (groupings of abstract ideas)：(a)

「數學概念 (Mathematical concepts)」、(b)「組織

人類互動的方法 (Certain methods of organizing 

human interactions)」與(c)「心智方法 (Mental 

processes)」。 

第二個重大改變：2019 PEG 修訂指南新增了

「二段檢測 (two-prong inquiry)」，以判定請求項

是否「指向」判例排除事項。在 Prong one 檢測中，

將檢視請求項是否「述及 (recite)」判例排除事項。

在 Prong two 檢測中，將檢視該請求項所述之附加

元件 (additional elements) 是否將判例排除事項

「 整 合  (integrate) 至 實 際 應 用  (practical 

application)」。只有當 Prong one 及 Prong two 之

二段檢測皆未通過時，亦即請求項「述及」判例排

除事項且未能將判例排除事項「整合至實際應

用」，才會認定該請求項「指向」判例排除事項。

在此情況下，將須進一步根據 Alice/Mayo 測試法

的第 II 部分來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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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PEG 修訂指南所修改的專利請求標的適

格性的判斷流程如下圖所示，主要是修改步驟

2A，並未修改步驟 1 與步驟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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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後的步驟 2A 是採用新增的「二段檢測 

(two-prong inquiry)」來判定請求項是否「指向 

(directed to)」判例排除事項。 

(一) 修改後步驟 2A 的 Prong one 檢測 

Prong one 檢測是檢視請求項是否「述及 

(recite)」判例排除事項。對此，2019 PEG 修訂指

南明確指出關於抽象概念之判例排除事項包括下

方列舉的三種抽象概念群組  (groupings of 

abstract ideas)：(a)「數學概念」、(b)「組織人類

互動的方法」與(c)「心智方法」；其中 

「數學概念」之抽象概念群組包括：數學關係

式 (mathematical relationships)、數學公式或等式 

(mathematical formulas or equations)與數學計算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s)； 

「組織人類互動的方法」之抽象概念群組包

括：基本經濟原理或實務 (fundamental economic 

principles or practices) 、 商 業 或 法 律 互 動 

(Commercial or legal interactions) 與人類行為或

人類關係或人群互動之管理 (managing personal 

behavior or relationships or interactions between 
people)；以及 

「心智方法」之抽象概念群組包括：人類心智

所執行的概念 (concepts performed in the human 

mind)。因此，以抽象概念之判例排除事項來說，

若請求項的特定限制條件落入於上述所列舉的三

種抽象概念群組之一，則認定該請求項「述及」抽

象概念，而須繼續進行 Prong two 檢測。相反地，

如果請求項的所有限制條件皆未落入於上述所列

舉的抽象概念群組，則該請求項並未「述及」抽象

概念，進而認定該請求項未「指向」判例排除事項

而通過修改後步驟 2A，判斷該請求項符合專利適

格性。至於對自然法則 (laws of nature) 與自然現

象 (natural phenomena) 的 Prong one 檢測則沒

有改變，仍沿用原判定標準判斷請求項是否「述及」

自然法則或自然現象之判例排除事項。

亦即，在 Prong one 檢測中若請求項未「述及」

判例排除事項（「自然法則」、「自然現象」或上述

所列舉的「抽象概念」），則判定該請求項為專利適

格標的。相反地，若請求項「述及」判例排除事項，

則須繼續進行 Prong two 檢測。 

(二) 修改後步驟 2A 的 Prong two 檢測 

Prong two 檢測是檢視該請求項是否有述及附

加元件 (additional elements) 可將判例排除事項

「 整 合  (integrate) 至 實 際 應 用  (practical 

application)」；若請求項有述及附加元件且該附加

元件可將判例排除事項整合至實際應用，則認定該

請求項未「指向」判例排除事項而通過修改後步驟

2A，據以判定該請求項符合專利適格性；倘若請求

項未述及附加元件或所述附加元件未能將判例排

除事項整合至實際應用，則認定該請求項「指向」

判例排除事項而未通過修改後步驟 2A，須進入步

驟 2B 以做更一步的分析。 

對於可將判例排除事項整合至實際應用的請

求項，其應用 (apply)、依賴 (rely on) 或使用 (use) 

該判例排除事項的方式對該判例排除事項將造成

有意義的限制 (meaningful limit)，而非僅止於為了

獨佔 (monopoly) 該判例排除事項所設計的撰寫

努力 (drafting effort)。至於是否有達到整合實際應

用的判斷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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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判斷是否該請求項述及判例排除事項之外

的任何附加元件 (additional elements)；以及 

(b) 個別地且合併地  (individually and in 

combination) 評估該些附加元件以決定是否該些

附加元件將判例排除事項整合至實際應用。

此 外 ， 對 於 熟 知 、 慣 用 、 傳 統 手 法

(well-understood, routine, conventional activity) 
的分析考量，並不在修改後的步驟 2A 中進行，而

是在步驟 2B 中判斷該些附加元件是否呈現了熟

知、慣用、傳統手法。因此，在修改後的步驟 2A

中，當判斷是否已將判例排除事項整合至實際應用

之時，必須確保對於所有的附加元件皆給予權重考

量，不論該些附加元件是否為傳統習知。

以下是 Prong two 檢測中作為評估附加元件

（或附加元件的組合）是否將判例排除事項整合至

實際應用之考量點：

1. 可整合至實際應用的限制條件

 (1)對電腦功能有改善或對其他技術或其他技

術領域有改善的附加元件；

(2)應用或使用判例排除事項以影響對疾病或

醫學情況之特定治療或預防 (prophylaxis) 的附加

元件；

(3)利用已整合至該請求項之特定機器或製造

物而來實施判例排除事項或使用判例排除事項的

附加元件；

(4)影響將一特定物品 (particular article) 轉

化  (transformation) 或還原  (reduction) 至不同

狀態或不同事物 (thing) 的附加元件；以及 

(5)該附加元件以其他有意義方式來應用或使

用判例排除事項，超越將判例排除事項之使用一般

地關聯 (generally linking) 至特定技術環境，使得

該請求項整體多於為了獨佔該判例排除事項所做

的撰寫努力。

2. 未整合至實際應用的限制條件

(1)該附加元件僅僅述及「應用（或相等用語）」

判例排除事項的字眼，或僅僅包括將抽象概念實施

至電腦的指令，或僅僅將電腦當成工具來執行抽象

概念；

(2)該附加元件將不顯著的額外解決方案 

(insignificant extra-solution activity) 添加至判例

排除事項；以及

(3)該附加元件未多於將判例排除事項之使用

一般地關聯至特定技術環境或使用領域。

關鍵的是，當於評估是否該判例排除事項有意

義地限制整合於實際應用時，必須對該請求項進行

整體考量。

對於在修改後的步驟 2A 中判定該請求項「指

向」判例排除事項，則須於步驟 2B 中評估是否該

請求項提供發明概念 (Inventive Concept)。因為即

便該請求項未整合所「述及」的判例排除事項至「實

際應用」，該請求項仍然有可能因提供發明概念而

成為是專利適格標的。

因此仍必須進一步在步驟 2B 下個別地且合併

地評估該些附加元件，以決定是否該些附加元件提

供發明概念（亦即，是否該些附加元件使所請發明

顯著多於該判例排除事項本身）。

如果判定該附加元件（或該些附加元件的組

合）顯著多於該判例排除事項本身（步驟 2B 的判

定結果為「是」），則該請求項為專利適格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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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步驟 2B 中不需要對已在步驟 2A 中的

諸多考量再次評估，但仍必需於步驟 2B 中考量附

加元件或附加元件之組合是否為：(1)增添該領域中

的「非熟知、非慣用、非傳統手法」的特定限制或

限制組合，其代表可能具有發明概念；(2)僅僅以高

度一般性 (generality) 將該產業所已知的熟知、慣

用、傳統手法附加至判例排除事項，這代表可能不

具有發明概念。

如果已在修改後步驟 2A 中得到附加元件乃是

不顯著的額外解決方案的結論，仍然必需在步驟

2B 中重新評估該結論。如果重新估評後，指示該

附加元件是非傳統，或者多於該領域中的熟知、慣

用、傳統手法，此發現可能指示存在有發明概念且

該請求項是適格標的。

三、淺析與實務建議

在撰寫電腦相關發明的專利申請案說明書

時，建議描述該發明的至少一個實際應用。說明書

必須提供足夠細節以讓熟習此技藝者可明瞭所主

張的發明涉及技術上的改良。例如，說明書可以說

明現有的技術問題，且在說明書實施例中解釋該發

明如何提供技術解決方案。

至於如果已在說明書中提供解決現有問題的

技術改良方案，則建議對應檢視請求項，來確保請

求項本身已反應此技術改良方案。例如，檢視請求

項是否涵蓋對解決問題的特定技術方案，以達到該

發明的目的或功效，而非僅僅主張該解決方案的概

念或結果而已。

此外，USPTO 於 2019 年 1 月 7 日也公布了

關於判定是否具有專利適格性的例子 37-42 (2019 

PEG Examples 37 through 42)，讀者可以於

USPTO 官方網站上找到相關說明，以更進一步了

解該如何撰寫或修改請求項，以讓請求項被判定為

具有專利適格性。

參考資料：

- 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announces 
revised guidance for determining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at
ent-and-trademark-office-announces-revised-guidanc
e-determining-subject) 

- Revised Guidance for Determining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
0190207_PPAC_Revised_Guidance_for_Determining
_Subject_Matter_Eligibility.pdf) 

-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Examples: Abstract Ideas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
01_examples_37to42_201901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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