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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作為醫藥技術的領導者，為了確保其利益，並維持其領導地位，不斷在

各種貿易談判場合，向世界各國施加壓力，要求提供醫藥品更強力的智慧財產保

護。台灣當然也不例外，在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簽訂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TIFA) 的壓力下，我國政府從 2014 年開始積極

推動專利連結，雖然獲得美國商會肯定，但卻在國內業界卻引起十分強力的反

彈。 

專利連結，本質上只是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  (Pre-Approval Patent 

Resolution Process) 的其中一個類型而已。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就是在特

定產品上市核准的准駁中，把專利侵權問題作為准駁的考量。國際上類似的制度

主要出現在人用藥品、動物藥品中，通常是在允許引據他人安全性、有效性資料

的藥品中 (類新藥、學名藥)。 

我國目前對類似制度的了解並不深，尤其缺乏對制度原生國－美國的全面性

研究。本研究選擇以發展最早的藥品專利連結作為研究標的，並全面、深入分析

其中每個機制的目的、立法/修法歷史 (含行政法規)、法院判決，探求其爭議的

發展過程。在這個基礎上，本研究就引進的必要性、各種立法手段的選擇與優劣，

提出「修正版柔性專利連結」，主要特徵在排除了自動停止核准期、重定核准日

條款，使藥品審查和專利爭端大致維持獨立，並符合 TPP 的要求。希望本研究

能夠幫助台灣建立一套明確、合理，且符合我國國情的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

序。 

關鍵詞： 

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專利連結、專利扣合、專利登錄、專利切結、擬制侵

權、自動停止核准期、自動停止發證期、180 天專屬期、橘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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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hamaceutical industry’s market leader,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call for strengthening patent protection for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during every trade 

negotiation, to preserve its national profit and leadership. Taiwan, being highly 

interested in joining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and sign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TIFA)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s 

government i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patent linkage” since 2014. Althougn the effort 

done by Taiwan's government is extremely welcomed by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domestic industry, which is mainly organized with generic drug 

manufactors, has expressed their opposition resolutely. 

Patent linkage, as a kind of “pre-approval patent resolution process”, considers 

the possibility of patent infringement as a factor when issuing market approval. Such 

process are normally found in those countries that are trade partn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espetially during the approval prosses of human-use drug products, animal 

drug products, which permits persons to rely on evidence or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a product that was previously approved. 

Our current knowledge of pre-approval patent resolution process is limited, 

especially on how it was oranginally cre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research will 

focus on the purpose, enactment, amendment, court decisions, development, and 

issues of patent linkage, the first-of-its-kind which is established in 1984. On this 

basis, the reseach will then look back to what Taiwan has faced now, and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on whether there is necessity of introdution, how to adjust the 

prosses, and how to enforce it, without serious abuse. This research propose “revised 

soft patent linkage”, which excludes automatic stay and re-date remedy, generally 

keeps the independence between drug approval and patent infringe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meets TPP requirement. The research hopes to help Taiwan establishing its 

own pre-approval patent resolution, fair, clear and meet the need of domestic and 

public the industry. 

Keywords： pre-approval patent resolution process, patent linkage, patent listing, 

patent certification, artificial infringement, automatic stay, 30-month-stay, 180-day 

exclusivity, generic exclusivity, orang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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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範圍 

美國作為醫藥技術的領導者，為了確保部分原開發藥廠的利益，不斷在各種

貿易談判場合，向世界各國施加壓力，提供醫藥品更強力的智慧財產保護，包括

我國積極想要加入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我國在

種種壓力下，我國政府從 2014 年開始積極推動專利連結，雖然獲得美國商會肯

定，但卻在國內業界卻引起十分強力的反彈。 

專利連結，本質上只是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  (Pre-Approval Patent 

Resolution Process) 的其中一個類型而已。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的初衷，是

在特定產品申請上市核准後、實際上市前，透過給予專利權人、上市核准申請人

誘因，鼓勵雙方先釐清專利侵權問題，減低未來訴訟的風險，加速產品上市，促

進公眾利益。光是在美國，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就有「專利連結」 (Patent 

Linkage)、「專利舞蹈」 (Patent Dance) 兩種類型，發展已有 31 年。 

我國對相關議題的討論還在起步中，且多忽略美國當時的立法背景、歷次修

法的原因及效果、法院判決發展，以及目前的制度缺失，如果在欠缺了解、配套

的情況下貿然引進，恐將造成嚴重的後果。本研究將全面、深入分析美國專利爭

端解決程序 (Pre-Approval Patent Resolution Process) 的制度發展過程，並整理數

十年來法院所累積的爭議，做為我國立法的參考。 

為了能夠完整了解美國 31 年來的發展過程，本研究將從 1984 年的藥價競爭

及專利權期間回復法案 (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Term Restoration Act, 

Hatch-Waxman Act, HWA) 出發，探討「專利連結」起源、立法、修正的過程，

與法院相關爭議的發展，作為後續立法建議的討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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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了提出適合我國的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本研究有必要探討我

國目前的藥品專利訴訟。在智慧財產法院成立前，我國就有外商利用定暫時狀態

假處分，達到類似專利連結的效果的案例。本研究將回顧近年幾個較具代表性的

藥品專利訴訟，以及我國智財法院成立後相關法律的變更，釐清是否與引進核准

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有所衝突。 

最後，在瞭解美國相關發展、我國既有架構的基礎之上，本研究將實際就引

進的必要性、各種立法手段的選擇與優劣，提出具體方案，希望能夠幫助台灣建

立一套明確、合理，且符合我國國情的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是釐清美國 1984 年以來的經驗，以利我國發展合理、

具本土特色的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所使用之研究方法，包含文獻分析法、

歷史研究法及比較法。 

文獻分析法、歷史研究法方面，由於美國 1984 年以來的立法、修正所面臨

的時空背景、外力因素，和我國目前的狀況有很大的差異，故有必要準確了解每

次立法/修法的背景、緣由、修正細節、後續執行，及法院如何適用該等規定，

故本研究以美國藥政主管機關、法院、準司法機關的文獻作為研究基礎，包含法

律、行政法規、行政指導、官方研究報告及法律判決，整理出每次法律變動和司

法判決發展間的關係；比較法方面，雖然我國並未特別引進實質的核准前專利爭

端解決程序，但確實存在核准前的藥品專利訴訟，本研究除了整理我國現有的狀

況，也會將美國的制度與我國加以比較，釐清差異所在，並深入分析是否有引進

新制度/修改現有制度的必要。 

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來源，在美國法方面，包含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LII)、The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GPO)、The Library of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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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Westlaw
®、LexisNexis

®

等；在我國法方面，包含食品藥物管理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智慧財產法院、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法源法學論著資料庫、月旦法學知識庫等。 

第三節 論文架構 

除了緒論、結論以外，本研究共分為五大部分：第一，美國藥品上市核准流

程；第二，專利連結的歷史概述；第三，專利連結相關爭議與分析；第四，討論

與分析，在介紹我國目前所面臨的國際情勢、國內產業現況，以及國內法律面的

差異以後，以美國的數十年經驗和我國既有的法律架構為基礎，探討我國是否需

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如果要引進，又應如何兼顧貿易協定、美國的壓力

及我國的產業需求、現有法制、公眾利益，創造一套明確、合理，且符合我國國

情的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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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著重在制度的深入介紹，以及 31 年來的發展，如之前

所述，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的爭議極其複雜，且仍在發展中，以下描述相關

議題的研究展望，預計未來會繼續研究。 

第一，美國專利連結存在大量爭議，由於本研究研究的領域係外國法，不容

易判別次級文獻是否忠實呈現美國的法律規定，在優先追求資訊之正確性的前提

下，除了法律與行政法規的本研究以外，大多使用立法紀錄、行政法規修正說明、

判決、官方報告等。美國發展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已達 30 多年，尚有許多

指標案例存在行政函釋、公民請願中，但鑒於時間與篇幅，以及多次的法律變更

的複雜性，本研究很可能沒有全部網羅，還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二，美國尚有另一套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專利舞蹈 (Patent Dance)，

並未納入本研究研究範圍。專利舞蹈是在 2009 年才建立，和專利連結間存在非

常大的差異，展現出美國對既有專利連結制度的不滿與反思，並修改成為另一套

新的制度，具有非常高的研究價值。 

第三，拋開美國原生的專利連結、專利舞蹈，這也不是第一次美國壓迫其他

國家建立核准前爭端解決程序，包含加拿大、中南美洲 (智利、墨西哥、秘魯)、

澳洲、東南亞 (新加坡、馬來西亞)、東亞 (日本、大陸)、韓國，也都有類似的

制度在施行1，各國也各有其特別的立法手段，嘗試解決美國原生專利連結的濫

用問題，其中又以發展較久的加拿大、與 TPP 要求相似的祕魯、改變幅度較大

的澳洲、最新引進類似制度的韓國，最具研究價值與急迫性。 

                                                 

1
 謝欣晏、蘇郁珊，試以美國雙邊貿易協定分析其推動藥品專利連結規範對台灣之影響，經貿

法訊 第 166 期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tradelaw.nccu.edu.tw/epaper/no166/1.pdf (last visited 2014.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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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國引進專利連結的藥事法修正草案，雖然政府研究報告預計於 2015

年 12 月出爐，但負責主要立法工作的食品藥物管理署藥品組、中研院法律研究

所、台北大學，並未在公開研討會上透漏其細節，計畫的內容在短時間內也不會

在 GRB 系統上公開，未來如果公開，還可以進一步論述、比較。 

第六，美國專利連結相關的行政法規，正在進行 1994 年以來最大規模的修

法，但在本文撰寫過程中，草案進度僅結束公開評論，已知有 13 個藥廠提出意

見，可見其爭議性，由於 FDA 尚未提出最終版本行政法規，如果未來美國完成

這次重要修法，也有必要重新檢視本文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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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國藥品上市核准流程 

藥品專利連結 (Patent Linkage) 是所有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的鼻祖，由

美國於 1984 年的藥價競爭及專利權期間回復法案 (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Term Restoration Act, Hatch-Waxman Act, HWA) 中引進，把藥品上市核准

與專利之間互相掛勾。要看清專利連結的全貌，勢必要先對藥品上市核准流程先

有所了解。 

並非所有藥品都要經過完整的上市核准流程，比如機制或成分是否新穎、適

應症選擇、既有數據可否支持所申請藥品的安全性與有效性、是否為該適應症的

唯一醫療選擇等2。簡單的說，因為每個藥品所帶給病患的利益、先天上的風險

有所差異，依據利益-風險 (benefit-risk assessment) 所設計的藥品上市核准流程，

當然也會有所不同，以減少不必要的試驗風險。 

1984 年以後，藥品上市核准流程劃分為兩大類：完整新藥上市申請 (New 

Drug Application, NDA) 和簡易新藥上市申請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ANDA)。NDA 又可以分為 505(b)(1) 純新藥、505(b)(2) 類新藥；ANDA 則專指

505(j) 學名藥，以下將大致敘述這三種不同核准流程的區別。 

第一節 上市核准流程 

先從最基本的一般性新分子實體  (New Molecular Entities, NMEs)
3
 依據

505(b)(1) 提出的完整新藥上市申請 (New Drug Application, NDA) 進行說明，核

                                                 

2
  較為極端的例子，比方 911 時期的炭疽熱用藥，輻射汙染治療藥物，可能因為人道問題而

無法進行臨床試驗；慢性疾病藥物，其臨床試驗人數可能達數萬人之譜；又如癌症藥物，

因為其高毒性的特性使然，第一期臨床試驗可能不以健康者為受試對象。 

3
  此處指已知或未知化合物，從未在人體上宣稱適應症而為使用，且未經 FDA 審查者。 

FDA 出於審查的目的，將藥物加以分類，其中之一就是「新分子實體」 (New Molecular 

Entities, NMEs)，由於未知的程度較高，必須接受最高密度的審查，在 FDA 中化學物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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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流程 (drug review process) 可以分為三個步驟：(1) 證明安全性、有效性的科

學試驗、(2) 應繳交文件的準備、送件、(3) 主管機關審查4。 

圖 2- 1 New Drug Development Process chart
5
 

 

                                                                                                                        

(Chemical Type) 編號為 1 。被歸類為 NMEs 的分子，又可以劃分為兩個種類：其一是含

有 FDA 未核准過的「活性部位」 (Active Moiety)，可能是作為藥品的單一有效成分，或

複數有效成分之一；其二則比較特殊，縱然其所含有的活性部位，非常類似 (closely related) 

FDA 先前已經核准者，但仍然因為其特性，被劃入 NMEs 進行高密度審查，比方依據公共

健康服務法 (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 42 U.S.C § 262(a) 提出申請的生技藥品 (biological 

products)。又，「新分子實體」(NME) 和「新化學分子實體」(New Chemical Entity, NCE) 不

同，前者是 FDA 在行政上，為了界定未核准藥品的審查密度所為的分類，範圍較大；後

者則用來確定一個已核准藥品，是否能夠取得非專利專屬期，為 HWA 所使用的正式用語，

範圍較小。 

FDA, New Drugs at FDA: CDER’s New Molecular Entities and New Therapeutic Biological 

Products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DrugInnovation/ucm20025676.htm  

(last visited 2015.6.18) 

4
 Mark Mathieu, New Drug Development: A Regulatory Overview, PAREXEL International 

Corp,p.3 (8th
 
ed. 2008) 

5
 FDA, New Drug Development and Review Process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SmallBusinessAssistance/ucm053131.h

tm (last visited 2015.10.26)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DrugInnovation/ucm20025676.htm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SmallBusinessAssistance/ucm053131.htm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SmallBusinessAssistance/ucm0531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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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證明安全性、有效性的科學試驗 

第一款 臨床前試驗 (Pre-Clinical Trials) 

由於臨床試驗所需資源極鉅，且未知化合物對受試者造成很大風險，不管從

原開發藥廠或是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的角

度，都希望在進行試驗以前，獲得未試驗藥品的初步安全性數據，以支持第一次

人體使用。獲得這些初步數據的方式有二：其一，直接引用公開文獻，或者引據 

(rely on) 他人送件資料；其二，自行或委託進行臨床前試驗 (Pre-Clinical Trials) 

6。 

臨床前試驗 (Pre-Clinical Trials) 是動物試驗，內容包含藥品的毒理、藥理試

驗。FDA 要求臨床前試驗至少要顯示(1)藥理機轉、(2)兩個物種的毒性測試，以

及(3)短期的毒性測試，期間則隨著藥品的使用方式，有個案差異7。應該注意的

是，動物試驗和人體臨床試驗的時間會有所重疊，隨著試驗進行、設計改變，都

可能需要先以動物試驗初步驗證，比方長期毒性等。 

第二款 試驗用新藥上市申請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Application, IND) 

                                                 

6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Applications Covered by Section 505(b)(2) , p2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s/ucm079345.pdf (last visited 

2015.3.6) 

7
 FDA, Drug Development and Review Definitions, Pre-Clinical Research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HowDrugsareDevelopedandApproved

/ApprovalApplications/InvestigationalNewDrugINDApplication/ucm176522.htm  

(last visited 2015.6.18)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s/ucm079345.pdf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HowDrugsareDevelopedandApproved/ApprovalApplications/InvestigationalNewDrugINDApplication/ucm176522.htm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HowDrugsareDevelopedandApproved/ApprovalApplications/InvestigationalNewDrugINDApplication/ucm1765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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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有充足的臨床前數據，能證明首次使用於人體是相對安全的，就可以提

出試驗用新藥上市申請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Application, IND)，以進入臨床

試驗。 

IND 須提供的資料，包含 (1) 動物藥理作用及毒性試驗  (Animal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Studies)、(2) 製造資訊 (Manufacturing Information)、

(3) 臨床試驗計劃 (Clinical Development Plan)及(4) 首個要進行的臨床試驗計劃

書與計畫主持人資訊 (Clinical Protocols and Investigator Information)
8。 

美國對 IND 採雙軌、彈性的控管，FDA 若未在 30 天內回覆 IND 申請，申

請人就可以開始進行臨床試驗，反之，FDA 若在這期間發現潛在安全性風險，

就會通知 IND 申請人，直到該風險被處理後，才能進入臨床試驗9。另一方面，

IND 也需要向實際進行臨床試驗的倫理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 

同步提出申請，但醫院 IRB 的運作方式各有差異10。 

第三款 臨床試驗 (Clinical Trials) 

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s)是人體試驗，大致可以分為三期。 

第一期臨床試驗，通常以 20~80 位健康對象的作為受試者，其主要目的在研

究試驗用新藥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的安全性 (Safty)，以及如何在人體被

代謝、排出。透過不斷提高給予受試者的劑量，觀察副作用的產生，並藉此研究

                                                 

8
 FDA,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IND) Application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howdrugsaredevelopedandapproved/app

rovalapplications/investigationalnewdrugindapplication/default.htm (last visited 2015.6.18) 

9
 Id. 

10
 FDA,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IRBs)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in Clinical Trials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

m164171.htm (last visited 2014.12.11)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howdrugsaredevelopedandapproved/approvalapplications/investigationalnewdrugindapplication/default.htm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howdrugsaredevelopedandapproved/approvalapplications/investigationalnewdrugindapplication/default.htm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164171.htm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1641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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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臨床試驗的起始劑量、安全劑量區間、最高可容忍劑量 (Maximum Tolerate 

Dose)、人體藥理作用等11。如果在第一期臨床試驗，沒有出現不可接受的毒性 

(Unacceptable Toxicity)，能夠支持試驗用新藥的安全性，第二期臨床試驗才會開

始進行12。 

第二期所關注的重點在試驗用新藥的有效性 (Efficacy) ，故第二期臨床試驗，

通常以 20~300 位的患者為受試者。以服用安慰劑 (Placebo) 或其他替代藥品的

控制組，和服用試驗用新藥的對照組做比較，以研究該試驗用新藥對於不同族群

的療效差異、劑量-療效資訊 (Dose-Response Information) 等。當然，第二期的

臨床試驗仍會繼續蒐集安全性資料13，所有的資訊都會用來幫助第三期臨床試驗

的設計。第二期臨床試驗試驗結束後，開發藥廠和 FDA 通常會進行協商，以釐

清第三期的臨床試驗的規模14。 

第三期臨床試驗，通常以數百到數千位的患者為受試者，由於其在藥品核准

的重要性，也被稱為關鍵性試驗 (Pivotal Study)。其實內容很類似第二期臨床試

驗，只是規模更大，以求能看到更細緻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資料，也才能釐清試驗

用新藥的整體風險利益關係 (Overall Risk-Benefit Relationship) ，作為未來是否

核准的判斷基礎15。 

當一個新藥被核准上市後，有些上市後研究或試驗仍會進行，主要包括第四

期臨床試驗、上市後監視 (Post-marketing Surveillance) 等。其中，由 FDA 依法

                                                 

11
 Mark Mathieu, supra note 4, at 7。 

12
 FDA, The FDA's Drug Review Process: Ensuring Drugs Are Safe and Effective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Drugs/ResourcesForYou/Consumers/ucm143534.htm (last visited 

2015.6.18) 

13
 Mark Mathieu, supra note 4, at 7。 

14
 FDA, The FDA’s Drug Review Process: Ensuring Drugs Are Safe and Effective, supra note 12, at 

7。 

15
 Mark Mathieu, supra note 4, at 7。 

http://www.fda.gov/Drugs/ResourcesForYou/Consumers/ucm1435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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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強制要求者，被稱為上市後要求 (Post-Marketing Requirements, PMRs)；至於

那些由藥廠自行向 FDA 承諾，非強制性的研究與試驗，被稱為上市後承諾 

(Post-marketing Commitments, PMCs)
16。 

第二項 應繳交文件的準備、送件 

試驗用藥品必須要提出新藥上市申請 (New Drug Application, NDA)，才能作

為藥品上市販售。送件以前，開發藥廠和 FDA 通常還會有另一次會面，以釐清

審查的重點。 

NDA 要求開發藥廠繳交所有的相關資料，雖然每個國家的格式各有特色，

但也造成了藥廠、主管機關的困擾，甚至拖延了民眾取得藥品的時間。美國在多

年前，與日本、歐洲一同創立了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 of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ICH) 影響，訂出通用技術文件 (Common Technical Document, CTD) 

格式，盡可能整合各國的規定，讓藥廠可以以通用的文件格式，同時向三大藥品

主要市場申請藥品上市核准，如今此格式已經被多國採用17。 

根據 CTD 格式，NDA 送件內容需要包含三大面向：安全性(Safety)、有效

性(Efficacy)與品質(Quality)
18。當然，CTD 格式保留一定的彈性，其 Module1 就

                                                 

16
 美國 2007 年的修法 (FDAAA) 以前，所有上市後研究與試驗，被統稱為上市後承諾 

(Post-market Commitment, PMC)。修法後，由於 FDA 有權要求藥廠進行上市後研究或上市

後臨床試驗，故才有 PMRs 與 PMCs 的分別。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Postmarketing Studies and Clinical Trials – Implementation of 

Section 505(o)(3) of 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April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ucm

172001.pdf (last visited 2015.7.23) 

17
 我國也已經於 2012 年開始引進。新成分新藥自 2012 年 11 月開始、原料藥自 2013 年 7 月

開始、學名藥自 2014 年 7 月開始，都要使用 CTD 格式送件。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tw/TC/siteContent.aspx?sid=3225#.VaDv47kw_q4 (last visited 2015.07.11) 

18
 ICH, M4 : The Common Technical Document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ich.org/products/ctd.html (last visited 2015.7.23)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ucm172001.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ucm172001.pdf
http://www.fda.gov.tw/TC/siteContent.aspx?sid=3225#.VaDv47kw_q4
http://www.ich.org/products/ctd.htm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 

開放各國依據當地法規，要求繳交技術性資料以外的其他資料，這當中包含了專

利資訊、各式切結書等。美國也不例外，本研究所要討論的專利連結制度，要求

藥廠繳交專利資訊、專利切結，就是被歸類在 Module1 中19。 

第三項 主管機關審查 

NDA 申請人送件以後，FDA 轄下的藥物評估與研究中心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CDER)，會在送件日後的 60 日內20，先初步評估其資料

是否達到最低要求，以及是否繳交規費 (User Fee)，決定是否受理該申請案。對

於未達到最低送件要求的申請案，CDER 會拒絕受理 (Refuse To File, RTF)；如

果已達到送件最低要求，僅是具有缺失 (deficiencies)，則會在前述 60 天的初步

審查期間結束後21，於 14 天內將送件缺失通知申請人，被稱為 74 日信函 (74-Day 

Letters)
22。 

確定受理後，CDER 即會按程序開始進行審查，由於審查需牽涉多種不同專

業，故會有不同專業領域 (Disciplines) 的部門進行審查，包含化學 (Chemistry)、

非臨床藥理與毒理學 (Nonclinical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人體動力學與

生體可用率 (Human Pharmacokinetics And Bioavailability, HP&B)、臨床數據 

(Clinical data)、統計(statistical)等，合稱為「主要審查」(Primary Review)，並由

一位法規專案主管 (Regulatory Project Manager) 負責協調各部門，並舉辦小組會

                                                 

19
 ICH, CTD Triangle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ich.org/fileadmin/Public_Web_Site/ICH_Products/CTD/CTD_triangle.pdf  

(last visited 2014.12.1) 

20
 21 C.F.R.§ 314.101. 

21
 此時若 FDA 沒有進行特別表示，則該 NDA 被視為受理 (Filed) 

22
 FDA, CDER 21st Century Review Process Desk Reference Guide，p.26~42 (2014), 見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CentersOffices/CDER/ManualofPoliciesProcedures/

UCM218757.htm (last visited 2015.6.18) 

http://www.ich.org/fileadmin/Public_Web_Site/ICH_Products/CTD/CTD_triangle.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CentersOffices/CDER/ManualofPoliciesProcedures/UCM218757.htm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CentersOffices/CDER/ManualofPoliciesProcedures/UCM2187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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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Team Meeting)、期中交流 (Mid Cycle Communication)
23。審查通過後，FDA

才會做出核准處分。 

圖 2- 2 US FDA / CDER Review Timelines and Milestones
24

 

 

第二節 上市核准流程的彈性 

HWA 之所以影響深遠，就是為上市核准流程增加彈性，開放引據他人試驗

資料，以加速藥品的上市。505(b)(2) 類新藥和 505(j)/ANDA 學名藥，都是 1984

年 HWA 所創造出來的核准途徑，透過開放引據 (rely on) 他人的試驗數據，得

一部分或完全減免安全性、有效性試驗資料，以減少不必要資源投入，加速藥品

上市，在這之前，所有藥品都要繳交完整報告。 

505(b)(2) 類新藥通常是對既有藥品的改良，比方新劑型、新劑量、新使用

途徑、新適應症等，在沒有被授權的情況下，引據對照藥品的部分送件資料，以

減免部分安全性、有效性試驗，並依 505(b)(2)提出 NDA、取得上市核准。不過，

                                                 

23
 Id.。 

24
 Id.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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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該藥廠獲得引據的授權，或者自食其力進臨床試驗，產出自己的安全性、有

效性資料而提出完整報告，也可以依據 505(b)(1) 提出 NDA 並取得上市核准。 

505(j) 學名藥，或者稱為簡易新藥上市申請 ANDA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以相同劑型、劑量、治療方法等，完全引據對照藥品安全性、有效

性資料的申請途徑。ANDA 和 505(b)(1)、505(b)(2) 兩種 NDA 最大的不同，就

是不需要繳交完整報告，以較簡單生物相等性試驗為替代，免除證明安全性、有

效性的臨床前、臨床試驗。  

應該注意的是，505(b)(1) 純新藥和 505(b)(2) 類新藥都屬於 NDA，需要繳

交完整報告 (Full Report)，差別在於是否有獲得授權引據他人試驗資料。505(b)(1)

純新藥及 505(b)(2)類新藥上市以後，由於法律鼓勵新藥研發，故能夠取得非專利

專 屬 期  (non-patent exclusivity) 、 專 利 期 間 回 復 / 延 長  (patent term 

restoration/extension)，也都能在橘皮書上進行專利登錄。相對的，505(j)學名藥

在現行法律、行政法規上，尚無法獲得以上三種獎勵，但是可以在挑戰登錄專利

成功以後，獲得 180 天專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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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申請途徑25
 未取得授權之

引據比例 

臨床前/臨床試驗

要求 

法源 

505(b)(1) NDA 0% 完整 21 U.S.C. § 355 (b)(1) 

505(b)(2) NDA 1~99% 中 (視個案而定) 21 U.S.C. § 355 (b)(2) 

505(j) ANDA 100% 無 (僅需 BE
26

) 21 U.S.C. § 355 (j) 

表 2- 1 上市申請途徑比較27
 

第三節 小結 

根據本章的介紹，可以知道藥品審查和專利制度，其目的、判斷方式、所需

要的專業與概念，都具有根本上的差異。 

藥品審查與專利制度的目的不同。藥品審查的目的是增進國民健康，故建立

上市核准制度，把關國民用藥的安全、有效與品質；專利制度則是以賦予一定期

間排他權，鼓勵產業創新，因此設立審查制度把關創作的產業利用性、新穎性、

進步性。一個化合物可能符合專利的要求，而無法取得藥品上市核准28；也可能

一個化合物沒有專利，卻獲得藥品上市核准。 

                                                 

25
 505(b)(1)、505(b)(2)和 505(j)的稱呼，是源自於 HWA 中的條號，分別代表了純新藥、類新

藥、學名藥三種不同的上市申請途徑，後來變為美國現行法的 21 U.S.C. § 355 (b)(1)、21 

U.S.C. § 355 (b)(2)和 21 U.S.C. § 355 (j)。直到今日，美國的主管機關、業界，仍大多沿用

原本的稱呼，本文從之。 

26
 即生物相等性試驗 (Bioequivalence test) 的簡稱，在 ANDA 中用來取代臨床前/臨床試驗，

證明與原廠藥品相同的標準。  

27
 吳東哲、陳桂恒，美國藥品專利連結與橘皮書登錄制度相關規範：對台灣之影響，頁 16，

2015年，available at http://www.lawbank.com.tw/treatise/dt_article.aspx?AID=D000023512 (last 

visited 2015.6.18) 

28
 比方一化合物以動物試驗結果，申請使用方法專利 (method of use) 獲准，但在實際申請藥

品查驗登記時，卻因為人體與動物的不同，不能證明該化合物對人體的安全、有效，或者

在實際生產時未確保一致的品質，而無法取得核准。 

http://www.lawbank.com.tw/treatise/dt_article.aspx?AID=D00002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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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審查與專利制度的判斷概念不同。第一個例子，專利法上的「新穎性」，

與藥品審查中的「新藥」、「新化學分子」、「新化學成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

可謂在專利法下受保護的化合物，在藥品審查中就一定要受到特別優待29。在專

利法上具有新穎性、進步性而受專利保護的化合物，在藥品審查中可能是循

505(b)(2)/ANDA 取得上市核准，引據他人安全性、有效性試驗資料的類新藥、

學名藥30；反過來說，一個在專利法上不具有新穎性、進步性的已知化合物，可

能在藥品審查中，卻因從未只被允許以 505(b)(1)完整報告取得上市核准31。 

第二個例子，專利法上侵權判斷中的「相同」 (same)，是指現實上的完全

相同，和藥品審查中學名藥與對照藥品間的「相等」 (equivalent)，指安全性與

有效性的相似，兩個概念有很大的差距32，不能說一個藥品與對照藥品間具有相

等性，就比較可能侵犯對照藥品上的專利權。一個在專利法上因為落入申請專利

範圍，而被認為與專利相同的化合物，可能在藥品審查上完全未引據他人的送件

資料 (撇開獲得授權的狀況)，完全迴避相等性的審查，以 505(b)(1)完整報告取

得上市核准；相對的，一個在專利法上完全未侵犯任何專利的化合物，卻可能引

據了公開文獻或他人試驗資料，以 505(b)(2)/ANDA 取得上市核准。 

                                                 

29
 藥品法規，對於值得鼓勵的臨床試驗，設有自己的鼓勵規定。比方非專利專屬期，若化合

物被認定為新化學分子 (New Chemical Entity)、進行必要的新臨床試驗、針對罕見疾病患

者進行臨床試驗、針對兒童進行倫床試驗，可獲得 6 個月~7 年的獨佔期間，排除後續競爭

者取得上市許可。在我國，甚至只要進行引進外國試驗資料的銜接性試驗，都可以取得類

似的保護。 

30
 比方學名藥廠 Momenta，仍可以就比較新的製造方法、確效方法取得 US 7575886 專利，並

阻擋其他學名藥廠上市。見 Momenta Pharmaceuticals v. Amphastar Pharma., 686 F.3d 1348 

(Fed. Cir. 2012) 

31
 老成份卻是新藥的例子，比方將本草綱目中所記載，疑似具有療效的食品，將其中的有效

成分抽出後，以高純度、高濃度用於治療疾病，並申請藥品上市審查，仍是新成分新藥。

由於從未有人以如此方式使用該化合物，可能須重作人體安全性、有效性試驗，只能已完

成報告依 505(b)(1)送件。 

32
 若真要比較，學名藥與對照藥品間的藥劑相等性、生物相等性、療效相等性等概念，都是

效果上所呈現的相等，或許和專利法上的均等論比較接近，但前三者具有相當的彈性，甚

至可以減免，範圍可能比均等論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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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審查與專利制度的所需專業也不同。藥品審查是由 FDA 內具有藥學專

業的技術人員，透過試驗審查、查廠、上市前核准、上市後監測等手段，把關國

民用藥安全；專利審查則是 USPTO 中，具備各領域通常知識的專利審查官做初

步審查，授予專利後，才透過法院、行政程序審查有效性、執行排他權。 

把兩個目的、判斷概念、所需要的專業都不同的制度，硬是綁在一起，而且

還是把專利做為藥品上市許可的准駁主要考量，當然會引起非常複雜的爭議，也

是專利連結制度最大的問題所在，本研究在後續章節所要討論的爭議，也僅僅是

其中因法院訴訟而浮現的冰山一角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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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專利連結的歷史 

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最早、最悠久的類型，是 1984 年 HWA 下的藥品

專利連結。由於這是一段長達 30 年的過程，因此本研究希望先簡介對這段歷史，

釐清美國究竟是在甚麼樣的背景下，為了解決甚麼樣的問題，才決定把專利和藥

品審查程序予以結合，後續又有甚麼樣的爭議與修正，目前的制度現狀又是如

何？ 

1906 年~1983 年間，因一連串食安、藥害事件的刺激，藥品上市前核准制度

逐漸建立，但在過程中，FDA 嚴苛/冗長的審查及專利訴訟，導致當時藥品缺乏

競爭、價格高昂。 

1984 年的 HWA，一口氣建立了引據、資料專屬、試驗免責、專利延長、專

利連結。其中的專利連結制度，把藥品審查、專利兩個牽涉不同專業、基於不同

目的、由不同主管機關管轄、又需要不同管理方式的制度，硬是加以連結，導致

30 多年來紛擾不斷。在早期法院對制度不甚了解、主管機關缺乏專業的情況下，

直到今天，幾乎背離了 HWA 鼓勵藥品快速上市、加速競爭的核心功能。 

1984~2003 間，是專利連結制度最為爭議的一段期間，由於 HWA 的文字過

於簡略，行政法規又因為制度的複雜度，遲至 1994 年才上路。行政法規制定後，

許多訴訟大量出現，或許是由於當時法院缺乏對專利連結的認識，將原本可以避

免濫用的法規，以牴觸法律規定為由宣判無效；另一方面，FDA 執法的消極，

以及不當登錄缺乏救濟手段的現實，最終導致專利制度的濫用達到頂峰，引來

FTC 的強力批評，FDA 才開始改變態度，國會也才趕緊修法。 

2003 年，FDA 修正行政法規，國會也於同年稍晚通過了 Medicare 處方用藥

改善及現代化法案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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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MMA)，對專利連結制度進行修正，緩解了一部份的問題，但並未根治專利

連結的濫用。 

2003~2015 年，濫用的衝擊確實有下降，但由於許多制度缺失仍然存在，案

例仍層出不窮， FDA在這段期間並未進一步制定落實 2003年修法的行政法規。

隨著最高法院開始頻繁介入專利連結機制33，FDA 在 2015 年提出 1994 年以來最

大規模的的行政法規修正，國會也正醞釀新一輪的修法，後續發展還有待觀察，

但可以確定的是，美國的專利連結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 

  

                                                 

33
 Caraco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Ltd. v. Novo Nordisk, 132 S.Ct. 1670 (2012);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Actavis, Inc., 133 S. Ct. 222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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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專利連結的定義 、起源與修正 

第一節 何謂專利連結 

美國的專利連結 (Patent Linkage) 是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的一種類型，

和其他類似機制相比，以偏袒專利權人、和藥品核准加以掛勾為特色。簡單來說，

就是在所登錄的專利屆滿以前，禁止將原廠藥品作為對照藥品的

505(b)(2)/ANDA 申請人，從 FDA 取得上市核准，除非獲得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

同意，或者進行專利切結、通知對照藥品之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並有機會在

法院就專利有效性/侵權與否進行訴訟後，FDA 才能核准 505(b)(2)/ANDA。 

專利連結機制十分複雜，並衍生出無數的爭議，即使是身為主管機關的 FDA，

直到 31 年後今天，都無法制定完整的行政法規，其複雜度可見一斑。為了方便

討論，本文會先簡單介紹專利連結的內容，並釐清其架構，作為後續討論、評析

的基礎。 

第一項 從時序觀察 

按照時間的順序，專利連結大致包含幾個機制：橘皮書專利登錄 (Patent 

Listing)、專利切結  (Certification)、擬制侵權  (Artificial Infringement)、通知 

(Notification)、45 天期間、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 (30-month Stay)、180 專屬期 

(180-Day Exclusivity)、確認訴訟 (Declaratory Judgement)。 

根據美國 21 U.S.C. § 355 (b)(1)(G)規定，所有 NDA 申請人/持有者，包含

505(b)(1)及 505(b)(2)，都必須登錄所有符合規定專利的資訊34，只要其申請專利

                                                 

34
 FDA,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Regulations; Patent and Exclusivity Provisions, 59 

Fed.Reg. 50338 (October 3, 1994) , available at 

http://www.gpo.gov/fdsys/pkg/FR-1994-11-21/html/X94-21121.htm (last visited 2015.6.18) 

http://www.gpo.gov/fdsys/pkg/FR-1994-11-21/html/X94-211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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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主張所申請藥品或使用方法，且能對未授權之人使用、製造、販賣該藥品時，

能夠合理主張專利侵權者。NDA 申請獲得核准後，FDA 應公開上述的專利公告

號與屆滿日。申請時所進行的專利資訊申報，所使用的專利登錄宣示表 (Patent 

Declaration form) 為 Form FDA 3542a
35。 

另外，美國 21 U.S.C. § 355 (c)(2)，對於在 NDA 申請時來不及或因為法律

未生效而尚未被要求提供專利資訊的原開發藥廠，也課予類似的事後申報義務，

但限於專利核准後或法律生效後的 30 天內為之。FDA 同樣應公開上述的專利公

告號與屆滿日36。這種事後才進行的專利資訊申報，所使用的專利登錄宣示表為

Form FDA 3542
37。 

NDA 核准後，FDA 會依據上述的規定，將專利相關資訊，在名為「橘皮書」

( Orange Book) 的資料庫中公開38。如果是事後申報，則會在原開發藥廠申報後

                                                 

35
 FDA, FORM FDA 3542a,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ReportsManualsForms/Forms/UCM048352.pdf 

(last visited 2015.7.23) 

36
 21 U.S.C. § 355 (c)(2) 

37
 FDA, FORM FDA 3542,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ReportsManualsForms/Forms/UCM048345.pdf  

(last visited 2015.7.23) 

38
 橘皮書的全名為「經療效相等性評估的核准藥品」 (Approved Drug Products with Therapeutic 

Equivalence Evaluations) ，由於第一版的發行日期接近萬聖節，封面使用了橘色，從此被

暱稱為橘皮書 (Orange Book) 。 

 

1970 年代末期，各州都希望建立一套藥品登記制度，並紛紛尋求聯邦政府的幫助，FDA

在當時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也認知了統一藥品登記的必要性。1980 年 10 月，第一版

的正式橘皮書出版，收錄同時基於安全性、有效性的前提下，被 FDA 所核准的藥品，以

及具有療效相等性 (therapeutic equivalence) 的藥品 。當時 HWA 仍未通過，當然就未納

入專利資訊的登錄了。 

 

正如其名，橘皮書中所收錄的核准藥品，含有療效相等性的評估，並以「療效相等性評估

編碼」 (Therapeutic Equivalence Code)，顯示評估的結果 ，第一碼代表具療效相等性，第

二碼代表劑型種類。如果是具療效相等性的霧化粉體/液體的劑型，會被標示「AN」，反之

則被標示為「BN」。 

 

1984 年，HWA 要求專利在登錄到橘皮書上時，有兩個要求：第一，該專利必須涵蓋特定

藥品 (Claim The Drug)；第二，專利必須能被合理的主張，即專利有效且能控訴侵權者 。

FDA 還必須依據 21 U.S.C. § 355 (b)(1)(G)、21 U.S.C. § 355 (c)(2)、21 U.S.C. §§

355(j)(7)(a)(ii)和(iii) 的規定，將上述專利資訊公開，並以每 30 天的頻率更新。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ReportsManualsForms/Forms/UCM048352.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ReportsManualsForms/Forms/UCM04834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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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根據 21 U.S.C. § §355(j)(7)(a)(ii)和(iii)
39的規定，將核准後的專利資訊，每

30 天會連同其他公開資訊一起更新。 

一旦有 505(b)(2)或 ANDA 申請人，欲引據他人試驗資料申請上市核准，法

律要求申請人必須針對涵蓋藥品有效成分、藥品或使用方法的專利，提供專利切

結 (patent certification)，或 section viii 聲明 (section viii statement)。專利切結共

有四種形式40： 

i. 沒有專利登錄 

ii. 所登錄專利，期間已屆滿 

iii. 所登錄專利之專利權期間屆滿以前，不會上市 

iv. 所登錄專利無效或沒有侵犯該專利權 

                                                                                                                        

 

當時的橘皮書的內容和更新頻率，正好符合這樣的 HWA 要求，故包含符合登錄要求的專

利、專屬期等資訊，就都被整合到橘皮書的內文及附錄 (Addendum) 中，如今則轉為線上

資料庫的形式，更新也更為頻繁。 

FDA, Orange Book: Approved Drug Products with Therapeutic Equivalence Evaluations,  

available at http://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cder/ob/ (last visited 2015.7.23) 

39
 21 U.S.C. § §355(j)(7)(a) 

(ii) Every thirty days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list under clause (i) the Secretary shall 

revise the list to include each drug which has been approved for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under 

subsection (c) of this section or approved under this subsection during the thirty-day period. (iii) 

When patent information submitted under subsection (b) or (c) of this section respecting a drug 

included on the list is to be published by the Secretary, the Secretary shall, in revisions made 

under clause (ii), include such information for such drug. 

40
 因牽涉 505(b)(2)、ANDA 兩種申請方式，故分別規定於 21 U.S.C. § 355(b)(2)(A)(i)~(iv) ；

以及 21 U.S.C. § 355(j)(2)(A)(vii)(I) ~(IV)，本文在後續的章節中，如果同時並列兩條法條，

都是代表類似的情形。 

An application submitted under paragraph (1) for a drug for which the investigations described 

in clause (A) of such paragraph and relied upon by the applicant for approval of the application 

were not conducted by or for the applicant and for which the applicant has not obtained a right of 

reference or use from the person by or for whom the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shall also 

include—(i) that such patent information has not been filed, (ii) that such patent has expired, (iii) 

of the date on which such patent will expire, or (iv) that such patent is invalid or will not be 

infringed by the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the new drug for which the application is submitted;  

http://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cder/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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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利切結以外，若 505(b)(2)/ANDA 所申請核准的藥品使用方法，並未被

登錄專利所涵蓋時，得提供 section vii 聲明 (Section viii statement)，直接取得上

市核准41，不需要再進行專利連結的後續程序。 

如果 505(b)(2)或 ANDA 申請人，選擇第四種切結形式 (通稱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則須在收到 FDA 確認收件信函 (Acknowledgement Letter) 後42，

於郵戳日的 20 天內或於修正申請的同時，依照 21 U.S.C. § 355 (b)(3)(D)或 21 

U.S.C. § 355 (j)(2)(B)的規定，通知 (Notify) 原開發藥廠及專利權人。法律要求

其內容必須包含43： 

i. 已經為了在專利期間屆滿前進行商業製造、使用或販賣藥品，提出附

帶 BA/BE 試驗資料的上市申請，並依法進行專利切結。 

ii. 主張專利權無效或未侵犯專利權之詳細事實、法律根據。 

回到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的一方，在收到 505(b)(2)或 ANDA 申請人的通知

後 45 天內，就被切結的專利向法院提起專利侵權訴訟。依照 21 U.S.C. § 

355(c)(3)(C)和 355(j)(5)(B)(iii)的規定，如果專利侵權訴訟在這 45 天內被提起，

FDA 就只能在專利屆滿後、法院判決後，或者自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受通知之

                                                 

41
 21 U.S.C. §§ 355 (b)(2)(B), 355 (j)(2)(A)(viii),  

42
 規定於 21 CFR 314.95(b)、(d) 和 314.52(b)、(d) 

43
 21 U.S.C. § 355 (b)(3)(D)、21 U.S.C. § 355 (j)(2)(B) 

Contents of notice.—A notice required under this paragraph shall—  

(i) state that an application that contains data from bioavailability or bioequivalence studies has 

been submitted under this subsection for the drug with respect to which the certification is made 

to obtain approval to engage in the commercial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the drug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patent referred to in the certification; and 

(ii) include a detailed statement of the factual and legal basis of the opinion of the applicant that 

the patent is invalid or will not be infri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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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算 30 個月後44，核准 505(b)(2)或 ANDA 的上市核准，以利雙方在許可證核

准前，解決專利糾紛45。 

在這裡先說明，其實這時的 505(b)(2)/ANDA 申請人既然還沒有獲得上市核

准，當然也不可能製造、銷售藥品，至於在進行臨床試驗時所使用的試驗用藥品，

則落入試驗免責的範圍中。簡單的說，傳統專利法，並不允許專利權人在申請上

時核准的這個時機點，就提起專利侵權訴訟。但 HWA 透過擬制侵權解決了這個

問題。「擬制專利侵權」是為專利連結制度量身訂做的制度，可確保 NDA 持有

人/專利權人，在向 505(b)(2)、ANDA 提起專利侵權訴訟時，能順利行使防止侵

害請求權，降低法院以無損害為由駁回的風險。 

透過 35 U.S.C. § 271(e)(2)，HWA 將「以在專利屆滿日以前，進行商業製造、

使用、販賣要約、販賣、進口，取得藥品上市核准為目的」且「該藥或其使用方

法為一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所涵蓋」 的 505(b)(2)或 ANDA 的送件，擬制成一種

專利侵權行為46。35 U.S.C. § 271(e)(4)又進一步規定了法院的救濟手段47： 

                                                 

44
 這段期間但原則上為 30 個月，故被稱為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 (30-month stay)，但有可

能因為法院判決的速度、法院命令而有所變動。 

45
 見 21 U.S.C. § 355(c)(3)(C)和 355(j)(5)(B)(iii) 

46
 見 35 U.S.C. § 271(e)(2) of 1984。惟目前條號已經改為(2)(A)，並於 1988 年，在(2)(B) 納入

21 U.S.C. § 151–159 的動物用病毒、血清、毒素、抗毒素等產品的學名藥上市申請，並又

於 2009 年，在(2)(C) 納入 42 U.S. Code § 262 (l) 的生物相似性藥品上市申請。 

It shall be an act of infringement to submit an application under section 505(j) of 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or described in section 505(b)(2) of such Act for a drug claimed 

in a patent or the use of which is claimed in a patent, if the purpose of such submission is to 

obtain approval under such Act to engage in the commercial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a drug 

claimed in a patent or the use of which is claimed in a patent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such 

patent. 

47
 35 U.S.C. § 271(e)(4) of 1984 

For an act of infringement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 

"(A) the court shall ord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any approval of the drug involved in the 

infringement to be a date which is not earlier than the date of the expiration of the patent which 

has been infringed, 

"(B) injunctive relief may be granted against an infringer to prevent the commercial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an approved drug, and 

"(C) damages or other monetary relief may be awarded against an infringer only if there has 

been commercial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an approved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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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對於確定侵權的藥品，法院應指定 FDA 對該藥品的核准日期，該日

期不早於專利期間屆滿之日。 

ii. 為防止侵權人進行製造、使用、販賣邀約、販賣、進口該藥品，得對

侵權人核發禁制令。 

iii. 於侵權人已經進行商業製造、使用、販賣邀約、販賣、進口該藥品的

狀況下，得裁定由侵權人負擔損害賠償或其他金錢補償。 

另外，在 Paragraph IV 切結無理由 (Baseless) 的情況，法院可能裁定由侵權

者負擔專利權人的律師費。 

專利連結制度的設計，對於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有利，對 505(b)(2)或 ANDA

申請，多設下了一層門檻。為了避免重蹈 1962 年到 1984 年間，學名藥不願投入

市場的窘境， HWA 特別為首位提出附帶 Paragraph IV 的 ANDA 申請人，創造

挑戰登錄專利的誘因：180 天專屬期 (180-day exclusivity period)。21 U.S.C. § 

355(j)(5)(B)(iv)規定，第一個提出 paragraph IV 專利切結的 ANDA 申請人，FDA

於該藥廠首次進行商業銷售 (first commences commercial marketing)
48

 後的 180

天內，不會核准其他藥廠所提出，附帶 paragraph IV 切結的 ANDA 申請。換句

話說， HWA 對第一個提出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的 ANDA 的申請人，給予

180 天專屬期，以鼓勵學名藥在第一時間去挑戰登錄專利49。 

                                                                                                                        

The remedies prescribed by subparagraphs (A), (B), and (C) are the only remedies which may be 

granted by a court for an act of infringement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 except that a court may 

award attorney fees under section 285. 

48
 包含銷售「對照藥品」(Listed Drug) 的狀況，即授權學名藥，逆向給付 (reverse payment) 的

一種態樣，原開發藥廠與學名藥廠，就專利侵權訴訟進行和解，學名藥廠獲得銷售原廠藥

的權利，並以不銷售學名藥作為對價，其效果有可能使 180 天專屬期無法起算，而永久阻

擋第二家學名藥進入市場。惟該規定已經在 2003 修正。 

49
 如本文之前所述，為了預留挑戰登錄專利的時間，HWA 也在新成分專屬期 (NCE exclusivity) 

的部分制訂配套，讓提出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的 505(b)(2)及 ANDA 申請人，能在提早

一年對原開發藥廠的試驗資料加以引據 (rely on)，見 21 U.S.C. § 355(c)(3)(E)(ii)、21 U.S.C. 

§ 355(j)(5)(F)(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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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果專利並未在上述的 45 天期間提起侵權訴訟，則 505(b)(2)/ANDA

申請人也可以對專利權人提起確認訴訟，釐清專利是否無效/未侵權，不過並不

能請求損害賠償、刪除/更正登錄專利。 

第二項 從架構觀察 － 辨識、強化、鼓勵/補償三部曲 

為了後續的討論，本章節首先將專利連結的下的各種機制，歸納為辨識、強

化、鼓勵三大部分，並依序介紹其中的細節，並討論其爭議，以最為後續對我國

提出建議的基礎。 

第一款 辨識階段 

為了釐清甚麼是「疑似藥品專利」，誰是「疑似侵權者」，以納入早期爭端解

決機制底下，專利連結讓原開發藥廠負責登錄「疑似藥品專利」，並要求

505(b)(2)/ANDA 申請人進行切結，找出「疑似侵權者」。 

第二款 強化階段 

在強化階段，主要是由創設特殊請求權、通知制度，以及架空法院審查三個

元素所組成。 

第一，創設特殊請求權方面，以 Paragraph IV 切結質疑登錄專利有效性、侵

權問題的 505(b)(2)/ANDA 申請人，且欲在專利屆滿前取得上市核准者，透過擬

制侵權給予有限的請求權，以解決無訴訟利益、無侵權行為、比對產品在實際上

不存在的問題，創造核准前訴訟；反之，如果專利權人於收到通知後 45 天內並

未提告，505(b)(2)/ANDA 申請人則取得確認訴訟請求權。不過，美國在確認訴

訟請求權上增加了若干限制，包含在一定期間內無法主動提起訴訟，即使上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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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經過，也無法針對原開發藥廠的不當登錄進行救濟，或者就受延遲上市的損失

一併請求損害賠償，因此造成雙方訴訟地位的不平衡。 

第二，通知制度方面，505(b)(2)/ANDA 申請人，要主動通知專利權人，甚

至揭露營業秘密，大大降低了專利權人的監控成本。 

第三，架空法院審查方面，在原本需要法院進行檢驗的臨時禁制令、永久禁

制令之外，另外創設了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重定核准日救濟。在自動停止

核准期方面，只要專利權人提告，即可讓 505(b)(2)/ANDA 申請人在 30 個月內無

法取得核准，不需要向法院聲請暫時禁制令，也不須經過法院審查，直接取得排

他效力；在重定核准日救濟方面，只要專利權人勝訴，不需要聲請永久禁制令，

同樣可以自動讓 505(b)(2)/ANDA 申請人無法取得核准。對於禁制令的架空，大

幅弱化類新藥、學名藥廠的談判/訴訟地位，也在美國發生嚴重的濫用。 

第三款 鼓勵/補償階段 

由於上述措施對於 ANDA 申請人太過不利，為了鼓勵學名藥上市，HWA 遂

以上市後 180 天的寡占利益為誘因，鼓勵首位挑戰專利的 ANDA 申請人，在這

段時間內，其他挑戰專利的學名藥廠無法獲得上市核准。應該注意的是，505(b)(2) 

並沒有類似的鼓勵措施，大多受影響的 ANDA 申請人也無福享受此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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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專利連結架構圖 (作者自行整理) 

 

  

專利連結 

辨識 
藥品專利&疑似侵權者 

辨識藥品專利  

(登錄) 

 辨識疑似侵權者 

(切結) 

強化 
藥品專利權 

降低監控成本 

(送件通知) 

提早提起訴訟 

(擬制侵權) 

架空臨時禁制令 

 (自動停止核准期) 

架空永久禁制令 

 (法院重定核准日) 

弱化相對人  
(確認訴訟的限制) 

鼓勵/補償 
挑戰專利者 

市場寡占期間 

(180天專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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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HWA 的起源 (1906~1962) 

第一項 Food and Drugs Act (1906)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期，美國藥品就如同一般商品般，並未受到嚴格的控

管，參偽與假冒 (Adulteration and misbranding) 比比皆是。化學局 (the Bureau of 

Chemistry)
50的首席化學家威利 (Harvey Washington Wiley)，率先在 1887 年到

1902 年間，對於食品與藥品進行實驗，並警告公眾黑心食品、藥品的危險性，

導致美國各界開始催生一部管理相關風險的法律51。1906 年 2 月 26 日，作家厄

普頓·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的小說「屠場」(The Jungle) 對屠宰場惡劣衛生條

件、黑心肉品的寫實描述，促使食品藥物法 (Food and Drugs Act) 在國會通過，

並於 1907 年生效。 

1906 年的食品藥物法，給予當時由農業部管轄的化學局 (the Bureau of 

Chemistry) 管制違法食品、藥品的公權力52，允許其對於進口到美國的食品、藥

品進行抽樣檢驗，以並以產品標示為主要管制手段，來解決參偽與假冒 

(Adulteration and misbranding) 的問題53。由於主要推動者威利之貢獻，這部法案

也被稱為「威利法案」 (Wiley’s Act) 是藥品獨立於食品管理的第一個里程碑。 

第二項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1938) 

                                                 

50
 1927 年更名為食品藥物殺蟲劑管理局 (Food, Drug, and Insecticide Administration)；1930 年

再改名為食品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FDA History Office, John P. Swann, FDA's Origin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AboutFDA/WhatWeDo/History/Origin/ucm124403.htm (last visited 

2015.10.21) 

51
 Id.。 

52
 Federal Food and Drugs Act of 1906 

http://www.fda.gov/RegulatoryInformation/Legislation/ucm148690.htm  

(last visited 2015.10.21) 

53
 FDA, FDA History - Part I The 1906 Food and Drugs Act and Its Enforcement (2009) 

http://www.fda.gov/AboutFDA/WhatWeDo/History/Origin/ucm054819.htm 

(last visited 2015.10.21) 

http://www.fda.gov/AboutFDA/WhatWeDo/History/Origin/ucm124403.htm
http://www.fda.gov/RegulatoryInformation/Legislation/ucm148690.htm
http://www.fda.gov/AboutFDA/WhatWeDo/History/Origin/ucm0548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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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標示與抽驗制度，從現代的角度，當然不足以有效管制藥品風險，1937

年，一種廣泛被兒童、婦女使用的磺胺劑藥品 (Elixir Sulfanilamide)，導致包含

兒童在內的 107 人死亡，震撼了當時美國社會。1938 年 6 月，美國總統簽屬了

食品藥物與化妝品法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FD&C Act)，這部法律直到

今天，都仍是美國用以控管藥品的主要法源54。 

1938 年的 FD&C Act 和現在不同，使用「上市前申報」 (Pre-Market Clearance) 

機制55。該法案要求藥品製造商，必須向 FDA 提出新藥上市申請 (New Drug 

Application, NDA) 以證明安全性，如果 FDA於法定期間內，未為不核准之表示，

則該申請視為已核准。至於在市面上既有的食品，與藥品類似、相同者，FD&C 

Act 也要求必須證明其食品「通常被認為是安全的」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GRAS)
56。 

第三項 Kefauver-Harris Drug Amendments (1962) 

1961 年，歐洲爆發史上著名的沙利竇邁 (Thalidomide) 事件，因為女性懷孕

時服用該藥品，造成數以千計的兒童畸形，美國則因 1938 年所建置的安全性審

查而完全倖免。 

1962 年，美國國會修正 FD&C Act，通過 Kefauver-Harris Drug Amendments，

改採用上市前核准 (Premarket Approval) 制度，要求藥品製造商必須進行臨床試

驗，證明其藥品的安全性、有效性，提出 NDA 獲得核准以後，才能夠上市販售

                                                 

54
 FDA, Drugs and Foods Under the 1938 Act and Its Amendments (2009) 

http://www.fda.gov/AboutFDA/WhatWeDo/History/Origin/ucm055118.htm  

(last visited 2014.12.12) 

55
 Id.。 

56
 FDA,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Regulations; Patent and Exclusivity Provisions, 54 

Fed.Reg. 28872 (July 10, 1989) 

http://www.fda.gov/AboutFDA/WhatWeDo/History/Origin/ucm0551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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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至於 1938~1962 年間，只進行安全性試驗卻以 NDA 核准的舊藥品，

Kefauver-Harris Drug Amendments 則「視為」核准。至此，現今所熟悉的處方藥

的上市前安全性/有效性核准機制，才被完整建立起來。藥品核准的門檻，也至

此被大幅提升，藥廠的成本大幅增加 (此時只有一種 NDA，一種審查程序，沒

有區分新藥、類新藥、學名藥)。 

第四項 Kefauver-Harris Drug Amendments 後的發展 (1962~1983) 

第一款 ANDA 的出現 (1969) 

簡易新藥上市申請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ANDA) 可以追溯到

1969 年，起初只是用來將 1962 年前一部分類似藥品的「食品」，合法化成為「藥

品」的特別核准途徑，後來在 1984 年被 HWA 採用，將範圍擴張到所有 FD&C Act 

下的藥品。 

依據之前的介紹，可以知道在 1962 年以前，存在兩種沒有向 FDA 繳交有效

性資料的舊產品：(1) 1938~1962 間只以安全性資料，申請 NDA 獲得核准者、 (2) 

1938~1962 間，非常類似藥品的食品，但從未申請 NDA，以「通常被認為是安

全的」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GRAS) 為由，在市面上販售者。在 1962

年 Kefauver-Harris Drug Amendments 通過後，FDA 積極將上述兩種產品納入新

法的控管。 

首先，關於 1962 年以前取得 NDA 的舊藥品，FDA 僅要求其中風險較高的

者，應額外進行臨床試驗證明療效，並補繳有效性試驗資料。FDA 透過和美國

                                                 

57
 Michelle Meadows, Promoting Safe and Effective Drugs for 100 Years, FDA Consumer magazine, 

The Centennial Edition (2006) 

http://www.fda.gov/AboutFDA/WhatWeDo/History/CentennialofFDA/CentennialEditionofFDA

Consumer/ucm093787.htm (last visited 2014.11.19) 

http://www.fda.gov/AboutFDA/WhatWeDo/History/CentennialofFDA/CentennialEditionofFDAConsumer/ucm093787.htm
http://www.fda.gov/AboutFDA/WhatWeDo/History/CentennialofFDA/CentennialEditionofFDAConsumer/ucm0937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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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S)、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合作，於 1969 年開始58，對這些舊藥品進行評估，釐清

是否應該額外繳交有效性試驗資料，這些評估被稱為「藥品有效性評估執行方案」 

(Drug Efficacy Study Implementation, DESI)，涵蓋超過 4000 種藥品。被認定要補

充有效性試驗資料的藥品，FDA 將名單公布在聯邦登記 (Federal Register) 上，

被稱為 DESI 通知 (DESI Notice)。 

其次，對於那些從未申請 NDA，但卻與藥品十分相似的食品，FDA 要求其

中與 DESI 藥品相似者，應該在一定期間內申請 NDA、取得核准，才可以繼續

合法地販售59。考量這些「相同藥品」 (Duplicates Drug Product) 的安全性、有

效性都因為先前的 NDA 申請、長期的使用經驗而十分明確，不必要求每位後續

申請人都繳交完整報告。為了在不過度衝擊產業的狀況下，讓這些與 DESI 藥品

類似、販賣已久的「食品」成為合法的「藥品」，FDA 於是在 1969 年創造了行

政法規層級的簡易新藥上市申請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ANDA)，免

除申請人繳交安全性、有效性試驗資料的義務，只要求配方、製造、品管、仿單

等與品質相關的資訊，以及 DESI 通知依個案要求的其他試驗，通常包含生體可

用率 (bioavailability) 與對照藥品的比較，即可取得上市核准60，這就是 ANDA

的由來。 

只適用於「1962 年前被核准藥品」之「相同藥品」的 ANDA，很快地被 FDA 

發現其促進藥品競爭、減低行政審查資源的優點。1978 年起，ANDA 實施的 10

                                                 

58
 FDA, supra note 56, at 28873. 

59
 Id at 28873 

FDA 於 1968 年撤銷了之前認為藥品不必經上市前申報，也可以上市販售的見解。 

33 Fed.Reg. 7758 (May 28, 1968) 後來成為 21 C.F.R. § 310.100 

60
 Id at 28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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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後，FDA 更多次試圖將 ANDA 的範圍延伸到「1962 年後被核准藥品」之「相

同藥品」61，雖受到許多藥廠支持，但都無法成功。 

1978 年，議會就曾經指出 (1) 對「相同藥品」的不利政策，會導致限制競

爭，且 (2) 重複進行的臨床試驗，使受試者承擔不必要的安全性風險，並 (3) 造

成 FDA 審查資源的浪費62，可惜 1978 年所提出的修正在參議院被否決。根據統

計，直到 1984 年為止，有 150 種在 1962 年以後核准的藥品，即使在專利期間屆

滿以後，仍然沒有「相同藥品」上市，原開發藥廠得以在專利期間屆滿後，持續

壟斷市場，造成藥價居高不下63。 

第二款 Paper-NDA 的出現 (1981) 

在 1981 年，FDA 於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針對「1962 年後被核准藥品」

之「相同藥品」建立了「文獻新藥上市申請」(Paper-NDA) 制度64，允許 NDA

申請人引用公開文獻，以免除 NDA 的一部分的安全性、有效性數據。 

不過，並不是所有 1962 年後被核准藥品，都會有與安全性、有效性相關的

公開文獻，而適用 Paper-NDA。大部分的數據、文獻，都做為營業秘密未被公開，

只有原開發藥廠和 FDA 能取得。因此，絕大多數的 NDA 申請人，即使所申請

藥品和 1962 年以後的 NDA 完全相同，仍需要提供完整報告，並且重複進行臨

床試驗，FDA 也只能繼續耗費行政審查資源65。 

                                                 

61
 Id at 28873, see also Drug Regulation Reform Act, 95th Cong., 2d Sess. (1978), Drug Regulation 

Reform Act of 1979, 96th Cong., 1st Sess. (1979), and 43 FR 39126 (September 1, 1978) 

62
 H.Rep.No. 98-857, Part 2, p.4, 98th Cong., 2d Sess. (August 1, 1984) 

http://www.ipmall.info/hosted_resources/lipa/patents/H.Rep.No.%2098-857,%20Part%202,%20

98th%20Cong.,%202d%20Sess.%20(August%201,%201984).pdf (last visited 2014.11.25) 

63
 Id.at 11. 

64
 Id at 28873, see also 46 FR 27396 (May 19, 1981) 

65
 僅僅一個 NDA 的申請資料，須以數輛小卡車搬運，而當時並沒有電子送件。 

http://www.ipmall.info/hosted_resources/lipa/patents/H.Rep.No.%2098-857,%20Part%202,%2098th%20Cong.,%202d%20Sess.%20(August%201,%201984).pdf
http://www.ipmall.info/hosted_resources/lipa/patents/H.Rep.No.%2098-857,%20Part%202,%2098th%20Cong.,%202d%20Sess.%20(August%201,%20198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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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Roche v. Bolar 案 (1983) 

1983 年，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作出了 Roche v. Bolar 案的判決，認為販賣「相同藥品」

的藥廠，在原開發藥廠之專利期間屆滿以前，所進行的生體相等性臨床試驗，構

成專利侵權66。由於這個判決將導致ANDA的延遲核准，並進一步推升藥品價格，

國會開始正視 ANDA 對於藥品競爭的幫助，以及專利法試驗免責的修正。 

第五項 小結 

綜上，由於 FDA 以 DESI 要求 1962 年以前 NDA 持有人補充有效性資料、

類似藥品者以 ANDA 程序轉為藥品，美國成功地將所有藥品上市前安全性、有

效性核准的控管體系之下。在過程中，FDA 發現了 ANDA 制度的優點，但由於

缺乏法律授權，無法適用在 1962 年以後的藥品，即使另外創設了 Paper-NDA，

仍不能夠達到 ANDA 的效果。藥品專利屆滿後，卻仍沒有足夠的「相同藥品」

進入市場競爭，在 1986 年 125 個暢銷藥品專利將陸續到期的背景下，更形重要。 

由這些背景中，可以了解 HWA 制定的核心目的，是要針對以 1962 年以後

的藥品作為對照的新藥申請人，免除其繳交不必要的安全性、有效性數據，畢竟

FDA 早就因為先前的新藥申請案，握有該藥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資料。 

至於本研究以下要討論的專利議題，其實並非 HWA 立法的主要目的，不過

是以開放引據、1983 年的 Roche v. Bolar 案為契機，而成為原開發藥廠、學名藥

廠兩派人馬進行利益交換的籌碼。其中，將依據專利法取得的專利，經由藥事法

予以強化的專利連結，便是本研究的主軸。 

                                                 

66
 Roche Products v. Bolar Pharmaceutical, 733 F.2d 858 (Fed. Cir.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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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HWA 的立法 (1984) 

為了解決 1962 年以後「相同藥品」無法適用 Paper-NDA/ANDA 等簡易申

請程序、臨床試驗專利侵權兩大問題，美國在 1984 年通過了「藥價競爭與專利

權期間回復法案」 (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Term Restoration Act)，由於

法案是由參議員 Orrin Hatch、眾議員 Henry Waxman 合作才得以通過，因此又被

稱為 Hatch-Waxman Amendments 或 Hatch-Waxman Act
67。 HWA 分為兩大章節，

分別在第一章修正 FD&C Act，並在第二章修正專利法。 

第一章修改 FD&C Act 的目的，在開放學名藥以鼓勵競爭68，主要重點有三：

第一，將 FDA 建立的 Paper-NDA 與 ANDA 制度，適用到所有 1962 年以後的藥

品69；第二，建立非專利專屬期；第三，建立專利連結 (登錄、切結、通知、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180 天專屬期)。 

第二章的修改專利法的目的，是將核准所造成的延遲，透過專利延長予以回

復，創造新藥研發的誘因70，主要重點有三：第一，建立專利延長制度；第二，

建立試驗免責，使學名藥在對照藥品之專利屆滿後，快速進入市場；第三，搭配

第一章的專利連結，建立擬制侵權，以方便核准前訴訟的開啟。 

                                                 

67
 由於法案經過多次修改，實際上被國會通過的是另一個修正法案：S. 1538 Patent Law 

Amendments，見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98/s1538 (last visited 2014.12.9) 

而非 Hatch、Waxman 較早提出的 H.R. 3605 (98th): 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Term 

Restoration Act 版本 。見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98/hr3605  

(last visited 2015.8.1) 

68
 H.R. REP. 98-857(I), at 16~17 (1984) 

69
 FDA, Daniel E. Troy, 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Term Restoration Act of 1984 

(Hatch-Waxman Amendments) (2003) 

http://www.fda.gov/newsevents/testimony/ucm115033.htm (last visited 2014.11.27) 

70
 H.R. REP. 98-857(I), at 17 (1984)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98/s1538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98/hr3605
http://www.fda.gov/newsevents/testimony/ucm1150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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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HWA 追求兩個公共利益的平衡：促進競爭與鼓勵創新71，又以

促進競爭為核心72,73。但棘手的是，HWA 修正的層面十分龐大，跨越專利與藥品

核准兩個不同領域。引據和非專利專屬期都是純屬 FD&C Act 的規定，專利試驗

免責和專利延長則是單純專利法的規定，在解釋適用上較易釐清。不過專利連結

的規定，卻同時散佈在 FD&C Act 以及專利法，是 HWA 最複雜的部份。 

HWA 制度設計 

類新藥、學名藥藥廠  原開發藥廠 

開放引據公開試驗資料/主管機關調查

結果，新增 505(b)(2)、ANDA 

非專利專屬期 (Non-Patent 

Exclusivity)  

5 年/3 年 

專利效力不及 

(或稱試驗免責) 

專利延長 

鼓勵挑戰專利，第一家附帶 Paragraph 

IV 之 ANDA 申請人，有 180 天市場專

屬期 

專利連結 

表 3- 1 HWA 之修正重點 (作者自行整理) 

                                                 

71
 “Congress struck a balance between two competing policy interests: (1) inducing pioneer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and (2) enabling competitors to bring low-cost, generic 

copies of those drugs to market.” Andrx Pharmaceuticals, Inc. v. Biovail Corp., 276 F.3d 1368 

(Fed. Cir. 2002) 

72
 “the Hatch–Waxman Amendments central purpose of ‘get[ting] generic drugs into the hands of 

patients at reasonable prices—fast.’ ” Mylan v, Shalala, 81 F.Supp.2d 30 (D.D.C. 2000) see also 

In re Barr Labs., Inc., 930 F.2d 72, 76 (D.C.Cir.), cert. denied, 502 U.S. 906, 112 S.Ct. 297, 116 

L.Ed.2d 241 (1991). 

73
 Statement on Signing S. 1538 into Law, 20 Weekly Comp. Pres. Doc. 1359, 1360 (Sept. 24, 1984) 

(President's statement that the Hatch–Waxman Act “will provide regulatory relief, increase 

competition, economy in government, and best of all,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save money, and 

yet receive the best medicine that pharmaceutical science can pro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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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相對於從 HWA 的章節觀察，如果從法律目的、效果去頗悉 HWA，

會得到更加清楚的架構圖像。若用一句話說明其 HWA，當初 1984 年的委員會紀

錄應該最為貼切：藥品製造協會 (即原開發藥廠一方) 願意在HWA開放類新藥、

學名藥引據安全性與有效性資料方面妥協，以換取 HWA 對藥品專利保護的強化 

(greater protection)
74。 

HWA 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是類新藥、學名藥的缺乏，以及因為專利侵權問

題所造成的延遲上市，因此勢必要引進引據 (rely on) 的概念，並訂立試驗免責 

(Safe Harbor) 逆轉法院認為臨床試驗也是專利侵權的見解。但為了顧及 1962 年

以來努力配合 FDA 提升藥品審查負擔，並以完整報告取得上市核准的原開發藥

廠 (或者說既得利益者)，HWA 提供了非專利專屬期、專利強化兩個條件作為對

價，後者即為專利延長和專利連結。 

                                                 

74
 “The PMA was willing to compromise on the provisions of title i of the bill (relating to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procedures (andas)) in exchange for some greater protection of 

existing human pharmaceutical patents. the generic manufacturers, on the other hand, were 

willing to live with an eighteen-month rule because of other provisions of the bill.” H.R. 98-857 

(Part II), 98
th

 Cong. 2d S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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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Hatch-Waxman Amendments 的立法架構 (作者自行整理) 

 

以下，本研究將一一介紹 HWA 架構下的每一個元件，作為後續論述 HWA

衡平效果的基礎。 

第一項 引據與非專利專屬期 

HWA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 1962年以後的藥品都要以完整報告循NDA

上市，導致藥品市場缺乏競爭、不必要的受試者風險，以及審查資源浪費。將

FDA 所建立的 ANDA 與 Paper-NDA 明文化，一體適用在未來的新藥申請，乃當

務之急，也是法案修正的核心。 

HWA 開放後續 505(b)(2)/ANDA 申請人引據 (Rely On) 原開發藥廠的試驗

資料或公開文獻，但為了同時顧及原開發藥廠投入研發的大量成本，HWA 也建

Hatch-Waxman 
Amendments of 1984 

原開發藥廠 

利益 

非專利專屬期 

(Non-patent 
Exclusivity) 

New Chemical 
Entity 
5 years 

New Clinical 
Investigation 

3 years 

藥品專利強化  

(Greater Patent 
Protection) 

專利延長  

(Patent Term 
extension) 

專利連結 

(Patent Linkage) 

類新藥/學名藥廠 

利益 

引據 

(Rely On) 

505(b)(2) NDA 
類新藥 

505(j) ANDA 
學名藥 

試驗免責 

(Safe Har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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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非專利專屬期 (Non-Patent Exclusivity)，在專屬期期間內，只有獲得原開發

藥廠授權者，才能夠引據試驗資料，取得上市核准。 

第一款 引據 (Rely On) 

HWA 開放「引據」既存的安全性、有效性試驗資料，並以此為基礎，修改

了傳統申請，即 505(b)(1)；另一方面，首開了兩種新的上市申請途徑：505(b)(2)

和 ANDA，分別因為引據他人的安全性、有效性資料而可以豁免部分/全部臨床

試驗。 

505(b)(2)/ANDA 可引據的標的有二：其一，「公開文獻」 (Published Literature)，

但限於特定資訊，比如人體試驗或動物試驗，這是衍生自 1981 年由 FDA 所設計

的 Paper-NDA；其二，「主管機關對於已核准藥品的安全性、有效性的調查結果」 

(The Agency’s finding of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for an approved drug)，此部分是衍

生自 1969 年的 ANDA。 

應注意的是，在引據主管機關調查結果的情況，505(b)(2)/ANDA 申請人無

法接觸所引據的資料，只是在送件後，主管機關會依據先前審查原廠藥的經驗，

在可以類比的項目上推定 505(b)(2)/ANDA 具有相同的安全性、有效性，而免除

部分技術性資料的繳交75，這種間接使用他人送件資料的方式，避免了許多法律

與技術問題 (如侵犯著作權、營業秘密)。 

第一目 505(b)(1) 純新藥 

                                                 

75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Applications Covered by Section505(b)(2), p2, (October 1999)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s/ucm079345.pdf (last visited 2014.11.27)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s/ucm07934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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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b)(1) 申請，指申請者依據 21 U.S.C. § 355 (b)(1) 所提出，含有安全性、

有效性試驗的完整報告 (Full Report)，且該等試驗為申請人所進行/委託進行，或

有權引用/使用所產出之安全性、有效性資料76。 

簡單的說，505(b)(1)申請人除了要提供完整的報告，還必須擁有，或至少有

權使用報告內的試驗資料。也因為這些特色，505(b)(1)申請也被稱為獨立新藥上

市申請 (Stand-alone NDA)
77，或者完整新藥上市申請 (Full NDA)

78。 

505(b)(1)申請是最傳統、最完整的 NDA 申請。比方從未被使用於人體治療

的新分子實體 (New Molecular Entity)，由於沒有公開文獻或他人送件資料可以引

據，只能提出 505(b)(1)申請。 

應注意的是，只要申請人能提供完整安全性、有效性調查報告，並有獲得引

據的授權即可進行 505(b)(1)申請，並不是只有新化學分子實體可以提出，故有些

藥品能自由選擇以 505(b)(1)或 505(b)(2) 途徑送件，兩者並非互斥。 

第二目 505(b)(2) 類新藥 

505(b)(2) 申請是 HWA 所創設的兩種上市申請途徑之一，指申請者依據 21 

U.S.C. § 355 (b)(2) 所提出，含有安全性、有效性試驗的完整報告，但至少有一

部份試驗並非由申請人所進行/委託進行，或未獲授權而引用/使用所產出之安全

性、有效性資料。 

                                                 

76
 FDA,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s and 505(b)(2) Applications, 80 Fed. Reg. 6801,6805 

(February 06,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gpo.gov/fdsys/pkg/FR-1998-11-05/pdf/98-29610.pdf  (last visited 2015.6.18) 

77
 Id. at 6805.  

78
 FDA, Small Business Assistance: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or New Drug Product Exclusivity, 

What is a 505(b)(2) application?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SmallBusinessAssistance/ucm069962.

htm 

(last visited 2014.11.20) 

http://www.gpo.gov/fdsys/pkg/FR-1998-11-05/pdf/98-29610.pdf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SmallBusinessAssistance/ucm069962.htm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SmallBusinessAssistance/ucm0699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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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b)(2)，包含引據公開文獻的新化學分子實體 (New chemical entity, NCE)

或新分子實體  (New Molecular Entity, NME)
79，以及對已核准藥品的改變 

(Changes to previously approved drugs)
80兩種類型，前者引據公開文獻的態樣，就

是原本的 Paper-NDA，後者引據部分對照藥品試驗資料的態樣，則是 ANDA 的

變體。 

應該注意的是，505(b)(2)不能與 ANDA 重複申請81，另外，如果與對照藥品 

(Reference Listed Drug, RLD) 唯一的不同，是其吸收/作用部位之範圍較高或低，

或是其吸收/作用部位濃度較高或低，且非出於本意者，也不能提出 505(b)(2)申

請82。言下之意，法律不鼓勵無法證明生物相等性的學名藥，或者說失敗的學名

藥，藉由 505(b)(2)起死回生。 

第三目 505(j) / ANDA 學名藥 

505(j)申請，指申請者就與對照藥品 (Reference Listed Drug, RLD) 相同之產

品，依據 21 U.S.C. § 355 (j) 所提出之申請，在引據對照藥品之安全性、以效性

資料而免除完整報告，由於所需的技術性資料較少，常被 FDA 稱為簡化申請 

(Abbreviated Application)，或簡化新藥上市申請 (Abbreviated New Drug 

                                                 

79
 即 Paper-NDA，在 1984 年的 HWA 中，被納入 505(b)(2)的定義底下，成為一種普遍的上市

核准途徑。 

80
 這些改變包含劑型 (Dosage form)、劑量 (Strength)、給藥途徑 (Route of administration)、新

組合 (Substitution of an active ingredient in a combination product)、配方 (Formulation)、給藥

頻率 (Dosing regimen)、有效成分(Active ingredient)、適應症 (Indication)、非生物相等性 

(Bio-inequivalence) 等。其中，有效成分改變卻仍可引據的狀況，通常是指所申請藥品，為

已核准藥品有效成分的前驅物 (prodrug)、代謝物 (metabolite)。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Applications Covered by Section 505(b)(2), DRAFT GUIDANCE, p.5 (1999) ,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s/ucm079345.pdf (last visited 

2015.6.18) 

81
 21 CFR 314.101(d)(9) 

82
 21 CFR 314.54(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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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A)，依據 ANDA 取得上市核准的藥品，在台灣被稱為「學名藥」 

(Generic Drug)
83，是 HWA 的核心。 

要以 ANDA 取得上市核准，須證明所申請藥品與對照藥品相同」 (Same) 。

要證明與對照藥品「相同」，就必須同時通過「藥劑相等性」 (Pharmaceutical 

Equivalence) 與「生物相等性」 (Bioequivalence) 的雙重檢驗，在確認最終仿單、

通過 GMP，並獲得上市核准以後，才被認為具「療效相等性」 (Therapeutic 

Equivalence)
 84。 

一、 藥劑相等性 

申請 ANDA 的藥品若和對照藥品間，具有相同的有效成分、劑型、使用途

徑與劑量，即具有「藥劑相等性」85。應該注意的是，在個案層面，「藥劑相等

性」是有彈性的，若與對照藥品有效成分、劑型、使用途徑或劑量不同，可先向

                                                 

83
 在 1984 年之前，官方文獻都用相同品 (Duplicates) 稱呼 ANDA 之藥品，後來才逐漸改稱

為學名藥 (Generics)。另外，因為 ANDA 藥品多使用化學學名上市，而非原開發藥廠所使

用的品牌名，故在台灣被通稱為學名藥，在大陸地區則被稱為仿製藥。 

84
 FDA classifies as therapeutically equivalent those products that meet the following general 

criteria:(1) they are approved as safe and effective;(2) they are pharmaceutical equivalents in that 

they (a) contain identical amounts of the same active drug ingredient in the same dosage form 

and route of administration, and (b) meet compendial or other applicable standards of strength, 

quality, purity, and identity; (3) they are bioequivalent in that (a) they do not present a known or 

potential bioequivalence problem, and they meet an acceptable in vitro standard, or (b) if they do 

present such a known or potential problem, they are shown to meet an appropriate 

bioequivalence standard; (4) they are adequately labeled;(5) they are manufactured in 

compliance with Current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regulations. see FDA, Orange Book 

Preface, 34th Edition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ucm079068.htm (last visited 2015.1.30) 

85
 “Drug products are considered pharmaceutical equivalents if they contain the same active 

ingredient(s), are of the same dosage form, route of administration and are identical in strength 

or concentration (e.g., chlordiazepoxide hydrochloride, 5mg capsules).Pharmaceutically 

equivalent drug products are formulated to contain the same amount of active ingredient in the 

same dosage form and to meet the same or compendial or other applicable standards (i.e., 

strength, quality, purity, and identity), but they may differ i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hape, 

scoring configuration, release mechanisms, packaging, excipients (including colors, flavors, 

preservatives), expiration time, and, within certain limits, labeling.”see FDA, Orange Book 

Preface, 34th Edition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ucm079068.htm (last visited 2015.1.30)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ucm079068.htm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ucm0790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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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提出「適合性請願」 (Suitability Petition)，若 FDA 認為上述差異不需要提

供其他安全性、有效性試驗，仍可以循 ANDA 提出申請86。 

二、 生物相等性 

其次是「生物相等性」。申請人通常必須在 24~36 個健康受試者身上，以 FDA

所指定的對照藥品作為對照組，在一段時間內進行一次或多次體內藥物濃度的測

量 (視情況使用血液或尿液)，比較兩者的生體可用性 (Bioavailability)
87，若兩者

的類似程度符合要求，就可以被認為具有生物相等性88。當然，如果藥品在先天

上就不會進入血液循環，則可能用其他方法進行生物相等性試驗，甚至在體外進

行。精確地說，所謂生物相等性者，指： 

i. 無論單一或多重劑量，在相同試驗條件，給予相同劑量的情況下，試驗

藥品的吸收速率與吸收藥量，與對照藥品沒有顯著差異。 

ii. 無論單一或多重劑量，在相同試驗條件，給予相同劑量的情況下，試驗

藥品的吸收藥量，與對照藥品間雖有差異，但乃是出於本意、在仿單上

                                                 

86
 若 FDA 認為需要其他安全性、有效性資料，表示有必要進行臨床試驗，則該申請案僅能以

完整報告，循 505(b)(1) 或 505(b)(2)之 NDA 途徑送件。 

87
 指藥品有效成分，於作用部位的吸收速率與吸收藥量。由於作用部位通常難以測量，故大

多以測量血中、尿液中濃度代替。”This term means the rate and extent to which the active 

ingredient or active moiety is absorbed from a drug product and becomes available at the site of 

action.For drug products that are not intended to be absorbed into the bloodstream, 

bioavailability may be assessed by measurements intended to reflect the rate and extent to which 

the active ingredient or active moiety becomes available at the site of action.”see FDA, Orange 

Book Preface, 34th Edition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ucm079068.htm (last visited 2015.1.30) 

88
 FDA,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ANDA): Generics (2014)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HowDrugsareDevelopedandApproved

/ApprovalApplications/AbbreviatedNewDrugApplicationANDAGenerics/ (last visited 

2014.11.10)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ucm079068.htm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HowDrugsareDevelopedandApproved/ApprovalApplications/AbbreviatedNewDrugApplicationANDAGenerics/
http://www.fda.gov/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HowDrugsareDevelopedandApproved/ApprovalApplications/AbbreviatedNewDrugApplicationANDAGene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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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加以標示、對於慢性病患的全身藥物濃度無重要性，且無醫學上顯著

意義者。89
 

「生物相等性」也是具有彈性的，某些不適合進行人體臨床試驗的藥品，或

者藥品本身十分簡單，不必要進行人體臨床試驗者90，有可能豁免生物相等性試

驗。 

三、 仿單等其他管制規定 

藥品的範圍，也包含包裝、仿單在內，因此關於注意事項、適應症等記載，

也要和對照藥品相同，才能成為學名藥。 

不過，若是經過「適合性請願」，有效成分、劑型、使用途徑或劑量與對照

藥品有所不同者，或者以 section viii 聲明 (Section viii Statement) 迴避受專利保

護之使用方法者，FDA 允許其仿單和對照藥品有出入。 

第二款 非專利專屬期 (Non-Patent Exclusivity) 

                                                 

89
 21 U.S.C. § 355(j)(8)(B)  

A drug shall be considered to be bioequivalent to a listed drug if—  

 

(i) the rate and extent of absorption of the drug do not show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the rate 

and extent of absorption of the listed drug when administered at the same molar dose of the 

therapeutic ingredient under similar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in either a single dose or multiple 

doses; or 

 

(ii) the extent of absorption of the drug does not show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the extent of 

absorption of the listed drug when administered at the same molar dose of the therapeutic 

ingredient under similar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in either a single dose or multiple doses and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listed drug in the rate of absorption of the drug is intentional, is reflected in 

its proposed labeling, is not essential to the attainment of effective body drug concentrations on 

chronic use, and is considered medically insignificant for the drug. 

90
 依據生物藥劑學分類系統 (Biopharmaceutics Classification System, BCS)，溶解度 (Solubility)

及穿透力 (permeability) 較高，且屬於速放劑型者，可能免除生物相等性試驗。 

FDA, Waiver of In Vivo Bioavailability and Bioequivalence Studies for Immediate-Release Solid 

Oral Dosage Forms Based on a Biopharmaceutics Classification System, Guildance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OHRMS/DOCKETS/98fr/3657gd3.pdf (last visited 2015.7.16) 

http://www.fda.gov/OHRMS/DOCKETS/98fr/3657gd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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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A 開放引據以促進藥品競爭，但若透過 505(B)(2)/ANDA 獲得核准的類

新藥、學名藥，太快進入市場，將導致原開發藥廠難以回收成本，變相打壓藥品

創新，長期而言對美國藥品市場、國民健康並非有益。HWA 於是以非專利專屬

期 (Non-Patent Exclusivity)，確保原開發藥廠的適當利益。 

非專利專屬期並非專利法所授予，而是依據其他法律所創設的誘因。1984

年的 HWA 是較早期的案例，創設了目前 FD&C Act 下大部分的非專利專屬期，

16 種非專利專屬期中，有 12 種是 HWA 所首創91。除了一般藥品以外，美國也

陸續在動物用藥品、生物藥品 (biologics) 都引進了類似設計。 

  

                                                 

91
 HWA 以後，孤兒藥 (Orphan Drug)、兒童用藥 (Pediatric Drug) 也另外經修法，分別擁有 7

年、6 個月的非專利專屬期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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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期

號碼 

代表意義 專屬期 備註 

NCE - 新化學實體 (new chemical entity) 5 年 HWA 範圍 

NE - 藥品活性成分的新酯類或鹽類 

(new ester or salt of an active ingredient) 

3 年 

NP - 新藥品 (new product) 

I - 新適應症 (new indication) 

D - 新給藥頻率 (new dosing schedule) 

NC - 新複方 (new combination) 

NDF - 新劑型 (new dosage form) 

NS - 新劑量 (new strength) 

NR - 新使用途徑 (new route) 

NPP - 新病患族群 (new patient population) 

RTO - 非處方藥轉換 

(Rx to OTC switch or OTC use) 

PC - 專利挑戰 (patent challenge) 180 天 

M - 其他 (miscellaneous) 視個案 可能部分重疊 

ODE - 孤兒藥 (orphan drug exclusivity) 7 年 非 HWA 範圍 

GAIN - GAIN 法案專屬 

(Generating Antibiotic Incentives Now Act) 

5 年 

PED - 兒童用藥 (pediatric exclusivity) 6 個月 

W - 拋棄 (waived exclusivity)   

表 3- 2 現行橘皮書專屬期號碼92
 

                                                 

92
 吳東哲、陳桂恒, supra note 27, 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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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A 於 1984 年時所引進的非專利專屬期，指除非 505(b)(2)、ANDA 申請

者有獲得原開發藥廠授權，否則 FDA 在一定期間內，不得受理/核准有引據原開

發藥廠試驗資料的 505(b)(2)、ANDA 申請案93。換句話說，除非得到原開發藥廠

的授權，否則沒人能在該段期間內引據其試驗資料，從 FDA 取得上市核准94。 

但並非是所有試驗資料，都能取得相同程度的保護，HWA 當時僅針對 1982

年~1984 年間，具有新成分  (New Active Ingredient)、臨床試驗  (Clinical 

Investigation) 的藥品，分別溯及給予 10 年、2 年的非專利專屬期；對 1984 年以

後，具有新化學分子實體 (New Chemical Entity, NCE)、新臨床試驗 (New Clinical 

Investigation, NCI) 的藥品，則分別給予 5 年、3 年的保護。 

又，由於 1982~1984 的非專利專屬期，僅是為保護法案通過前、擁有臨床試

驗資料的既得利益者，故對新成分、非新成分皆提供保護，年代已久，本研究不

加以討論，將著重在 1984 年以後的非專利專屬期。 

  

                                                 

93
 505(b)(2) 申請，如果只引據公開文獻提出完整報告，沒有對照藥品，不會受到非專利專屬

期的影響。 

94
 由於 HWA 的專屬期，與引據的試驗資料息息相關，故也有人稱為「資料專屬」(Data 

Exclusivity)，並將同屬 HWA 的 180 天學名藥專利挑戰專屬期稱為「市場專屬」(Market 

Exclusivity)。實際上，美國並未如此區分，僅以專屬期 (Exclusivity) 或非專利專屬期 

(Non-Patent Exclusivity) 作為總稱而已。本文為避免混淆，不採取資料專屬與市場專屬的

二分法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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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類型 期間 法源 

新成分專屬期 

(1982~1984) 

10 年 21 U.S.C. § 355(c)(3)(E)(i)－505(b)(2) 

21 U.S.C. § 355(j)(F)(i)－ANDA 

臨床試驗專屬期 

(1982~1984) 

2 年 21 U.S.C. § 355(c)(3)(E)(v)－505(b)(2) 

21 U.S.C. § 355(j)(F)(v)－ANDA 

新成分專屬期 

(1984~) 

5 年 21 U.S.C. § 355(c)(3)(E)(ii)－505(b)(2) 

21 U.S.C. § 355(j)(F)(ii)－ANDA 

新臨床試驗專屬期 

(1984~) 

3 年 21 U.S.C. § 355(c)(3)(E)(iii)－505(b)(2) 

21 U.S.C. § 355(j)(F)(iii)－ANDA 

21 U.S.C. § 355(c)(3)(E)(iv)－505(b)(2) 

21 U.S.C. § 355(j)(F)(iv)－ANDA 

表 3- 3 HWA 非專利專屬期之比較95
 

第一目 新化學分子實體專屬期 (New Chemical Entity/NCE 

Exclusivity) 

根據 21 U.S.C. § 355(c)(3)(E)(ii)、21 U.S.C. § 355(j)(F)(ii)的規定，如果現

已核准的藥品，其有效成分 (Active Ingredient) 之前並未被核准過96，則 FDA 在

該藥品核准日後的 5 年內，FDA 不能夠受理任何引據其安全性、有效性資料的

                                                 

95
 吳東哲、陳桂恒, supra note 27, at 22 

96
 行政法規 21 CFR 314.108(b)(2)，和作為母法的 21 U.S.C. § 355(c)(3)(E)(ii)、21 U.S.C. § 

355(j)(F)(ii)在用語上有所不同，指出如果所引據藥品為「新化學分子實體」 (New Chemical 

Entity, NCE)，則後續具有相同「活性部位」 (Active Moiety) 的藥物，就無法在該藥品核

准日後的 5 年內提出 505(b)(2)、ANDA 申請。換句話說，FDA 透過行政法規，將母法的

「有效成分」 (Active Ingredient) 解釋為「活性部位」 (Active Moiety)，限縮了要件，只

有較創新的藥品才能取得 NCE 專屬期，此解釋已被法院所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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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b)(2)、ANDA 申請案。簡單的說，透過延後 5 年 505(b)(2)、ANDA 的申請

時間，達到鼓勵 NCE 研發藥廠的效果，被稱為 NCE 專屬期。 

不過，如果 505(b)(2)、ANDA 申請者，依據 21 U.S.C. § 355(b)(2)(A)(iv)或

21 U.S.C. § 355(j)(2)(A)(vii)(IV)提出專利切結，主張所引據藥品的專利無效或不

侵權，則可以例外地在該藥品核准日後的 4 年後提出申請，是為後續 505(b)(2)、

ANDA 最早能向 FDA 提出申請的期限，也被稱為「5-1 年」97。 

進一步，如果該專利切結，在最後的一年內有後續的專利訴訟，則專利連結

制度中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 (30-month stay)，應被延長至所引據藥品核准日

的 7 年 6 個月 (即 5 年非專利專屬期+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 

第二目 新臨床試驗專屬期 (New Clinical Investigation/NCI 

Exclusivity) 

根據 21 U.S.C. § 355(c)(3)(E)(iii)、21 U.S.C. § 355(j)(F)(iii)之規定，如果藥

品的「有效成分」 (Active Ingredient 包含其鹽類或酯類) 已經被核准過，只要申

請案/補充案包含由申請人所進行/資助的新臨床試驗 (生體可用性試驗以外)，且

為取得核准所必要者，則 FDA 在該藥品核准日的 3 年內，不能夠讓任何引據其

安全性、有效性資料的 505(b)(2)、ANDA 申請案的上市核准生效98。 

「新化學分子實體專屬期」和「新臨床試驗專屬期」有根本上的差異，前者

所阻擋的是 FDA 對於後續 505(b)(2)、ANDA 申請案的受理；後者所阻擋的則是

                                                 

97
 應注意者，所謂之 5-1 年，並不代表專屬期的實質縮短，而是立法時評估 FDA 的上市前審

查至少需要一年的時間，故就效果來說，研發 NCE 的藥廠仍然能夠獨佔市場至少 5 年的

時間。 

98
 …the Secretary may not make the approval of an application submitted under this subsection 

for the conditions of approval of such drug in the subsection (b) application effective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re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the approval of the application under subsection (b) of 

this section for such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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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對後續 505(b)(2)、ANDA 申請案的核准。換句話說，在「新臨床試驗專屬

期」中，後續的 505(b)(2)、ANDA 能夠隨時提出申請，只是不能在 3 年內獲得

FDA 核准而已99。 

第二項 試驗免責與專利期間回復/延長 

HWA 所要解決的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法案制定前，美國 CAFC 作出的 Roche 

v. Bolar 案的判決100，認為學名藥廠在原廠藥專利期間屆滿以前，所進行的生體

相等性臨床試驗構成專利侵權。這將迫使 505(b)(2)、ANDA 選擇在專利期間屆

滿後，才能開始進行試驗，造成上市的拖延，也變相延長了原開發藥廠在專利屆

滿後的獨佔地位。 

第一款 試驗免責 (Safe Harbor) 

為了解決學名藥藥廠，無法在專利期屆滿前進行臨床試驗的問題，HWA 引

進了「試驗免責」 (Safe Harbor) ，或稱專利效力不及/安全港，讓 505(b)(2)、ANDA

申請人提早進行試驗，省下了冗長的試驗及 FDA 核准時間，理論上，若沒受到

其他專屬期影響，在原廠藥專利屆滿的隔天便能上市。 

HWA 修正了專利法專於侵權的規定，若行為以「發展、提交與 FD&C Act

合理相關 (Reasonably Related) 的資訊」為唯一目的，則不構成專利侵權101。法

                                                 

99
 Benjamin Burck , Preparing for Paragraph IV Patent Challenges (February 2011) 

http://thomsonreuters.com/business-unit/science/pdf/ls/newport_paragraphIV_webinar_slides.pd

f (last visited 2015.2.2) 

100
 Roche Products v. Bolar Pharmaceutical, 733 F.2d 858 (Fed. Cir. 1984) 

101
 35 U.S.C. § 271(e)(1) 

It shall not be an act of infringement to make, use, offer to sell, or sell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 patented invention (other than a new animal drug or veterinary 

biological product (as those terms are used in 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and the 

Act of March 4, 1913) which is primarily manufactured using recombinant DNA, recombinant 

RNA, hybridoma technology, or other processes involving site specific genetic manipulation 

techniques) solely for uses reasonab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submission of information 

http://thomsonreuters.com/business-unit/science/pdf/ls/newport_paragraphIV_webinar_slides.pdf
http://thomsonreuters.com/business-unit/science/pdf/ls/newport_paragraphIV_webinar_slid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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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近年擴張了試驗免責的範圍，甚至涵蓋到上市以後，為符合 FD&C Act 之備查

要求，所進行的品質控管方法102。 

第二款 專利期間回復/延長 (Patent Term Restoration/Extension) 

將審查期間所造成的延遲，回補到專利期間的規定，並非FD&C Act所獨有。

美國專利法 35 U.S.C. § 154 (b)，以及行政法規 37 C.F.R. §§ 1.702-1.703 中，就

規定了三類可以回復專利期間的態樣，一般被稱為「美國專利期限調整」 (Patent 

Term Adjustment, PTA)。包含 USPTO 因期限內不為特定行為，而造成的 A 型遲

延 (A Delays)
103；專利並未在申請日後 3年內核准公告的B型遲延 (B Delays)

104；

以及在衝突/衍生程序、涉及保密或複審，而造成的 C 型遲延 (C Delays)
105。 

FDA 藥品核准的期間也會產生類似問題，原開發藥廠在藥品審查期間，因

為無法取得上市核准，而難以使用專利獲利。為了達成鼓勵創新的目的，HWA

引進「專利期間回復/延長」(Patent Term Restoration/Extension)，讓符合新化學成

分定義的藥品 (New Active Ingredient)
106

 ，能夠取回從臨床試驗到藥品核准的一

半的期間107
 

108，最多不超過 5 年109、但自藥品核准日起不得超過 14 年110。專利

                                                                                                                        

under a Federal law which regulates the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drugs or veterinary 

biological products. 

102
 Momenta Pharmaceuticals v. Amphastar Pharma., 686 F.3d 1348 (Fed. Cir. 2012) 

103
 37 CFR § 1.702, 37 CFR § 1.703 

(a) Failure to take certain actions within specified time frames. 

104
 37 CFR § 1.702, 37 CFR § 1.703 

(b) Three-year pendency. 

105
 37 CFR § 1.702, 37 CFR § 1.703 

(c) Delays caused by interference and derivation proceedings. 

(d) Delays caused by secrecy order. 

(e) Delays caused by successful appellate review. 

106
 35 U.S.C. § 156(f)(2)，應該注意此處 USPTO 對於專利延長的 active ingredient 之解釋，乃

是取其通常文義 (plain meaning)； FDA 在 NCE 專屬期中，則將 active ingredient 解釋為

active moiety。雖都是在 HWA 中，但因分屬兩個不同部分，而有不同的解釋方式。美國聯

邦巡迴上訴法院(CAFC) 曾表示尊重主管機關基於法律授權，所產生的歧異解釋，見

Photocure ASA v. Kappos, 603 F.3d 1372 (Fed Cir 2010) 

107
 35 U.S.C. § 156(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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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回復的效力，限於該核准之藥品與專利間，兩者範圍重複的部分 (被藥品所

涵蓋的專利請求項)。 

專利期間回復，把因FD&C Act要求所造成的時間損失，以專利法加以回復，

需要 USPTO 和 FDA 的緊密協力，也因此雙方在 1987 年簽訂了備忘錄，由 FDA

幫助身為專利法主管機關的 USPTO，判斷專利延長的期間是否適當111。 

第三項 專利連結 

在 HWA 立法的過程中，原開發藥廠一方要求強化專利保護，在當時學名藥

廠談判力較弱的情況下，美國建立了專利連結，將專利侵權問題納入藥品准駁的

考量中，並設計了一套對於專利權人較有利的爭端解決程序。由於之前已介紹過

專利連結的內涵，本文不再贅述。 

第四項 小結 

1984 年的 HWA，在創造了一套極其複雜的遊戲規則，並在接下來的 31 年

衍生了很多爭議，原開發藥廠甚至與學名藥廠合作，濫用其中延遲核准的相關規

定。換句話說，專利連結一方面成就少數大藥廠的利益，另一方面卻大大增加了

FDA、法院及其他公眾部門的行政負擔，而這個現象，直到 2003 年修法後，才

獲得部份的改善。 

                                                                                                                        

108
 在立法時，究竟延遲的期間，要從 FDA 審查時算起，還是從第一次進行臨床試驗試算起，

曾經有很激烈的討論，不過此議題並非本文的範圍。 

109
 35 U.S.C. § 156(g)(6) 

110
 35 U.S.C. § 156(c)(3) 

111
 FDA, USPTO,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and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ee 52 Fed. Reg. 17830 (May 12, 1987),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AboutFDA/PartnershipsCollaborations/MemorandaofUnderstandingMOUs/

DomesticMOUs/ucm116372.htm (last visited 2015.6.18) 

http://www.fda.gov/AboutFDA/PartnershipsCollaborations/MemorandaofUnderstandingMOUs/DomesticMOUs/ucm116372.htm
http://www.fda.gov/AboutFDA/PartnershipsCollaborations/MemorandaofUnderstandingMOUs/DomesticMOUs/ucm116372.htm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3 

第四節 HWA 訂立後的發展 (1984~2003) 

1984~1988 年，是專利連結制度的混沌期，由於 FDA 專注於建立

505(b)(2)/ANDA 上市核准途徑、HWA 對專利連結的描述過於簡略，以及專利與

專屬其議題的先天複雜度等因素，FDA 並未制定行政法規。 

1989~1994 年，行政法規草案於 1989 年出爐，但由於專屬期的爭議性，遲

遲到 1994 年，才在修正後公告施行。這段期間，法院訴訟逐漸出現，行政機關

與法院間的對立也開始浮現。 

1994年，FDA在HWA制定的10年後，終於公布施行行政法規 21 C.F.R. § 314

的專利、專屬期部分規定。此時期的訴訟十分頻繁，有很大一部份是由 FDA 作

為被告。在接下來短短的 8 年內，法院在持續釐清行政規則的內容時，卻陸續曲

解了專利登錄要件、宣判 ANDA 之 180 天專屬期的適格要件與起算時點無效，

導致 FDA 無法在行政層面上控管專利連結，制度幾乎失控。2002 年，美國聯邦

貿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公布一份研究，指出 HWA 被濫

用 (abuse) 的面向，包含(1) 延後學名藥上市的逆向給付、(2) 在橘皮書不當登

錄無效或不符規定的專利、(3) 多次的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及 (4) 濫用 180

天市場專屬期112。 

為了回應 FTC 的報告，FDA 在 2003 年便率先以行政法規113，阻擋了部分的

濫用行為，詳述應登錄的專利類型，並一度限縮解釋通知要件，限制 30 個月自

動停止核准期只能在每個 505(b)(2)/ANDA 上市申請程序中，被啟動一次114。 

                                                 

112
 FTC , FTC Generic Drug Entry Prior to Patent Expiration (2002)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generic-drug-entry-prior-patent-expirati

on-ftc-study/genericdrugstudy_0.pdf (last visited 2015.1.30) 

113
 FDA, Applications for FDA Approval to Market a New Drug: Patent Submission and Listing 

Requirements and Application of 30-Month Stays on Approval of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s Certifying That a Patent Claiming a Drug Is Invalid or Will Not Be Infringed, 68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generic-drug-entry-prior-patent-expiration-ftc-study/genericdrugstudy_0.pdf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generic-drug-entry-prior-patent-expiration-ftc-study/genericdrugstudy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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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MMA 修正 (2003) 

2003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 Medicare 處方用藥改善及現代化法案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MMA)，在「獲取可負擔藥

品」 (Access To Affordable Pharmaceuticals) 的章節中，對專利連結做了一系列

修正，包含限縮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適格要件，加上了、給予學名藥廠主

動提起確認訴訟的權利、以反訴 (Counterclaim) 去除不當登錄橘皮書專利的權

利、要求藥廠間的專利訴訟和解契約要送交 FTC，以釐清是否有逆向給付的嫌疑、

增訂 180 天專屬期的失權事由等115。 

第六節 MMA 修正後的發展 (2003~2015) 

MMA 修正 FD&C Act 以後，或許有感於專利與專屬其議題的複雜性、敏感

性， FDA 並未因為 MMA 而馬上修正其行政法規 21 C.F.R. § 314，而是選擇以

母法 FD&C Act 作為法源控管至今。 

2015 年 2 月，MMA 的 12 年後，FDA 終於以落實 MMA 為目的，提出行政

法規 21 C.F.R. § 314 的修正草案，大幅度修正專利登錄、專利切結、通知等規定，

                                                                                                                        

Fed. Reg. 36676 (June 18,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03-06-18/pdf/03-15065.pdf (last visited 2015.6.18) 

114
 由於事後國會修法，505(b)(2)/ANDA 申請人，不需就延遲登錄的專利資訊通知原開發藥廠

的行政規定，在 2004 年被 FDA 撤回。 

FDA, Application of 30-Month Stays on Approval of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s and 

Certain New Drug Applications Containing a Certification That a Patent Claiming the Drug Is 

Invalid or Will Not Be Infringed; Technical Amendment, 69 Fed. Reg. 11309 (March 10,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04-03-10/pdf/04-5407.pdf (last visited 

2015.6.18) 

115
 Public Law 108 - 173 -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gpo.gov/fdsys/pkg/PLAW-108publ173/content-detail.html (last visited 2014.12.9)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03-06-18/pdf/03-15065.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04-03-10/pdf/04-5407.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PLAW-108publ173/content-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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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詳細敘述對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與 180 天專屬期的影響116，是 1994 年以來

最大的一次變革，可以預見美國將會有一番激烈的討論117，後續發展有待觀察。 

第七節 小結 

首先， 1984 年 HWA 的主要目的是引進 ANDA 與 Paper-NDA，以加速相似

/相同藥品的上市、競爭，達到節省行政資源、降低藥品價格，並解決學名藥廠

臨床試驗被認定為專利侵權的問題。由於 HWA 促進競爭、創造專利侵權例外的

措施，大大衝擊了原開發藥廠的既得利益，因此也同時引進了專利延長、非專利

專屬期，以及本研究要討論專利連結等措施，以換取原開發藥廠的支持，讓法案

不至於重蹈 1978 年的失敗。 

換句話說，專利連結是美國當時以原開發藥廠為主的背景下，才誕生的核准

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只是為了引進 ANDA 與 Paper-NDA 的交換條件，其解釋

與適用不應牴觸法案加速相似/相同藥品上是競爭的核心目的，也不適合原開發

藥廠/學名藥廠間，已經達成平衡狀態，甚至是以學名藥產業為主要導向的台灣。 

其次，專利連結的複雜與爭議程度太高，從修法 12 年的現在，行政法規仍

在修改中的狀態來看，專利連結這套制度明顯還不成熟。我國如果打算在這種模

糊不清、濫用頻繁的狀態下引進類似制度，無疑是很大的挑戰，事前的研究與配

套的制定絕對不能省，以免落得像美國般，直到施行 31 年後還在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的下場。  

                                                 

116
 FDA 在 2015 年，才第一次就專利連結部分規範，提出落實 2003 年 MMA 修法的行政法規

草案，但 180 天專屬期適格的相關規定，仍沒有包含在草案內。 

FDA, supra note 60. 

117
 FDA 甚至為此延長了評論期間，讓產業有時間就修正草案提交更多、更深入的意見。 

FDA,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s and 505(b)(2) Applications; Extension of Comment 

Period, 80 Fed. Reg. 22953 (April 24, 2015) , available at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15-04-24/pdf/2015-09523.pdf  (last visited 2015.6.18)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15-04-24/pdf/2015-095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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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國專利連結的規範與爭議 

第一節 辨識階段 

第一項 專利登錄 

第一款 概論 

專利登錄的目的，原本是希望藉由將登錄專利公開，減輕後續

505(b)(2)/ANDA 申請人的檢索負擔118，讓其得以針對特定專利進行迴避設計、

切結、做好訴訟準備，或決定是否投入資源進行開發。 

如之前所述， HWA 所建立的專利連結制度，第一個步驟就是要求原開發藥

廠登錄專利資訊，並由 FDA 將專利資訊公開，以每 30 天的頻率更新。當時橘皮

書的內容和更新頻率，正好符合這樣的 HWA 要求，因此被作為公開的平台。目

前，橘皮書成為了網路資料庫，並每日更新119。 

HWA 在 FD&C Act 中，強制要求原開發藥廠登錄專利，並有兩個要求：第

一，該專利必須涵蓋特定藥品 (Claim The Drug)；第二，專利必須能被合理的主

張，即專利有效且能控訴侵權者120。FDA 則會將上述資訊，在期限內公告藉橘

皮書公開。 

                                                 

118
 The Orange Book “provides notice to potential ANDA applicants of the patents which may 

protect the pioneer drug product, thus allowing them to provide the appropriate certification under 

[§ 355(j)(2)(A)(vii)] of the act.”  FDA, FDA Decision regarding Docket No. 94P–0144/CP1 at p. 

4 (1995) see also Abbott Labs. v. Zenith Labs., Inc., 934 F. Supp. 925, 936 (N.D. Ill. 1995) 

119
 FDA 在 2015 年的行政法規中，說明橘皮書已經很長一段時間都每日更新，並提議刪除 30

天更新一次的規定。見 FDA, supra note 60. 

120
 21 U.S.C. §§ 355 (b)(1)(G)、355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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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相關的規定，牽涉 2 次母法 FD&C Act 增修，3 次子法 21 C.F.R. § 314.53

增修。1984 國會以 HWA 引進專利連結制度後，FDA 在 1994 年制定行政法規；

2003 年，在法院判決和 FDA 嚴重分歧，FTC 又呼籲盡速以行政法規澄清的雙重

壓力下，FDA 第一次修正行政法規，將登錄要件規定的更加細緻，國會也在同

年以 MMA 修正 FD&C Act 新增反訴條款，終於建立了不當登錄救濟的請求權；

2015年，為了落實MMA的修法，並回應2012年最高法院在Caraco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Ltd. v. Forest Laboratories案中，對專利用途編號不當登錄的新看法，

FDA 再度提出行政法規修正草案。 

圖 4- 1 登錄相關法規的發展簡史 (作者自行整理) 

 

專利登錄的爭議，大致可以歸納為五種類型：第一，專利登錄的義務人與強

制性，原開發藥廠是否有義務將所有相關專利，包含他人所持有而未授權原開發

藥廠的專利，都登錄上橘皮書，其他專利權人如何自行登錄？第二，專利登錄適

1984 

• FD&C Act / Hatch-Waxman Amendments (21 U.S.C. 355) 

• 專利連結制度建立 

1989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Proposed rule (21 C.F.R. 314.53) 

• 登錄義務人、登錄適格要件、內容、時機、更正機制 

1994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Final rule (21 C.F.R. 314.53) 

• 登錄義務人、登錄適格要件、內容、時機、更正機制 

2002 

• FTC Report 

• 批評不當登錄狀況嚴重，要求FDA盡速澄清專利登錄適格要件 

2002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Proposed rule (21 C.F.R. 314.53) 

• 登錄適格要件修正 

2003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Final rule (21 C.F.R. 314.53) 

• 登錄適格要件修正 

2003 

• FD&C Act /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21 U.S.C. 355) 

• 增加反訴 條款 (去登錄)  

2015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Proposed rule (21 C.F.R. 314.53) 

• 登錄適格要件、內容、時機、更正機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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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要件，究竟那些專利應該被登錄到橘皮書？第三，登錄內容，登錄時應該揭露

那些專利資訊？第四，登錄時點，原開發藥廠何時才被允許進行登錄？第五，不

當登錄之更正，不當登錄 (Improper Listing) 發生，後續505(b)(2)/ANDA申請人，

應如何將專利從橘皮書上撤下？以下的章節將依序討論這些爭議。 

第二款 登錄義務人與強制性 

專利登錄在設計之初，賦予原開發藥廠看似嚴厲的揭露義務，督促原開發藥

廠確保專利資訊的正確性，避免後續 505(b)(2)/ANDA 在不知有專利存在的狀況

下，投入研發資源121。不過，因為 FDA 的被動腳色，強制性的要求已名存實亡。 

美國在法律規定的層次，意圖透過拒絕受理122、撤銷核准事由123，強制原開

發藥廠進行登錄124，而 FDA 很快便發現自己缺乏專利的專業與行政資源，無法

進行專利檢索，以審查登錄專利資訊的正確與否，因此透過宣示/切結的刑罰125，

讓原開發藥廠扛下確保橘皮書正確性的責任，並只有在原開發藥廠沒有登錄任何

專利時，才要求宣示/切結。 

                                                 

121
 FDA, supra note 34, at 50344。 

122
 21 U.S.C. § 355 (d)  

If the Secretary finds, after due notice to the applicant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 (c) of this 

section and giving him an opportunity for a hearing, in accordance with said subsection, that… 

(6) the application failed to contain the patent information prescribed by subsection (b) of this 

section…If, after such notice and opportunity for hearing, the Secretary finds that clauses (1) 

through (6) do not apply, he shall issue an order approving the application. 

123
 21 U.S.C. § 355 (e) 

The Secretary shall, after due notice and opportunity for hearing to the applicant, withdraw 

approval of an application with respect to any drug under this section if the Secretary finds…(4)  

the patent information prescribed by subsection (c) of this section was not filed within thirty days 

after the receipt of written notice from the Secretary specifying the failure to file such 

information…he shall issue an order refusing to approve the application. 

124
 21 U.S.C. §§ 355 (b)(1)(G)、355 (c)(2) 

125
 專利登錄表 Form 3542a (申請時使用) / Form 3542 (核准後使用)，在 6.1 欄以警語強調不實

陳述的刑責。Warning: A willfully and knowingly false statement is a criminal offense under 18 

U.S.C. 1001.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ReportsManualsForms/Forms/UCM048352.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ReportsManualsForms/Forms/UCM048345.pdf (last 

visited 2015.7.23)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ReportsManualsForms/Forms/UCM048352.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ReportsManualsForms/Forms/UCM04834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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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律規定勢必要搭配執法，才能夠落實，而這正是美國缺乏的部分。在行

政法規還沒訂定的初期，FDA 原本扮演較積極的腳色，會主動拒絕專利的不當

登錄126，但隨著被藥廠控告的次數增多，FDA 遂以無專業、資源為由，不再審

查登錄專利，僅扮演單純行政 (purely ministerial) 的被動角色127，這樣的作法也

在 2002 年的 AaiPharma Inc. v. Thompson 案被 CAFC 所肯定。換句話說，FDA 沒

有在核准後強制原開發藥廠登錄專利的義務，也沒有必要審查專利登錄128。 

FDA 的被動角色確立後，很快便反應到實際的執法上，即使有不當登錄或

隱匿的情事， FDA 也從未依 28 U.S.C. §1746 的偽證 (unsworn declarations) 和

18 U.S.C. §1001 的不實陳設 (false statement) 課予刑罰或起訴原開發藥廠129。 

由上可知，專利登錄的強制性，在美國由於行政審查機制的缺乏、FDA 的

被動執法、法院支持 FDA 保持被動等多重因素下，早已經名存實亡。專利連結

將核辨識相關專利的機制，完全由利益衝突的原開發藥廠負責，橘皮書專利資訊

淪為「參考用」，505(b)(2)/ANDA 申請人仍然要重新進行專利檢索，早已喪失了

原本充分揭露的目的。 

第三款 登錄的適格要件 

                                                 

126
 Pfizer, Inc. v.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753 F.Supp. 171 (D.Md. 1990) 

127
 “The FDA points out that the whole point of the Act's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scheme is to let 

private parties sort out their respecti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rough patent infringement 

suits while the FDA focuses on its primary task of ensuring that drugs are safe and effective. This 

division of labor is appropriate because the FDA has no expertise in making patent law judgments. 

It seems unlikely, then, that Congress intended to require the FDA to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urged upon it by aaiPharma.” 

128
 AaiPharma Inc. v. Thompson, 296 F.3d 227 (Fed. Cir. 2002) 

129
 本文並未找到任何相關紀錄或判決，說明 FDA 曾以不實陳述起訴不當登錄者。其他文獻

也有類似狀況，見理律法律事務所，美國專利連結與橘皮書登錄制度研究，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研究計畫，頁 40 (2014.12.29), available at 

http://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511916312153.pdf (last visited 2015.6.18) 

http://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511916312153.pdf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0 

專利登錄之所以訂有適格要件，是希望將專利連結賦予原開發藥廠的 30 個

月自動停止核准期、擬制侵權等對專利權人明顯有利的程序，限定在較可能實際

影響後續 505(b)(2)/ANDA 申請人進入市場的專利。反過來說，那些先天上較容

易被迴避、相對難以阻擋後續 505(b)(2)/ANDA 申請人的專利，便不是專利連結

制度應該納入的標的130,131。 

美國對登錄專利有兩個原則性要求：第一，與藥品間須有一定程度的關聯，

原則上專利所保護的標的，必須實際使用在原廠藥中132；第二，必須有效而得實

際主張侵權，才能進行登錄133。在細節執行上，行政法規進一步明定三種可以登

錄的專利種類 (有效成分、藥品、使用方法)，以及不可登錄的專利種類 (製程、

包裝、代謝物、中間產物)
134。 

                                                 

130 本文搜尋了當初立法的文獻，但並未找到專利登錄適格要件的訂定理由，只從眾議院報

告 (House Report) 中得知法案前身在能源及商業委員會討論時，提出製造方法專利不應該

被登錄。“if a person not licensed by the owner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sale or use of the 

drug. patents which claim a method of manufacturing such drug are not required to be 

submitted.” See H. Rep. No. 98-857, pt. 1, at 32 (1984) 

 

本文認為製程專利不得登錄的理由，和引據的設計有關。505(b)(2)/ANDA 申請人所引據

者，係安全性與有效性的技術性資料，但不同藥廠的藥品，製程、所使用的機器、原料來

源都很難完全相同，因此包含製程在內的品質數據，本來就不應/不可能引據，侵權可能

性較低，也因此一開始就被排除在專利連結範圍外。 

131
 本文在立法目的方面，使用 2009 年 FTC 報告中的解釋。FTC, Emerging Health Care Issues: 

Follow-on Biologic Drug Competition,p.60 (2009),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reports/emerging-health-care-issues-follow-biologic-drug-competition-federa

l-trade-commission-report (last visited 2015.7.24) 

132
 HWA 的立法歷史顯示，國會並無意對「原開發藥廠選擇不給予美國公民的藥品」提供專

利連結的保護。“…There is nothing in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to indicate that Congress intended to 

provide that protection as to a product Pfizer has chosen not to make available to the American 

public.” Pfizer, Inc. v.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753 F.Supp. 171 (D.Md. 1990) 

133
 21 U.S.C. §§ 355 (b)(1)(G)、355 (c)(2) (1984) 

1984 年，HWA 在 FD&C Act 中，規定專利登錄適格要件的兩階段檢驗：第一，專利必須主

張申請人所提出申請之藥 (claims the drug for which the applicant submitted the application)，

或該藥之使用方法；第二，如果有人未獲專利權人授權，即進行製造、使用、販賣藥的行

為，專利侵權可以被合理的主張者 (with respect to which a claim of patent infringement could 

reasonably be asserted)。前者指登錄專利與核准藥品間應有關聯性；後者則指專利須有效、

可執行。 

134
 21 C.F.R. § 314.53(b)  

https://www.ftc.gov/reports/emerging-health-care-issues-follow-biologic-drug-competition-federal-trade-commission-report
https://www.ftc.gov/reports/emerging-health-care-issues-follow-biologic-drug-competition-federal-trade-commission-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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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 FDA、FTC、法院三者間，其實在 1996~2002 年間曾經有一段激烈

的對立，尤其是針對明明沒有被使用於藥品中，僅是和藥品有效成分十分近似的

多形體專利，但最後以 FDA、FTC 對法院的妥協收場，在原開發藥廠切結該多

形體與藥品間，可證明生體相等性試驗的情況下，有條件的開放登錄135。 

另外， 2003 年修法時，使用方法專利的登錄從原本以專利為單位 

(Patent-by-patent) 的登錄模式，轉變為以請求項為單位 (Cliam-by-claim)。這些

原開發藥廠提出的辨識資訊，被稱為專利用途編號 (use code)，FDA 會以這些資

訊為基礎，判斷後續 505(b)(2)/ANDA 申請人是否需要進行 Paragraph IV 專利切

結，或直接以 section viii 聲明免除專利連結程序。 

  

                                                 

135
 1996~2002 年間，紐澤西州聯邦地方法院在 Zenith Laboratories, Inc. v. Abbott Laboratories, 

Inc 案、Ben Venue Laboratories, Inc. v. Novartis Pharmaceutical Corp.案幾個判決，出於對藥品

的不了解，法院多次允許多形體專利進行登錄，和 FDA 的見解嚴重對立。Zenith Laboratories, 

Inc. v. Abbott Laboratories, Inc., 1996 WL 33344963 (D.N.J. 1996)；Ben Venue Laboratories, Inc. 

v. Novartis Pharmaceutical Corp., 10 F. Supp.2d 446 (D.N.J. 1998)  

 

FTC 在 2002 年以公民請願 (Citizen Petition)、公布研究報告的方式，兩次指出專利連結的

缺陷，並對多形體專利登錄持反對態度，請求 FDA 盡快澄清不可登錄的專利種類，以方便

FTC 以競爭法解決不當登錄的問題。FTC, Generic Drug Entry Prior to Patent Expiration: An 

FTC Study, p.A-41 (2002),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generic-drug-entry-prior-patent-expiratio

n-ftc-study/genericdrugstudy_0.pdf (last visited 2015.6.18) 

 

同年，FDA 提出行政法規修正草案，呼應 FTC 的見解，認為登錄專利所主張者，必須實際

使用所核准藥品上，並明確反對 Zenith Laboratories, Inc. v. Abbott Laboratories, Inc 案和 Ben 

Venue Laboratories, Inc. v. Novartis Pharmaceutical Corp.案的解釋 。但就在這節骨眼上，聯

邦上訴法院 CAFC 也同時在 Andrx Pharmaceuticals, Inc. v. Biovail Corp.案中，肯認了之前兩

案的見解 。2003 年，FDA 修正了行政法規並作出妥協，在藥品有效成分專利部分，單獨

開放了多形體專利 (Polymorph Patent)，只要切結擁有療效相等性試驗資料，就可以進行登

錄 ，在藥品專利、使用方法專利則維持原本的關聯性要求。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generic-drug-entry-prior-patent-expiration-ftc-study/genericdrugstudy_0.pdf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generic-drug-entry-prior-patent-expiration-ftc-study/genericdrugstudy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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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登錄的專利 不應登錄的專利 

 藥品有效成分專利(Drug 

Substance Patents)
 136

 

 藥品專利 (Drug Product 

Patents) ，包含配方 

(Formulation) 或組成 

(Composition) 

 使用方法專利 (Method of Use 

Patents)，必須附帶專利用途編號 

 製程專利 (Process patents) 

 代謝物專利 (Metabolite Patent) 

 中間產物專利 (Intermediates 

Patent) 

 包裝專利 (Package Patent) 

表 4- 1 登錄專利之種類 (作者自行整理) 

直到 2015 年，由於專利用途編號的不當登錄案例，在最高法院 Caraco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Ltd. v. Novo Nordisk 案出現137，FDA 再一次提出行政

法規修正草案，要求使用方法專利之辨識，僅限於核准的使用方法，不能擴張到

未核准的部分138，並強化了登錄義務人在行政更正機制中的責任，FDA 本身也

在是否允許 505(b)(2)/ANDA 之 section viii 聲明上，扮演較為主動的腳色，但整

體來說沒有實質改變。 

第四款 登錄內容 

                                                 

136
 翻譯參考 21 C.F.R. § 314.3 對 Drug substance 之定義。 

“Drug substance means an active ingredient that is intended to furnish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or 

other direct effect in the diagnosis, cure, mitigation, treatment, or prevention of disease or to 

affect the structure or any function of the human body, but does not include intermediates use in 

the synthesis of such ingredient.” 

137
 Caraco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Ltd. v. Novo Nordisk, 132 S.Ct. 1670 (2012) 

138
 Proposed 21 C.F.R. §§ 314.53(b) 

“…If the scope of the method-of-use claim(s) of the patent does not cover every use of the drug, 

the applicant must only identify the specific portion(s) of the indication or other condition of use 

claimed by the patent…”見 FDA, supra note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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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辨識應該登錄的專利後，要向 FDA 揭露多少內容，也是近年的爭議之一。

專利登錄內容的規定，有以下兩種功能：第一，幫助後續 505(b)(2)/ANDA 申請

人進行切結、通知，比方專利號碼、專利屆滿日、專利權人與原開發藥廠之聯絡

資訊等；第二，確保專利符合登錄適格要件，包含專利用途編號 (use code)、專

利種類，以及各種切結/宣示。 

HWA 在 FD&C Act 中，規定登錄應提供專利號碼與屆滿日139，且在其他條

文中，稱呼專利登錄的內容為「專利資訊」 (Patent Information)。FDA 在行政法

規上，進一步大幅擴充登錄內容，包含專利種類 (如：藥品有效成分、藥品或使

用方法專利)、專利權人姓名、授權收受通知者的姓名 (若該專利權人在美國非

本國居民也沒有營業所者)
140，以及各種切結與聲明141。這種擴張的解釋也在 2012

年的 Caraco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Ltd. v. Novo Nordisk 案受到最高法院支

持142。 

目前，由於上述專利資訊的增加，登錄內容膨脹成目前所使用的兩種專利登

錄宣示表 (Patent Declaration Form)，與 NDA 申請一併提出時，所使用的 Form 

FDA 3542a
143、後續修正時所提出的 Form FDA 3542

144。 

2015 年，FDA 對登錄內容的法規修正，則是以澄清為主。如：將專利再領

證前後視為一體、同時包含藥品有效成分、藥品或使用方法請求項的專利，原則

                                                 

139
 21 U.S.C. §§ 355 (b)(1)(G)、355 (c)(2) 

140
 21 C.F.R. § 314.53(c) (1994) 

141
 為了在沒有行政審查機制的情況下，確保專利登錄內容的正確性，於是增加了大量的宣示

/切結，包含該專利是否曾經登錄過、屆滿日是否有變動？專利主張之標的是否與核准藥品

有關連？是否有試驗資料證明多形體與藥品有效成分相同？是否為代謝物/中間產物/方法

界定產物專利？是否為使用方法專利？該使用方法對應的專利請求項為何？在沒有登錄的

情況下，是否確認沒有專利與藥品相關等。21 C.F.R. § 314.53(c) (2003) 

142
 Caraco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Ltd. v. Novo Nordisk, 132 S.Ct. 1670 (2012) 

143
 FDA, supra note 35, FORM FDA 3542a。 

144
 FDA, supra note 37, FORM FDA 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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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就其中一種請求項進行登錄即可，但只要包含使用方法請求項，仍應登錄專

利用途編號145。 

第五款 登錄時點 

美國專利登錄也設有限時登錄的規定，並搭配延遲的特殊效果，以維持橘皮

書資訊的即時性。 

HWA 在最初制定時，雖然規定了新藥申請時、專利公告後 30 日內登錄的期

限，但並未考量到登錄日如何認定，發生延遲將如何處理等細節。FDA 在這 30

多年來，以行政法規訂定了更詳細的規則，雖然沒有發生訴訟，但歷次的修正中，

登錄時點的規定確實有其複雜度，並在執行面佔用大量的資源。 

登錄時點主要的爭議，落在何時應該登錄專利、登錄日如何認定，以及發生

延遲將如何處理幾個問題上。雖然沒有相關判決，但對專利連結的整體運作十分

重要，甚至會影響後續 505(b)(2)/ANDA 申請的切結義務146、30 個月自動停止核

准期有無、是否能獲得 180 天專屬期等。 

1984 年，HWA 在 FD&C Act 中，規定原開發藥廠必須在新藥申請時，一併

申報所有符合規定專利的號碼與屆滿日，如果該專利是在 NDA 申請後、核准前

始公告，則 NDA 申請人必須修正其申請內容，以涵蓋新專利的公告號與屆滿日

                                                 

145
 FDA, supra note 60. 

146
 FDA 曾一度規定，若後續 505(b)(2)/ANDA 申請人已提出 Pragraph IV 切結，而原開發藥廠

事後登錄新專利，則 505(b)(2)/ANDA 申請人仍須切結，但不需要再進行通知，也沒有 30 個

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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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另外，如果 NDA 申請時，因尚未取得專利權而沒有進行登錄，則應於專利

核准後 30 天內登錄之148。 

1994 年，FDA 制定行政法規，進一步規定所述的登錄時點應該有四種：(1) 

於NDA申請時登錄、(2) 於申請後/核准前時，應以提出NDA的修正 (amendment) 

的方式，進行專利登錄、(3) 於核准後變更所核准藥品時，而有登錄必要時，應

以提出 NDA 的更正 (supplement) 的方式，進行專利登錄，以及 (4) 於核准以

後，因專利狀態改變 (新專利公告、既有專利經延長)，而單獨而提出登錄申請

時。登錄日之認定，以送達 FDA 下的藥品評估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CDER) 中央檔案室 (Central Document Room) 之日為

準149。FDA 說明，核准後因專利狀態改變，而單獨而提出登錄申請時，如果超

過了母法公告後 30 日內登錄的規定，FDA 仍會受理登錄，但不會要求登錄日前

已提出 505(b)(2)/ANDA 申請的藥廠，進行專利切結150。 

2015 年，由於 FDA 漸漸發現登錄時點的問題，於是在行政法規的修正草案

中，提議進行兩大變革：第一，核准後變更藥品，即須進行登錄的規定，大大增

加了行政負擔，未來只有會導致橘皮書新增項目的重大變更，才有必要每次重新

填寫登錄宣示表，包含劑型、使用途徑、劑量，或由處方藥轉為非處方藥 (Over 

The Counter, OTC)
151

 ，至於其他不影響橘皮書項目的非重大變更，則只有在更

正後，原登錄專利與核准藥品間的關聯性有欠缺或改變，才需要重新繳交專利資

訊152；第二，原開發藥廠在登錄專利時，會同時將申請文件寄往 FDA 下負責藥

品審查的 CDER，以及負責橘皮書登錄資料更新的學名藥辦公室  (Office of 

                                                 

147
 21 U.S.C. § 355 (b)(1)(G) 

148
 21 U.S.C. § 355 (c)(2) 

149
 21 C.F.R. § 314.53(d) (1994) 

150
 FDA, supra note 34, at 50344。 

151
 Proposed 21 C.F.R. §§ 314.53(d)(2)(i) 

152
 Proposed 21 C.F.R. §§ 314.53(d)(2)(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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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ic Drugs, OGD) 造成法定登錄日，比實際橘皮書的登錄日期要晚的情況，

未來 3545a 以送到 CDER、3542 則以送到 OGD，之日為登錄日153；第三，鑒於

2012 年的 Caraco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Ltd. v. Novo Nordisk 案中，原開發

藥廠自由變更專利用途編號易造成濫用，專利用途編號之修正，應在仿單變更、

專利領證的 30 日內為之154,155。 

第六款 不當登錄之更正 

第一目 MMA 修法前 (1984~2003) 

大多專利連結的濫用，都源自於不當橘皮書登錄，以及更正機制的被動與無

力，堪稱是專利連結中最為核心，也最嚴重的問題。 

所謂的不當登錄 (improper listing)，指不符合法規要求專利登錄，態樣有很

多，包含登錄不應登錄的專利156、就應登錄的專利提供不實的資訊157、在不當的

時機刪除/修正登錄專利158。由於專利連結的制度設計，不當登錄專利可以強迫

後續 505(b)(2)/ANDA 申請人進行切結、通知，也能啟動主管機關的 30 個月自動

停止核准期，達到排除競爭的效果，如果缺乏更正機制，將導致合法的類新藥、

學名藥延遲進入市場，大幅增加健保、國人的醫療支出，也有不公平競爭的疑慮，

而這恰巧就是美國目前的狀況。 

                                                 

153
 Proposed 21 C.F.R. §§ 314.53(d)(5) 

154
 Proposed 21 C.F.R. §§ 314.53(d)(3) 

155
 FDA, supra note 60. 

156
 比如專利已屆滿/被法院宣判無效、專利與核准藥品間關聯性不符合適格要件 (未核准劑型、

組成、使用方法)、專利為不得登錄之類型 (中間產物、代謝物、製程、包裝)等。 

157
 比如專利號碼/屆滿日不實、專利權人或代理者的連絡資訊不實 (與專利連結中之通知有

關)、專利用途編號與專利申請範圍/藥品核准之使用方法不符等。 

158
 比如學名藥廠依專利連結之規定，提出 Paragraph IV 專利切結，取得 180 天專屬期適格後，

原開發藥廠將登錄專利從橘皮書撤下，意圖使學名藥喪失其 180 天專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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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HWA 在 FD&C Act 中，只就專利登錄的強制性、義務人、適格要

件、內容和公開有所規定，但更正機制卻付之闕如。這可能是因為當時立法者預

期身為主管機關的 FDA，會以行政處分受理/拒絕專利登錄所致，至少在最初的

幾年，FDA 確實曾拒絕過原開發藥廠的不當登錄，並獲得法院支持159。 

自 1989 年的行政法規草案開始，FDA 在不當登錄的問題上，改扮演被動的

腳色，不主動修正/刪除不當登錄的專利資訊。FDA 解釋，在欠缺專利相關的行

政資源與專業下，主管機關不會涉入專利資訊是否完整、正確或與藥品相關的問

題，當事人應該循專利法尋求民事救濟160。 

1994 年公告的行政法規中，建立一套十分被動、無力的行政更正機制，分

為以下步驟：(1) 認為該專利的準確性、相關性有爭議之利害關係人，以書面敘

明理由，送交 FDA 負責單位 (CDER)、(2) FDA 會將該理由，轉交給登錄專利資

訊的原開發藥廠，要求確認資訊的正確性。這套機制並沒有強制性，在原開發藥

廠不願意撤回或更正其專利登錄，FDA 也不會主動更正，利害關係人只能試圖

向法院控告原開發藥廠，尋求救濟。 

但諷刺的是，在 1994~2002 年這段期間，僅有 1997 年的 Abbott Lab. v. 

Novopharm Ltd.案161、2002 年的 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v. Thompson 案162，

                                                 

159
 Pfizer, Inc. v.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753 F.Supp. 171 (D.Md. 1990) 

160
 FDA, supra note 56, at 28910。 

161
 Abbott Lab. v. Novopharm Ltd., 104 F.3d 1305 (Fed. Cir. 1997) 

學名藥廠在專利訴訟中使用「反訴」 (counterclaim)，被動尋求救濟成功的經典案例，是目

前救濟方式的兩種態樣之一，後來被 2003 年 MMA 採為法定的救濟方式。 

162
 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v. Thompson, 268 F.3d 1323 (Fed. Cir. 2001)  

法院以固有管轄權命令原開發藥廠進行去登錄，是目前救濟方式的兩種態樣之一，目前僅

有兩個案例。在本案中，CAFC 認為該訴訟所尋求者，既然是橘皮書專利的去登錄，仍應

視為依據 FD&C Act 提起訴訟，不能藉由專利法的名義，逃脫 21 U.S.C. §337(a) 的限制 。

既然 FD&C Act 明文規定，並未提供任何私人「請求權基礎」 (private right of action)，Mylan

就無權向原開發藥廠提起確認訴訟 ，CAFC 於是將案件發回地院，這個判決也因最高法院

拒絕調閱 (certiorari) 而確定。 

 

另一方面，法院仍以對專利訴訟固有的裁量權為由，命令登錄義務人刪除/更正橘皮書登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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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以反訴、確認訴訟獲得救濟,，其他無論 505(b)(2)/ANDA 申請人是依據專利

法還是 FD&C Act，法院多以無請求權為由而駁回163。2002 年 AaiPharma Inc. v. 

Thompson 案164，更是將以行政程序法更正不當登錄專利資訊的可能性，也一併

扼殺。 

2001~2002 年，在缺乏行政審查、主管機關不起訴不實陳述、法院不受理去

登錄案件的多重因素下，專利不當登錄的濫用達到顛峰，吸引了國會與 FTC 的

注意力。國會積極研擬修法165，FTC 則開始以競爭法起訴濫用制度的原開發藥廠，

成為當時解決不當登錄問題唯一具強制力的手段166，並在 2002 年以公民請願，

                                                                                                                        

這個見解成為 2003 年以後，505(b)(2)/ANDA 申請人，主動進行去登錄訴訟的一絲曙光。“we 

held that, as part of its inherent power to give effect to a judgment, a court may order the 

delisting of a patent in the context of a properly filed patent infringement suit.” 

163
 Andrx Pharmaceuticals, Inc. v. Biovail Corp., 276 F.3d 1368 (Fed. Cir. 2002) 

引據剛出爐的 Mylan 案，認為在 FD&C Act 未給予任何私人請求權的規定下，學名藥廠不

能依 FD&C Act 提起確認訴訟或禁制令，以尋求專利的去登錄。二審法院肯定這樣的解讀，

但特別提醒學名藥廠，可以依照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APA)，對 FDA

不依法核准 ANDA 的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甚至在一個引註中，意有所指地暗示 FDA 拒絕

更正專利資訊，可能有違法的嫌疑。 

164
 AaiPharma Inc. v. Thompson, 296 F.3d 227 (Fed. Cir. 2002) 

專利權人的 AaiPharma，依照行政程序法，向 FDA 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以暫時禁制令

強制 FDA 維護橘皮書的正確性，出面要求原開發藥廠 Eli Lilly 進行橘皮書登錄。法院贊同

FDA 的解釋，認為在法律僅要求 FDA 扮演單純行政 (purely ministerial) 的被動角色，不

用積極確保橘皮書內所登錄專利的正確性，只需確認專利資訊有無被提出，以及有無作出

適當宣示即可。 

165
 當時正由美國國會討論的「促進取得可負擔藥品法案」(Greater Access To Affordable 

Pharmaceuticals Act)，即後來 2003 年 MMA 的前身，但內容差異頗大，允許學名藥廠主動

提起確認訴訟，更正不當登錄的專利資訊。當時該法案提議：如果研發型藥廠的專利，在

學名藥廠提出 ANDA 後，於橘皮書上登錄滿 1 年者，學名藥廠即得例外的直接提起確認訴

訟，爭執專利與核准藥品間的關聯性問題。See  

Greater Access to Affordable Phar-maceuticals Act of 2001, S. Res. 812, 107th Cong. (2001), 

available at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08/hr2491 (last visited 2015.8.30) 

166
 “We are encouraged to learn that there does appear to be at least one mechanism for enforcing an 

NDA holder's obligation not to list patents that do not claim its approved drug. Generic drug 

manufacturers, state agencies, and consumer groups have begun to bring antitrust suits against 

NDA holders who seek to use improper Orange Book listings to extend their monopoly power.“ 

AaiPharma Inc. v. Thompson, 296 F.3d 227 (Fed. Cir. 2002). See In re Buspirone Patent 

Litigation, 185 F.Supp.2d 363 (S.D.N.Y.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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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FDA 立即澄清、處理不當登錄問題，並同時公布一份研究報告，詳述專利

制度遭濫用所造成的藥品核准延遲167。 

  

                                                 

167
 FTC, supra note 135, Generic Drug Entry Prior to Patent Expiration: An FTC Study。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0 

 控告對象 

FDA 

登錄義務人  

(即 505(b)(1)/505(b)(2)持有人) 

依

據

法

源 

FD&C Act 法律明文規定須由國家行

使，並未賦予任何私人請求

權。(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v. Thompson 案、Andrx

案) 

法律明文規定須由國家行

使，並未賦予任何私人請求

權。 (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v. Thompson 案、Andrx 案) 

專利法 視同依據 FD&C Act，無請

求權(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v. Thompson 案) 

視同依據 FD&C Act，無請求

權 。 但 可 能 以 反 訴 

(counterclaim) 主張，或期待法

院以固有裁量權處理。(Abbott 

Lab. v. Novopharm Ltd.案、

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v. 

Thompson 案) 

行政程序法 有請求權，但因為 FDA 並不

實質審查專利登錄的做法，

並未違反法律所賦予的義

務，故可能敗訴。(AaiPharma 

Inc. v. Thompson 案) 

登錄義務人並非行政法的範

疇，無請求權。 

表 4- 2 2003 年以前，對不當登錄的救濟途徑比較168
 

第二目 MMA 修法後 (2003~2015)  

                                                 

168
 吳東哲、陳桂恒, supra note 27, at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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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在 FDA 修正專利登錄要件、內容，以及通知相關推定後，國會也

以 MMA 修正 FD&C Act，新增「反訴條款」 (Counterclaim Provision)，規定

505(b)(2)/ANDA申請人，可在原開發藥廠以橘皮書專利的提出專利侵權訴訟中，

提出反訴，請求法院以命令原開發藥廠更正/刪除錯誤專利資訊169。由於反訴條

款的規定十分模糊，不得主動提起確認訴訟，也不得請求損害賠償，使用率非常

低落，直到 2012 年才出現第一個案例170，至今成功救濟的案例也僅有兩例171。 

2015 年，FDA 提出行政法規修正草案，提議改進更正機制，包含：(1) 利

害關係人提出更正時，原開發藥廠於 30日內確認並提供充足資訊，否則後續 FDA

                                                 

169
 21 U.S.C. § 355 (c)(3)(D)(ii) 、21 U.S.C. § 355 (j)(5)(C)(ii)  

(ii)  Counterclaim to infringement action.—  

(I)  In general.—  If an owner of the patent or the holder of the approved application under 

subsection (b) of this section for the drug that is claimed by the patent or a use of which is 

claimed by the patent brings a patent infringement action against the applicant, the applicant may 

assert a counterclaim seeking an order requiring the holder to correct or delete the patent 

information submitted by the holder under subsection (b) of this section or this subsection on the 

ground that the patent does not claim either— 

 (aa) the drug for which the application was approved; or   

 (bb) an approved method of using the drug.   

(II)  No independent cause of action.—  Subclause (I) does not authorize the assertion of a 

claim described in subclause (I) in any civil action or proceeding other than a counterclaim 

described in subclause (I). 

(iii)  No damages.—  An applicant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damages in a civil action under 

clause (i) or a counterclaim under clause (ii). 

170
 Caraco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Ltd. v. Novo Nordisk, 132 S.Ct. 1670 (2012) 

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對 2003 年新增的反訴條款，做出很詳細的解釋。第一，在適用時機方

面，反訴條款只要在專利不當登錄，並未主張藥品的某一特別面向時 (有效成分、劑型、

使用方法等)，就有適用；第二，在手段方面，反訴條款所允許的去登錄方式，除了刪除 (delete) 

以外，也包含更正 (correct)；第三，在範圍方面，反訴條款中能夠刪除/更正的專利資訊，

並不限於專利號碼與屆滿日，而包含專利用途編號 (use code) 在內的其他相關資訊。 

 

Sotomator 法官在協同意見書中，點出 Caraco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Ltd. v. Novo 

Nordisk 案無法完全解決不當登錄的救濟問題：首先，反訴條款是被動的，505(b)(2)/ANDA

申請者必須等待原開發藥廠提起專利訴訟，再經過冗長、昂貴的訴訟後，才能夠刪除/修正

橘皮書專利資訊；其次，在原開發藥廠不提起訴訟的情況下，第一個 505(b)(2)/ANDA 申請

者沒有機會進行挑戰，橘皮書專利仍然能夠繼續阻擋下一個 505(b)(2)/ANDA 申請者。

Sotomator 法官解釋，其根本的問題還是在 FDA 對於專利用途編號模糊所導致，若 FDA 不

加以釐清，將會有更多的訴訟發生。 

171
 Avanir Pharmaceuticals Inc. v. Impax Laboratories Inc. Case No. 1:12-cv-01298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fdalawblog.net/NUEDEXTA%20-%20D%20Del%20Ct%20Order%20re%20Patent%

20Delisting%208-20-14.pdf (last visited 2015.7.28) 

http://www.fdalawblog.net/NUEDEXTA%20-%20D%20Del%20Ct%20Order%20re%20Patent%20Delisting%208-20-14.pdf
http://www.fdalawblog.net/NUEDEXTA%20-%20D%20Del%20Ct%20Order%20re%20Patent%20Delisting%208-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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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Section viii 的判斷，將傾向 505(b)(2)/ANDA 申請人一方；(2) 原開發藥廠應

於特定事由發生後，限期通知 FDA，並提出更正專利資訊的申請172。 

第七款 小結 

專利登錄是專利連結的第一個步驟，也是美國制度被濫用的核心原因，如果

我國打算引進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並在其中納入專利登錄的機制。應該要

設法解決美國嚴重的制度缺失，防止不當登錄的發生，並設計有效的救濟途徑。 

第一目 登錄之強制性已名存實亡，實際上也無必要 

專利登錄按理說有強制性，義務人為原開發藥廠，如果不進行登錄，可能會

造成新藥申請不受理，甚至上市核准的撤銷。但由於身為主管機關的 FDA 並未

建立專利登錄的審查制度，從未執行該規定的結果，導致強制性名存實亡，橘皮

書專利資訊的完整度及正確性也大幅下降，充滿了不當登錄，也不會揭露原開發

藥廠的所有相關專利。 

不過，其實打從一開始，就沒有必要期待橘皮書揭露專利資訊的功能，橘皮

書真正的目的，在於辨識接下來要以制度強化的專利，原開發藥廠在先天上便有

登錄的動機。就算原開發藥廠決定不登錄專利，上市後再依一般訴訟程序，主張

專利侵權，其實也沒有可責性。 

在藥品審查中考量專利問題，本來就有其極限，專利連結在先天設計上，本

來就無法解決所有專利爭議，大可不必強制原開發藥廠揭露專利資訊。 

第二目 登錄適格要件不合理，並如同虛設 

                                                 

172當專利被法院宣判無效的 14 日內，取得延長證明之 30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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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登錄的適格要件，要求有二：專利與藥品間具有關聯性、專利有效而得

合理主張侵權。由於早年法院的誤解，導致多形體專利明明並未涵蓋藥品，卻可

以登錄的橘皮書上，本研究同意 FDA 之見解，認為此乃屬不正確的立法。 

不過，由於 FDA 並未針對登錄的適格性，建立審查制度，加上事後更正/

救濟機制效能不彰，只被動的依賴專利宣示表上的切結條款、原開發藥廠的自制，

以及 FDA 的口頭勸導，適格要件的規定如同虛設。 

第三目 登錄內容有擴張、詳細化之趨勢 

在登錄內容方面，FDA 為了使制度順利運作，在法律規定的專利號碼、屆

滿日以外，另外以行政法規建立 Form 3542 專利宣示表，要求專利權人姓名、聯

絡資訊、專利種類、專利用途編號等資訊，並搭配大量的切結條款與不當陳述刑

責，以嚇阻不當登錄的發生。 

但從結果論，這種被動的控管仍比不上審查制度，且 FDA 也並未積極以不

當陳述起訴濫用者，僅 FTC 曾經以不公平競爭處理。 

第四目 登錄時點和藥品變更時點掛勾，並處罰遲延 

在登錄時點方面，除了法律原本規定的兩種態樣：申請時登錄既有專利、取

得新專利時 30 天內登錄，FDA 也在行政法規中，加入了申請變更藥品時的登錄

時點，並於 2015 年提議修正，以平衡實務需求與行政負擔。 

FDA 對於延遲核准的處理，並未採用撤銷上市核准、不受理登錄的作法，

而是採用相對和緩的方式，仍允許專利登錄，但對後續才提出附帶 Paragraph IV

的 505(b)(2)/ANDA 有效。關於登錄日的認定。另外，2015 年草案，提議限縮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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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途編號的修改時機，須在仿單變更、專利領證的 30 日內為之，以減少不當

登錄的發生。 

第五目 美國不當登錄的更正/救濟機制失靈 

不當登錄的更正，是美國專利連結制度中，至今未解的難題。在 FD&C Act

沒想詳細規定的情況下，美國 FDA 採取了被動的更正機制，只協助原開發藥廠

與後續 505(b)(2)/ANDA 申請人聯絡，而不主動審查、修正登錄的專利資訊，交

由兩造自行找法院解決，導致訴訟以前，根本沒有修正專利資訊的辦法。 

法院在2003年以前，動輒以無請求權為由判決 505(b)(2)/ANDA申請人敗訴，

難以解決問題；2003 年以後，MMA 新增的反訴條款給予有限請求權，但限制過

嚴、救濟時間太晚的結果，至今也只有 2 個成功案例，成效不彰。 

如果我國希望以登錄制度，辨識相關的藥品專利，一定要設計出能讓利害關

係人早期挑戰不當登錄的制度，並給予主動、獨立的請求權，才不會步上美國的

後塵，讓專利連結的後續程序，對產業造成不當、過度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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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專利切結 

第一款 概論 

專利連結程序的第二個步驟就是專利切結。引據原開發藥廠試驗資料的

505(b)(2)/ANDA 申請人，而未獲得引用/使用試驗資料授權者，應就每個涵蓋藥

品或使用方法之專利，提供專利切結 (Patent Certification)，或 section viii 聲明 

(section viii statement)
173。 

在母法於 1984 年以 HWA 增修 FD&C Act，引進專利連結，再由 FDA 於 1994

年制定行政法規以後，切結相關規定一直沒有變動。直到 2015 年，為了釐清關

於專利用途編號的規定，並將申請後的 505(b)(2)/ANDA 的藥品變更，納入專利

連結的規定下，FDA 第一次在行政法規修正草案中，提議大幅修正涉及專利切

結的相關規定。 

                                                 

173
 21 U.S.C. §§ 355(b)(2) (355(j)(2)(A)用語相同) 

(2) An application submitted under paragraph (1) for a drug for which the investigations described 

in clause (A) of such paragraph and relied upon by the applicant for approval of the application 

were not conducted by or for the applicant and for which the applicant has not obtained a right of 

reference or use from the person by or for whom the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shall also 

include—   

 

(A) a certification, in the opinion of the applicant and to the best of his knowledge, with respect to 

each patent which claims the drug for which such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or which claims 

a use for such drug for which the applicant is seeking approval under this subsection and for 

which information is required to be filed under paragraph (1) or subsection (c) of this section—  

 (i) that such patent information has not been filed,  

 (ii) that such patent has expired,   

 (iii) of the date on which such patent will expire, or   

 (iv) that such patent is invalid or will not be infringed by the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the 

new drug for which the application is submitted; and   

 

 (B) if with respect to the drug for which investigations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A) were 

conducted information was filed under paragraph (1) or subsection (c) of this section for a method 

of use patent which does not claim a use for which the applicant is seeking approval under this 

subsection, a statement that the method of use patent does not claim such a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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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切結相關法規的發展簡史 (作者自行整理) 

 

根據美國 30 多年來的實施，專利切結之爭議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類型：第一，

切結的種類、內容與效果，不同切結類型的效果差異何在，目前制度又是否有其

他選擇；第二，延遲登錄專利資訊的切結，對於延遲登錄的專利資訊，是否還有

切結的必要；第三，切結時點，在和麼情況下要進行切結，在提出 505(b)(2)/ANDA

申請並進行切結以後，若核准前/後有藥品變更，是否需要變更切結的內容，其

效果為何，又如何影響 30 個月自動停止期的啟動、180 天專屬期之取得？第四，

在甚麼情況下，應該要進行切結變更？以下的章節將依序討論這些爭議。 

第二款 切結的種類、內容與效果 

切結的功用，在於辨識可能侵權者。理想的切結制度，應該提供所有後續申

請人清楚而細緻的切結選擇，在申請人切結以後，應該能明確區別出有高度侵犯

專利可能的 505(b)(2)/ANDA 申請人，並將其納入專利爭端解決程序之中，侵權

可能性較低者則應予以排除，以免造成行政、訴訟資源浪費的同時，又影響藥品

的價格競爭與國民健康。 

1984 

• FD&C Act / Hatch-Waxman Amendments (21 U.S.C. 355) 

• 專利連結制度建立 

1989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Proposed rule (21 C.F.R. 314.50/314.94) 

• 切結義務人、內容、時機、變更 

1994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Final rule (21 C.F.R. 314.50/314.94) 

• 切結義務人、內容、時機、變更 

2015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Proposed rule (21 C.F.R. 314.50/314.94) 

• 提議修正切結時點、變更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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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C Act
174 與行政法規 175 都規定，引據原開發藥廠試驗資料的

505(b)(2)/ANDA 申請人，而未獲得引用/使用試驗資料授權者，應就每個涵蓋藥

品或使用方法之專利，提供專利切結或 section viii 聲明176。 

i. 沒有專利登錄 

ii. 所登錄專利之期間已屆滿 

iii. 所登錄專利之專利權期間屆滿以前，不會上市 

iv. 所登錄專利無效或沒有侵犯該專利權177
 

除了四種專利切結以外，若 505(b)(2)/ANDA 所申請核准的藥品使用方法，

並未被登錄專利所涵蓋時，得提供 section viii 聲明，直接取得上市核准178，但必

須要在仿單上除去專利所主張的使用方法179，不需要另外進行專利切結，當然也

不需要再進行專利連結的後續程序。此種專利連結的例外規定稱為 Section viii

聲明  (Section viii statement) 。由於只有使用方法 專利是逐項登錄 

(Claim-By-Claim)，並設有專利用途編號 (Use Code) 之規定，FDA 有能力進行

相關性判斷，故 Section viii 聲明僅限於使用方法專利才有適用，而不及於藥品有

效成分、藥品專利。 

                                                 

174
 21 U.S.C. § 355(b)(2)(A)、21 U.S.C. § 355(j)(2)(A)(vii)  

175
 21 C.F.R. §§314.50(i)(1)(i), 314.94(a)(12)(i)(A)，雖與母法用語稍有不同，但沒有實質差異。 

176
 若是沒有指定對照藥品，單純引用公開文獻減免安全性、有效性試驗資料，但仍有辦法提

出完整報告的 505(b)(2)申請 (Paper-NDA)，不需要進行專利切結。見 FDA, supra note 60, 

at6837。 

177
 在行政法規層面，規定大致和 FD&C Act 重合，但有一點最大的不同，是在 Paragraph IV

中納入了專利「無法主張」 (unenforceable) 的第三種狀況。這種差異十分重要，比方在專

利申請過程中，對負責審查的 USPTO 隱瞞先前技術、發明人資訊等。21 C.F.R. §§ 314.50(i), 

314.94(a)(12) (1994) (…That the patent is invalid, unenforceable, or will not be infringed by the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the drug product for which the application is submitted. The applicant 

shall entitle such a certification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178
 21 C.F.R. §§314.50(i)(1)(iii)(A),  314.94(a)(12)(iii)(A) 

179
 21 C.F.R. § 314.127(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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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如果 505(b)(2)/ANDA 申請人認為不僅是沒有專利被登錄，甚至是根

本沒有藥品有效成分、藥品、使用方法專利存在，行政法規也另外允許一種「無

相關專利」 (No Relevant Patent) 的切結180。 

綜上，包含四種專利切結、Section viii 聲明，以及「無相關專利」 (no relevant 

patent)，505(b)(2)/ANDA 申請人在申請上市許可時，對於橘皮書登錄專利可以有

6 種切結形式，且對核准日各有不同的效果。「無相關專利」切結、Section viii

聲明、Paragraph I 切結，以及 Paragraph II 切結，都是以核准函發放之日為核准

日，不被專利連結關於延遲核准的規定所影響181；Paragraph III 切結，FDA 則會

在該 505(b)(2)/ANDA 申請通過審查後，給予暫時核准 (Tentative Approval)
182，

並以專利屆滿日為核准之生效日183。 

  

                                                 

180
 21 C.F.R. §§314.50(i)(1)(ii), 314.94(a)(12)(i)(A) 

181
 21 C.F.R. §314.107(b)(1) 

182
 只有在 FDA 另外發放最後核准函 (final approval letter) 後，核准始生效力，可以理解為附

停止條件之行政處分。 21 C.F.R. §314.107(b)(3)(v) 

183
 21 C.F.R. §314.107(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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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種類 內容 效果 

「無相關專利」切結 沒有相關專利存在 以核准函發放之日為核准日 

Section viii 聲明 所申請核准的藥品

使用方法，並未被登

錄專利所涵蓋 

以核准函發放之日為核准日 

Paragraph I 切結 沒有專利登錄 以核准函發放之日為核准日 

Paragraph II 切結 登錄專利之期間已

屆滿 

以核准函發放之日為核准日 

Paragraph III 切結 在登錄專利之專利

權期間屆滿前，不會

取得上市核准 

以專利屆滿日為核准日，但通

過審查後，給予暫時核准 

(Tentative Approval)。 

Paragraph IV 切結 登錄專利無效或沒

有侵犯該登錄專

利，或者該專利無法

主張 

(unenforceable) 

以核准函發放之日為核准日。 

若專利權人於接受通知後，45

天內提起訴訟，則於通過審查

後，給予暫時核准 (Tentative 

Approval)，並在 30 個月自動

停止核准期屆滿、宣判專利無

效/無法執行/未侵權之日，或

法院命令之日為核准之生效

日。 

表 4- 3 專利切結/聲明之種類與效果 (作者自行整理) 

應該注意的是，美國專利切結除了 Section viii 聲明以外，並未設計其他類似

的排除機制，讓明顯未侵犯藥品有效成分專利、藥品專利的 505(b)(2)/ANDA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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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迴避專利連結的後續程序，就算已經和專利權人間有授權契約，仍須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184,185。 

第三款 延遲登錄專利的切結 

如前一章節所述，若對照藥品的專利資訊發生延遲登錄，FDA 仍會受理登

錄，但不會要求登錄之前引據該對照藥品，且已經進行過專利切結的待核准

505(b)(2)/ANDA 申請人，再次進行專利切結。不過，上述的 505(b)(2)/ANDA 申

請人也能夠自發性地修正專利切結，以納入延遲登錄的專利資訊，並得隨時撤回

186。當然，登錄日後引據該對照藥品之 505(b)(2)/ANDA 申請人，仍然有專利切

結之切結的義務187。 

第四款 切結時點 

FD&C Act 中，僅規定 505(b)(2)/ANDA 申請人應該提供專利切結，卻沒有

說明在提出申請以後，是否需要因為申請內容的變更，而重新切結。1994 年制

訂的現行法規中，進一步規定若505(b)(2)/ANDA申請人得知專利切結不正確時，

                                                 

184
 21 C.F.R. § 314.50(i)(3),  

If a 505(b)(2) application is for a drug or method of using a drug claimed by a patent and the 

applicant has a licensing agreement with the patent owner, the applicant shall submit a 

certification under paragraph (i)(1)(i)(A)(4) of this section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as to 

that patent and a statement that it has been granted a patent license. If the patent owner consents 

to an immediate effective date upon approval of the 505(b)(2) application, the application shall 

contain a written statement from the patent owner that it has a licensing agreement with the 

applicant and that it consents to an immediate effective date. 

185
 21 C.F.R. § 314.94 (a)(12)(v) 

If the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is for a drug or method of using a drug claimed by a 

patent and the applicant has a licensing agreement with the patent owner, a certification under 

paragraph (a)(12)(i)(A)(4) of this section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as to that patent and a 

statement that it has been granted a patent license. 

186
 21 C.F.R. §§314.50(i)(6), 314.94(a)(12) (viii), 見 FDA, supra note 60, at6880。 

187值得一提的是，1994 年時，FDA 曾經考量的遲延登錄的其他處理方式，包含不受理該專利

登錄，或者依 21 U.S.C. §§ 355 (e)(4) 撤銷原開發藥廠的藥品核准，但 FDA 最後認為過於

嚴苛沒有採用。FDA, supra note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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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提出變更切結之申請188。這種設計可能存在漏洞，比方 ANDA 申請人先以

section viii 聲明迴避使用方法專利，再變更申請內容，增加新適應症。 

為了解決先切結再變更申請內容，繞過專利連結的問題，FDA 於是在 2015

年行政法規修正草案中，要求某些更動幅度較大的核准前的藥品變更 

(amendments)、核准後藥品變更 (supplements)，應重新進行專利切結。不過，上

述改變只是 FDA 將現行實務予以明文化，不算是是重大的革新。 

在核准前藥品變更部分，草案要求若該變更涉及 (1) 增加適應症、(2) 增加

新劑量、(3) 配方之非微量改變 (other than minor change)，以及 (4) 改變有效成

分之物理形式 (physical form) 或晶型 (crystalline structure) ，則應該再次提供專

利切結189。所謂配方之「微量改變」，指配方與變更前「相同」(same)
190

 或「基

本上相同」(essentially the same)
191；在核准後藥品變更部分，或許是和行政負擔

有關，草案僅要求該變更涉及 (1) 增加適應症、(2) 增加新劑量者，才要進行專

利切結，而不包含配方與有效成分之改變。應注意的是，因核准後藥品變更所產

生的專利切結義務，不問原本之新藥申請是 505(b)(2)，或者 ANDA
192。 

                                                 

188
 21 C.F.R. §§314.50(i)(6)(iii)(A), 314.94(a)(12) (viii)(C)(1) 

189
 Proposed 21 C.F.R. §§ 314.60, 314.70, 314.96, and 314.97.見 FDA, supra note 60, 

at6847-6850。 

190
 指配方完全相同，包含有效成分與非有效成分。 

191
 比方每一種非有效成分之比例，變化不超過百分之五。詳細標準參見 

FDA, Draft guidance for industry entitled “Bioavailability and Bioequivalence Studies for Nasal 

Aerosols and Nasal Sprays for Local Action” (April 2003) at 8,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U

CM070111.pdf (last visited 2015.8.2)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entitled ‘‘Immediate Release Solid Oral Dosage Forms; Scale-Up and 

Postapproval Changes: 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s, In Vitro Dissolution Testing, and 

In Vivo Bioequivalence Documentation’’ (November 1995) at 6 to 8,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U

CM070636.pdf (last visited 2015.8.2) 

192
 FDA, supra note 60, at6848。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UCM070111.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UCM070111.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UCM070636.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UCM07063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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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帶一題，若再次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仍然需要再進行通知，且如果原

開發藥廠/專利權人於收到通知後 45 天內提起專利訴訟，仍然會觸發另一次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193。由於之前就曾發生過學名藥廠更改藥品外包裝，重新切

結後，觸發第二次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案例194，可以理解 FDA 為何在這次

行政法規草案中，釐清申請後需重新切結的狀況，並限於重大的藥品變更。 

由上可知，專利切結義務，從原本申請時的要求，漸漸擴張到核准前/後藥

品的變更申請。另外，即使是依 505(b)(1)取得上市核准的原開發藥廠，也有核准

後變更的需求，在藥品有效成分、藥品專利或者使用方法專利由其他藥廠持有的

情況下，也有可能要進行專利切結，不再只是 505(b)(2)、ANDA 申請人的義務。

其次，藥品或在申請後有較大幅度之變更，應重新提供專利切結之規定，能夠防

止專利切結之內容與所申請藥品不一致之狀況。 

第五款 切結變更 

切結變更的相關爭議，其實不亞於最初的切結，且會影響後續的專利連結程

序。美國的現行法規，在 505(b)(2)/ANDA 變更專利切結的相關規定上已經不符

合實務需求。FDA 在 2015 年的修正草案中，逐漸將爭議一一釐清。 

                                                 

193
 Id. 

194
 “Subsequently, Minrad changed the container closure system for its drug product and, on June 

23,2009, submitted an amendment to ANDA 90-363 to include the revised drug product closure 

system (Petition at 2; Minrad Comments at 2). Minrad also submitted a second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to the '906 patent and sent a notice to Baxter of the same on June 23,2009 (Petition at 

2; Minrad Comments at 2)…FDA confirms that a 30-month stay applies to ANDA 90-363 based 

on Minrad's second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and Baxter's resulting patent infringement action 

regarding the '906 patent. FDA thus confirms that it wil stay approval of ANDA 90-363, absent 

another specified event under section 505(j)(5)(B)(ii) or (iv) of the Act, for a 30-month period.” 

FDA, FDA/CDER to Baxter Healthcare Corporation, et al., (King & Spalding LLP) - Petition 

Partial Approval and Denial, FDA-2011-P-0127-0007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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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於1994年增訂的行政法規，規定專利切結得於核准生效前隨時變更195，

且須以申請案之修正為之，或於核准後核以信件為之196。若提出變更之申請或信

件，則該 505(b)(2)/ANDA 申請案，將不再被視為附帶先前之專利切結。另外，

505(b)(2)/ANDA 經核准後，原則上不需要再就新登錄之專利提供切結197。 

行政法規也規定了三種強制變更切結的狀況：第一，確定專利侵權後，若

505(b)(2)/ANDA 在提供 Paragraph IV 主張專利無效/無法執行/未侵權，原開發藥

廠收到通知後 45 天內提起的訴訟中，被法院以確定判決宣判專利侵權，應將切

結變更為 Paragraph III，等待專利屆滿日後再取得核准198；第二，原開發藥廠進

行專利去登錄後，待核准 505(b)(2)/ANDA 都需要提出變更申請，並敘明變更之

理由199；第三，若 505(b)(2)/ANDA 得知專利切結不正確時，也應提出變更切結

之申請200。 

2015 年，FDA 在提出修正草案，一方面擴大了 505(b)(2)/ANDA 申請人，在

被法院確認侵權後的切結變更義務201，不問該訴訟是否於 45 天內提起202，但在

                                                 

195
 21 C.F.R. §§314.50(i)(6), 314.94(a)(12) (viii) 

196
 ”An applicant shall submit an amended certification as an amendment to a pending application 

or by letter to an approved application.” Id.。 

197
 21 C.F.R. §§314.50(i)(6)(iii)(B), 314.94(a)(12) (viii)(c)(2) 

198
 若是附帶 Paragraph IV 的 ANDA，則有特別的限制。若有其他 ANDA 申請人有進行訴訟

中，除非 FDA 認定沒有 180 天專屬期之適格、專利屆滿，或者 180 天專屬期已屆滿，否則

不得變更為 Paragraph III，先於取得 180 天專屬期者而取得核准。應注意的是，由於附帶

Paragraph IV 的 505(b)(2) ，無法取得 180 天專屬期，因此不會造成專利的延遲去登錄。 

21 C.F.R. §§314.50(i)(6)(i), 314.94(a)(12) (viii)(A) 

199
 如果原開發藥廠提起「去登錄」申請，而該登錄專利為專利連結下的早期訴訟之標的，除

非 FDA 認定沒有 180 天專屬期之適格、專利屆滿，或者 180 天專屬期已屆滿，否則專利仍

然會維持登錄之狀態，以免 180 天專屬期無所依附。 

21 C.F.R. §§314.50(i)(6)(ii), 314.94(a)(12) (viii)(B) 

200
 21 C.F.R. §§314.50(i)(6)(iii)(A), 314.94(a)(12) (viii)(C)(1) 

201
 草案提議將法規用語改為「不得上訴之確定裁決」(a final decision from which no appeal has 

been or can be taken)，並將和解命令與協議裁決納入應變更切結的事由中，以擴大法規的適

用範圍。Proposed §§ 314.50(i)(6)(i) and 314.94(a)(12)(viii)(A) (2015) 見 FDA, supra note 60, 

at6843。 

202
 Id.。參見 Mylan Labs., Inc. v. Thompson, 389 F.3d 1272, 1281 (D.C. Ci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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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上給予一定的彈性203；另一方面則澄清了再領證專利，雖然領證前後視為一

體，仍需要進行第二次切結義務，尤其是獲得 180 天專屬期的 ANDA 申請人，

一定要分別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後，才能夠維持專屬期，但並不會觸發另一次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204。 

第六款 小結 

第一目 可排除顯無侵權可能之 505(b)(2)/ANDA 申請人，但美國

選項不足 

關於美國專利切結的設計，癥結在於提供的選項太少，明顯未侵犯藥品有效

成分專利、藥品專利的 505(b)(2)/ANDA 申請人，只能被迫選擇 Paragraph IV 切

結，而無法像使用方法專利一樣，有機會循 section viii 聲明，與專利脫鉤。 

換句話說，專利切結程序其實有機會用來修正一部分不當登錄所造成的衝擊，

本研究認為，我國若希望用切結來辨識可能侵權者，應該盡量避免納入無辜者，

仿效使用方法專利中 section viii 聲明的設計，讓使用不同藥品有效成分、配方、

劑量、劑型的 505(b)(2)/ANDA，有機會在藥品審查上，與專利爭端脫鉤。 

第二目 可排除登錄遲延的專利 

如本節的介紹，對於登錄遲延的專利，美國並不會要求申請在先的

505(b)(2)/ANDA 申請人進行切結，但有選擇切結的自由。這主要和後續的訴訟

有關，在沒有 Paragraph IV 切結的情況下，並不會成立擬制侵權，法院當然也不

                                                 

203
 除了改為 Paragraph III 切結以外，草案也納入了更改為 section viii 聲明的選項。Proposed §

§ 314.50(i)(6)(i) and 314.94(a)(12)(viii)(A) (2015) 見 FDA, supra note 60, at6843。 

204
 Id., at 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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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進一步判斷專利有效性/侵權問題，因此如果 505(b)(2)/ANDA 申請人想要提早

確認專利爭議，即使該專利登錄遲延，仍有切結的動機，大可不必加以限制。 

不過，在美國的的制度下，申請在後的 505(b)(2)/ANDA 申請人，即使該專

利登錄遲延，仍有切結義務。這點屬於價值判斷，我國若決定引進切結制度，正

如 FDA 在 1994 年行政法規中所述，一旦遲延期間屆滿，就不受理登錄，或者受

理以後不要求後續 505(b)(2)/ANDA 申請人進行切結，都是可以選擇的立法手

段。 

第三目 藥品變更也有切結義務，可排除非重大變更 

專利切結的義務，只要涉及藥品變更，其實會不斷出現，且並不限於藥品核

准前，其影響層面不容小覷。 

美國為了降低上述的影響，遂在 2015 年的行政法規修正草案中，規定在核

准以前 (1) 增加適應症、(2) 增加新劑量、(3) 配方之非微量改變 (other than 

minor change)，以及  (4) 改變有效成分之物理形式  (physical form) 或晶型 

(crystalline structure) ，則應該再次提供專利切結；核准以後，則只有前兩者需要

提供專利切結，剩下的則交由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自行監控。 

我國若希望用切結來辨識可能侵權者，也應該考慮限縮切結時點，只有一部

分較重要的藥品變更，才需要重新切結。另外，在核准以後，則盡量讓專利侵權

問題回歸一般程序，和藥品審查脫鉤，以免影響層面過廣，造成過大的行政、司

法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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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強化階段 

第一項 送件通知 

第一款 概論 

在專利連結中的通知，指的是後續 505(b)(2)/ANDA 申請人向原開發藥廠與

專利權人所進行的通知而言。如第二章所述，這種通知的功能，在於降低原開發

藥廠/專利權人侵權監控成本，方便其得知可能的侵權行為之發生時點、可能侵

權者之身分。 

Paragraph IV 切結與送件通知的關係十分微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體的，只

有在 505(b)(2)/ANDA 申請人進行通知，並持通知的回執影本證明通知、送達日

期，在申請案中切結已經依法向原開發藥廠與專利權人進行通知，才算是完成

ParagraphIV 切結205。 

承接之前的專利切結，通知制度在專利連結的架構中，除了降低侵權監控成

本，也對後續其他程序的開啟有絕對的影響，如果一後續 505(b)(2)/ANDA 申請

人沒有通知義務，就不會有接下來的 45 天訴訟提起期間，即使原開發藥廠提起

訴訟，也不會有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 

1984 年，HWA 建立專利連結，在 FD&C Act 規定若後續 505(b)(2)/ANDA

申請人提供 Paragraph IV 切結，主張登錄專利無效/無法執行/未侵權時，應一併

切結願依規定通知原開發藥廠與專利權人206。 

                                                 

205
 Purepac Pharmaceutical Co. v. Thompson, 354 F.3d 877 (D.C. Cir. 2004) 

206
 21 U.S.C. §§ 355(b)(3)(A)、355(j)(2)(B)(i) Agreement to give notice.—  (1984) 

An applicant who makes a certification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A)(iv) shall include in the 

application a statement that the applicant will give the notice required by subparagraph (B)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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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之內容應包含：(1) 已經為了在專利期間屆滿前進行商業製造、使用或

販賣藥品，提出附帶 BA/BE 試驗資料的上市申請，並依法進行專利切結，以及

(2) 主張專利權無效或未侵犯專利權之詳細事實、法律根據207。在因為新專利登

錄而切結的狀況，則應於 Paragraph IV 切結之同時進行通知208。 

1994 年，FDA 制定行政法規，進一步就通知之對象、方式、時點、內容、

回執之建檔加以規定，並沿用至今，但在這段 31 年的過程中，FDA 曾經三度提

議修正部分規定。 

第一次修正草案是在 1998 年，FDA 提議納入更多樣的現代化通知方式，包

含電子郵件、傳真、快遞等209，但因當時電腦技術、快遞業務的發展尚在起步階

段，該修正草案因被許多原開發藥廠反對，而在 2000 年遭到撤回210。 

第二次修正是在 2002~2003 年間，為了解決原開發藥廠不斷登錄新專利，而

觸發多個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問題，FDA 一度限縮通知時點，讓

                                                                                                                        

 

"(i) each owner of the patent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the certification or the representative of such 

owner designated to receive such notice, and  

"(ii) the holder of the approved application under subsection (b) for the drug which is claimed by 

the patent or a use of which is claimed by the patent or the representative of such holder 

designated to receive such notice. 

207
 21 U.S.C. § 355(b)(3)(B)、355(j)(2)(B)(ii) Contents of notice.— (1984) 

The notice referred to in subparagraph (A) shall state that an application has been submitted under 

this subsection for the drug with respect to which the certification is made to obtain approval to 

engage in the commercial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the drug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patent 

referred to in the certification. Such notice shall include a detailed statement of the factual and 

legal basis of the applicant's opinion that the patent is not valid or will not be infringed. 

208
 21 U.S.C. § 355(b)(3)(C)、355(j)(2)(B)(iii) (1984) 

If an application is amended to include a certification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 (A)(vii)(IV), the 

notice required by clause (ii) shall be given when the amended application is submitted. 

209
 FDA, New Drugs for Human Use; Clarification of Requirements for Patent Holder Notification, 

63 Fed. Reg. 11174 (March 06, 1998) , available at  

http://www.gpo.gov/fdsys/pkg/FR-1998-03-06/pdf/98-5800.pdf (last visited 2015.6.18) 

210
 FDA, New Drugs for Human Use; Clarification of Requirements for Patent Holder Notification; 

Withdrawal, 65 Fed. Reg. 12154 (March 8,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00-03-08/pdf/00-5527.pdf (last visited 2015.6.18) 

http://www.gpo.gov/fdsys/pkg/FR-1998-03-06/pdf/98-5800.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00-03-08/pdf/00-55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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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b)(2)/ANDA 申請，不需要就新登錄的專利進行通知211，但因為 2003 年 MMA

修改母法 FD&C Act，直接修正 30 個月自動停止審查期的構成要件，解決了問

題，FDA 遂於 2004 年撤回已經完成的修正212。 

2003 年，為了要因應專利連結所造成的延遲核准情況過於嚴重，國會以

MMA 對 FD&C Act 進行修正，在專利通知部分，要求 505(b)(2)/ANDA 申請人

於提出申請後，應於 Paragraph IV 切結、FDA 通知申請案已受理/收件後之 20 日

內進行通知，期待加快專利連結程序的進行213。 

第三次修正草案是在 2015 年，FDA 整合了過去數十年的執行經驗，進行目

前最大規模的變更，包含受理/收件確認函 (Acknowledgment Letter) 的角色、依

據 2003 年 MMA 修正通知對象、通知時點、新增通知方式等214，但在本研究撰

寫期間，法案僅進行到開放評論的階段，鑒於切結、通知與 180 天專屬期的取得

密切相關，估計還要爭論一段時間，才會在調整後公告施行。 

                                                 

211
 FDA, supra note 113. 

212
 FDA, supra note 114. 

213
 21 U.S.C. § 355(b)(3)、355(j)(2)(B) 

214
 FDA, supra note 60, at6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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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 送件通知相關法規的發展簡史 (作者自行整理) 

 

通知的相關爭議，大致可以分為幾種類型：第一， 通知方式，除了郵寄掛

號以外，是否可以使用其他通知方式，是否要先經過 FDA 認可；第二，通知時

點，如果 FDA 尚未核發受理/收件確認函，是否可以進行通知？從專利公告到專

利登錄的這段期間，為了成為首位附帶 Paragraph IV 切結的 ANDA 申請人，是

否要天天進行切結、通知，才能獲得 180 天專屬期；第三，通知內容，如果內容

不符合法律之規定，該通知是否有效？如果後續在訴訟中關於專利無效/無法執

行/未侵權之主張有所不同，是否會有影響？以下的章節，將依據說明這些爭議。 

第二款 通知方式 

1984 

• FD&C Act / Hatch-Waxman Amendments (21 U.S.C. 355) 

• 專利連結制度建立 

1989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Proposed rule (21 C.F.R. 314.52/314.95) 

• 通知對象、手段、時點、內容、回執之建檔 

1994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Final rule (21 C.F.R. 314.52/314.95) 

• 通知對象、手段、時點、內容、回執之建檔 

1998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Proposed rule (21 C.F.R. 314.52/314.95) 

• 提議修正通知方式，增加FAX、E-mail與快遞 

2000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Final rule (21 C.F.R. 314.52/314.95) 

• 撤回通知方式之修正，仍需以掛號為之 

2002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Proposed rule (21 C.F.R. 314.52/314.95) 

• 修正通知時點，每次505(b)(2)/ANDA只需通知一次 

2003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Final rule (21 C.F.R. 314.52/314.95) 

• 修正通知時點，每次505(b)(2)/ANDA只需通知一次 

2003 

• FD&C Act /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21 U.S.C. 355) 

• 修正通知時點、30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只能被觸發一次 (非直接相關) 

2004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Final rule (21 C.F.R. 314.52/314.95) 

• 撤回通知時點之修正，每次切結都需要通知 

2015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Proposed rule (21 C.F.R. 314.52/314.95) 

• 修正通知手段、時點、內容、回執之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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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的方式以及回執，其實並沒有多深奧的學理，只是因為通知時點會影響

後續 45 天提起專利訴訟期間之計算、180 天專屬期的適格要件，才連帶成為兵

家必爭之地，屬於純技術性的規定。 

理想的通知方式，站在 505(b)(2)/ANDA 申請人角度，當然是能在短時間內

確實送達，並保有完善的交寄、投遞、簽收紀錄；站在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角

度，最好能和一般信件有所區別，以免錯過了提起專利訴訟的 45 天期間。 

1984 年所制定的 HWA，在 FD&C Act 要求後續 505(b)(2)/ANDA 申請人，

就每一個涵蓋登錄藥品，且為 Paragraph IV 切結之標的之專利，通知每位原開發

藥廠與專利權人215，但法律並未詳細規定通知方式。 

1994 年的行政法規，進一步規定上述專利權人、原開發藥廠或其代理人之

姓名、地址，得分別向 USPTO 及 FDA 轄下的學名藥辦公室取得，以利通知的

完成216。通知的方式僅能以美國郵政署附回執之掛號 (registered or certified mail, 

return receipt requested) 為之217。另外，為了確保 505(b)(2)/ANDA 申請人確實進

行通知，應於通知後變更藥品申請案，附上回執或其他類似證明文件之影本，進

行妥善的建檔 (documentation)，若申請人欲使用美國郵政署回執以外的送達證

明，應事先徵得 FDA 之同意218。 

1998 年，正值美國郵政署業務大幅衰退，且各種現代通訊方式逐漸出現，

在部分藥廠的公民請願下，FDA 提出修正草案，指出通知得以信件 (mail) 或專

人遞送 (Personal Delivery) 為之，包含：附回執之掛號、快遞郵件 (express mail)、

                                                 

215
 21 U.S.C. §§ 355(b)(3)(A)、355(j)(2)(B)(i) 

216
 當然，如果是引用公開文獻，沒有指定對照藥品的 505(b)(2)申請人 (即 Paper-NDA)，既然

不須切結，也不需要進行通知；另外，如果進行的是 Paragraph I~III 切結、無相關專利切結，

或者 section viii 聲明，則沒有通知之義務。 

217
 21 C.F.R. §§ 314.52(a)、314.95(a) 

218
 21 C.F.R. §§ 314.52(e)、314.9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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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使 (messenger) 及其他郵寄服務，甚至是傳真或電子郵件219。不過，原開發藥

廠認為傳真、電子郵件不夠可靠，且民間快遞的送達方式十分多元，在以包裹送

達複數郵件的狀況下，無法個別就其中的專利通知單讀簽收，FDA 於是在 2000

年撤回修正草案220。 

2015 年，由於 505(b)(2)/ANDA 時常就掛號以外的通知方式，向 FDA 尋求

事前同意，FDA 遂於修正草案中再次提議，開放以「指定運送服務」 (Designated 

Delivery Service) 進行通知，指經 FDA 認定同時符合以下條件者：(1) 為美國公

眾易於取得者；(2) 將所遞送之物件、交寄日期，以電子資料庫定期紀錄或於外

包裝上標明者；(3) 提供隔日送達或於 2 日內送達之服務者。FDA 將定期公布行

政指引，揭露符合上述條件的業者221。另外，草案也保留一定彈性，允許

505(b)(2)/ANDA 申請人以其他方式進行通知，但須事先徵得 FDA 之同意222。 

由上可知，美國在實務上確實有多元通知方式的需求，但由於民間郵寄服務

的多樣化，很可能造成後續爭議，但每次都要事前尋求 FDA 同意又十分沒有效

                                                 

219
 Proposed 21 C.F.R § 314.3(b) (1998) 

 “By mail or personal delivery means delivery by registered or certified mail, return receipt 

requested or by an express mail, messenger, delivery, or mailing service, including electronic 

mailing service or facsimile, provided that verification of receipt is obtained” FDA, supra note 

209. 

220
 FDA, supra note 210. 

221
 Proposed 21 C.F.R. §§ 314.52(f)、314.95(f) (2015) Designated delivery services.  

(1) For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the term “designated delivery service’’ is any delivery service 

provided by a trade or business that the Agency determines: (i) Is availa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ii) Records electronically to its database, kept in the regular course 

of its business, or marks on the cover in which any item referred to in this section is to be 

delivered, the date on which such item was given to such trade or business for delivery; and (iii) 

Provides overnight or 2-day delivery service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2) FDA will periodically issue guidance regarding designated delivery services that meet these 

criteria. 

222
 Proposed 21 C.F.R. §§ 314.52(a)(4)、314.95(a)(4) (2015) 

An applicant may send notice by an alternative method only if FDA has agreed in advance that 

the method will produce an acceptable form of doc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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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並耗費行政資源。美國最新的修正草案，允許 FDA 指定符合條件的服務提

供者，或許是一種較為折衷的方法，值得我國於立法時參考。 

第三款 通知時點 

通知的目的在於及早讓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得知可能侵權者身分。由於影

響後續 45 天期間、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起算、180 天專屬期的適格要件，

通知時點是專利連結程序中最具爭議的問題之一。通知時點的爭議有三：最早可

以於何時通知？最晚的期限為何？如果發生遲延，又應該怎麼處理？ 

在最早的通知時點方面，雖然 1984 年所制定的 HWA，一度規定在切結時同

時就要進行通知223，但 FDA 為了防止申請人為搶奪專屬期，在申請文件未備齊

的狀況下就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通知，採取限縮解釋，要求 505(b)(2)/ANDA

申請案應先由FDA釐清該是否已實質完備而可接受審查 (sufficiently complete to 

permit a substantive review)
224 ，只有在收到 FDA 的受理 /收件確認函 

(Acknowledgment Letter) 以後，申請人才能進行有效之通知225，因此會對後續程

序有一定的推延226。2015 年，FDA 提出行政法規修正草案，除了將受理/收件確

                                                 

223
 21 U.S.C. § 355(b)(3)(C)、355(j)(2)(B)(iii) (1984) 

If an application is amended to include a certification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 (A)(vii)(IV), the 

notice required by clause (ii) shall be given when the amended application is submitted. 

224
 指申請案具有完整、符合行政指引或至少在設計上合理的之 BA/BE 試驗，或者依法可減

免 BA/BE 試驗者。如果申請案僅具有 BA/BE 的試驗計畫 (protocol) 或者先導試驗 (pilot 

study)，將會被認為不完整、不得接受審查，申請人自然無法完成有效的通知。FDA, supra note 

56, at 28886。 

225
 21 C.F.R. §§ 314.52(f)、314.95(f) 

226
 21 C.F.R. §§ 314.101 (1994) 

(a)(1) Within 60 days after FDA receives an application or abbreviated antibiotic application, the 

agency will determine whether the application or abbreviated antibiotic application may be filed. 

The filing of an application or abbreviated antibiotic application means that FDA has made a 

threshold determination that the application or abbreviated antibiotic application is sufficiently 

complete to permit a substantive review.  

 

(b)(1) An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will be reviewed after it is submitt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abbreviated application may be received. Receipt of an abbreviated new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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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函明文化以外227,228，為了避免申請人以連續切結 (serial certifications) 搶奪180

天專屬期，而天天進行切結、通知，而造成 FDA 行政負擔大幅增加的作法229，

規定通知亦不得早於專利登錄後的第一個工作天230。 

通知期限是直到 2003 年的 MMA 才訂定的，505(b)(2)/ANDA 申請人若在申

請時切結，應於 FDA 受理/收件確認函的郵戳日後的 20 日內進行通知；若是在

申請後始更改切結，則應於更改之同時進行通知231，但仍不得早於 FDA 受理/

                                                                                                                        

application means that FDA has made a threshold determination that the abbreviated application 

is sufficiently complete to permit a substantive review. 

227
 在 505(b)(2)的狀況，依據 21 C.F.R. § 314.101(a)，若送件後之 60 日內，FDA 並未拒絕受

理，申請案就會自動視為受理，不過 FDA 在行政草案中說明，受理確認函將合併在「74

日信函」中，因此會有 14 天的延遲；在 ANDA 的狀況，則是釐清送件後立即寄送確認函，

雖然沒有詳細規定，但依據 1994 年的立法說明，至少會晚於申請的 30 日。 

Id. 6814。 see also Proposed 314.3(b) (2015) 

Paragraph IV acknowledgment letter is a written, postmarked communication from FDA to an 

applicant stating that the Agency has determined that a 505(b)(2) application or ANDA containing 

a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is sufficiently complete to permit a substantive review. A paragraph 

IV acknowledgment letter indicates that the 505(b)(2) application is regarded as filed or the 

ANDA is regarded as received.  

228
 Id. at 6831, see also Proposed 21 C.F.R. §§ 314.52(b)(1)、314.52(b) (2)、314.95(b)(1)、

314.95(b)(2) (2015) 

229
 目前 ANDA 申請人進行連續切結的主因，是因為橘皮書的更新通常在美國東岸時間之下

午 4 點左右，相較於西岸 ANDA 申請人仍有數小時的時間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東岸

ANDA 申請人僅有 1 個小時的時間 (FDA約 5 點下班) 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東岸 ANDA

申請人於是發展出由西岸的合作律師進行切結、通知，或者在原開發藥廠取得新專利後，

天天寄送切結、通知兩種作法，而後者造成 FDA 十分龐大的行政負擔，故 FDA 在此次修

正草案中，提議將通知時點延後至專利實際登錄後的第一個工作天，使美國全境的 ANDA

申請人，都能公平競爭 180 天專屬期。Id. at 6836. 

230
 Id. at 6832, see also Proposed 21 C.F.R. §314.95(b)(2) (2015) 

Any notice required by paragraph (a) of this section is invalid if it is sent before the applicant’s 

receipt of an acknowledgment letter or a paragraph IV acknowledgment letter, or before the first 

working day after the day the patent is published in the list. The applicant will not have complied 

with this paragraph until it sends valid notice.  

231
 21 U.S.C. § 355(b)(3)(B)、355(j)(2)(B)(ii) 

(B)  Timing of notice.—  An applicant that makes a certification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A)(iv) shall give notice as required under this paragraph—   

 (i) if the certification is in the application, not later than 2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the postmark on 

the notice with which the Secretary informs the applicant that the application has been filed; or   

 (ii) if the certification is in an amendment or supplement to the application, at the time at which 

the applicant submits the amendment or supplement,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applicant has 

already given notice with respect to another such certification contained in the application or in an 

amendment or supplement to the application.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4 

收件確認函的送達之日232。2015 年，FDA 提出行政法規修正草案，除了將期限

的規定納入子法外233，也增訂了遲延的效果，若發生通知遲延，則 FDA 會依據

通知延遲的時間，延後 ANDA 的送件日234，這可能造成 180 天專屬期的喪失，

甚至核准流程的延遲235。 

另外，在 505(b)(2)/ANDA 申請人依法通知後，應該在所有專利權人及原開

發藥廠收到通知後的 30 日內，持證明通知日期、送達日期的文件影本 (通常是

掛號回執)，向 FDA 申請並更申請案內容，切結已經依法進行通知，但不需要提

供通知內容的影本236。 

第四款 通知內容 

專利連結之所以設有通知內容的規定，是確保專利權人與原開發藥廠能在法

律所規範的期間，快速獲得開啟核准前訴訟的相關資訊，比方相對人、希望爭訟

的專利、疑似侵權產品之資訊、相對人主張專利無效/不侵權的理由等。 

                                                 

232
 SB Pharmco Puerto Rico, Inc. v. Mutual Pharmaceutical Co., Inc., 552 F.Supp.2d 500, 2008 WL 

1869284 (E.D. Pa. 2008) 地方法院贊同原開發藥廠與 FDA 之見解，認為收到 FDA 收件確認

函前，ADNA 申請人所進行之通知是未成熟且不適當的 (premature and improper)。法院解

釋，21 U.S.C. § 355(j)(2)(B)(ii)(II) 要求專利切結並變更為 P50aargraph IV 時應立即進行通

知之規定，根據對制度的整體觀察，只有在該申請案已由 FDA 正式收件的狀況下，才有適

用。 

233
 Proposed 21 C.F.R. §§ 314.52(a)、314.95(a) (2015) 

234遲延通知的效果，僅針對有 180 天專屬期設計的 ANDA。至於 505(b)(2)申請人並沒有適用，

因為21 C.F.R. § 314.100限制FDA不得延遲NDA的核准日，且依據21 C.F.R. § 314.107(f)(2)，

專利切結原本就帶有強制性，不走完專利連結程序就無法獲得核准，不會發生未通知就進

入市場的狀況 

235
 其他手段包含認定為拖延/不合作，使該 ANDA 申請人喪失 180 天專屬期 

Proposed 21 C.F.R. § 314.101(b)(4) (2015) 

FDA, supra note 60, at6841。 

236
 Proposed 21 C.F.R. §§ 314.52(e)、314.95(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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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內容的相關爭議有二：第一，通知內容應揭露的程度為何，若涉及營業

秘密應如何保護；第二，通知的內容，對後續的專利連結程序、訴訟的效果為何

若通知內容不實，又會有甚麼罰則？ 

第一目 通知內容之揭露程度 

到底 Paragraph IV 的通知應揭露多少資訊，是在行政法規每次立法、修法時

十分拉鋸的問題，揭露程度越高，對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的核准前訴訟就越有

利，反之則對 505(b)(2)/ANDA 申請人有利。 

1984 年，HWA 建立專利連結，在 FD&C Act 規定通知之內容應包含： (1) 已

經為了在專利期間屆滿前進行商業製造、使用或販賣藥品，提出附帶 BA/BE 試

驗資料的上市申請，並依法進行專利切結，以及(2) 主張專利權無效或未侵犯專

利權之詳細事實、法律根據237。 

1994 年，FDA 公告行政法規，就專利通知的內容有更詳細的規定，但不予

實質審查，只要形式上符合規定就推定為有效238，此法規目前仍繼續受到沿用。

通知內容應包含： 

(1) 含有指定 BA/BE 試驗資料的 505(b)(2)/ANDA 申請案，已被 FDA 受理/

收件聲明 

                                                 

237
 21 U.S.C. § 355(b)(3)(B)、355(j)(2)(B)(ii) Contents of notice.— (1984) 

The notice referred to in subparagraph (A) shall state that an application has been submitted under 

this subsection for the drug with respect to which the certification is made to obtain approval to 

engage in the commercial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the drug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patent 

referred to in the certification. Such notice shall include a detailed statement of the factual and 

legal basis of the applicant's opinion that the patent is not valid or will not be infringed. 

238
 21 C.F.R. §§ 314.52(f)、314.95(f) 

If the requirements of this section are met, the agency will presume the notice to be complete and 

sufficient, and it will count the day following the date of receipt of the notice by the patent owner 

or its representative and by the approved application holder as the first day of the 45-day period 

provided for in section 505(c)(3)(C) of the act. FDA may, if the applicant amends its application 

with a written statement that a later date should be used, count from such later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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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05(b)(2)/ANDA 申請案號碼。 

(3) 所申請藥品的名稱 (如果有的話) 。 

(4) 所申請藥品的有效成分、劑量與劑型。 

(5) 主張無效/無法執行/未侵權之標的專利，其專利號碼與屆滿日。 

(6) 主張專利權無效或未侵犯專利權之詳細事實、法律根據。 

(7) 如 505(b)(2)/ANDA 申請人在美國無居所或營業所，應提供有權代理

505(b)(2)/ANDA 申請人進行程序的代理人姓名與其地址。 

2003 年，國會以 MMA 修正 FD&C Act，允許 505(b)(2)/ANDA 申請人主動

向原開發藥廠及專利權人提起確認訴訟，但取得請求權的附帶條件之一，就是要

求 505(b)(2)/ANDA 申請人必須在其通知中，附帶「接觸營業秘密之授權」( Offer 

of Confidential Access, OCA)，方便原開發藥廠及專利權人在 45 天期間，有較充

足的資訊決定提起訴訟與否239。OCA 之內容，應就接觸營業秘密者、資料使用

目的加以限制，標準與秘密保持命令同，若原開發藥廠或專利權人要求提供營業

秘密資訊，則視為接受 OCA 的條款，成立授權契約，使用的範圍限於釐清

Paragraph IV 切結專利的侵權問題。應該注意的是，505(b)(2)/ANDA 申請人有權

編輯資料，將不相關的資訊刪去240。 

                                                 

239
 21 U.S.C. §§ 355 (c)(3)(D)、355 (j)(5)(C) 

240
 21 U.S.C. §§ 355 (c)(3)(D)(i)(III)、355 (j)(5)(C) (i)(III) 

For purposes of subclause (I)(cc), the document described in this subclause is a document 

providing an offer of confidential access to the application that is in the custody of the applicant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b)(2) of this section for the purpose of determining whether an action 

referred to in subparagraph (C) should be brought. The document providing the offer of 

confidential access shall contain such restrictions as to persons entitled to access, and on the use 

and disposition of any information accessed, as would apply had a protective order been entered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trade secrets and other confidential business information. A request 

for access to an application under an offer of confidential access shall be considered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of confidential access with the restrictions as to persons entitled to access, and on the use 

and disposition of any information accessed, contained in the offer of confidential access, and 

those restrictions and other terms of the offer of confidential access shall be considered terms of 

an enforceable contract. Any person provided an offer of confidential access shall review the 

application for the sole and limited purpose of evaluating possible infringement of the patent that 

is the subject of the certification under subsection (b)(2)(A)(iv) of this section and for no other 

purpose, and may not disclose information of no relevance to any issue of patent infringeme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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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FDA 提出行政法規修正草案，在通知內容方面並沒有實質變動。

修正的重點主要是在 (1) 落實 2003 年 MMA 新增的 OCA 要求，以及 (2) 配合

通知時點的改變，增加切結條款，以確保通知不會早於 505(b)(2)/ANDA 申請人

收到受理/收件確認函之日，或者原開發藥廠登錄專利的次一工作日241。 

由上可知，通知內容和專利登錄的爭議十分類似，FDA 自 1989 年起就奠定

不予實質審查的態度，且不主動移送登錄、通知中有不實陳述的行為人。 

第二目 通知內容對核准前訴訟的影響 

通知內容的對訴訟的影響，並沒有特別規範在 FD&C Act 中，而是由判決逐

漸發展而來。其中，雖然通知的內容有很多，但法院爭議主要圍繞在「主張專利

權無效或未侵犯專利權之詳細事實、法律根據」、OCA 之上。而可能的影響的層

面包含：是否要在敗訴後負擔他方律師費、訴訟是否得改變/提出新的主張、若

主張有更動，是否要重新進行通知，又或者造成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延長？ 

根據美國法院的判例，原開發藥廠與專利權人，無法依 FD&C Act 請求法院

判斷通知內容是否符合規定，當然也不會發生重新進行通知、重新起算 30 個月

自動停止核准期的案例242。不過，若是關於新爭點的提出，有可能構成訴訟上的

拖延/不合作，作為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延長與否的判斷基礎，但就結果論，

                                                                                                                        

any person other than a person provided an offer of confidential access. Further, the application 

may be redacted by the applicant to remove any information of no relevance to any issue of patent 

infringement. 

241
 Proposed 21 C.F.R. §§ 314.52(f)、314.95(f) (2015)，見 FDA, supra note 60, at6837。 

242
 Abbott Laboratories, Inc. v. Apotex Inc., 725 F. Supp. 2d 724, 727-28 (N.D. Ill. 2010) 

學名藥廠 Apotex 在訴訟中之主張，有一部份沒有在原本的通知內容中，原開發藥廠 Abbott

於是向法院聲請，命令學名藥廠 Apotex 重新進行通知，並且重新起算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

准期。法院引用 3M 案的見解，認為原開發藥廠在 FD&C Act 下沒有請求權，法院無法就通

知內容是否符合規定進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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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從未單純因為 505(b)(2)/ANDA 申請人提出通知中所無的主張，就延長自動

停止核准期243,244。 

相對於 FD&C Act 並未提供通知內容不符規定的救濟手段245，原開發藥廠與

專利權人可以從專利法上找到許多可資使用的請求權。第一，敗訴後律師費的負

擔，若被證明通知內容顯無理由，起在訴訟中有不當行為，包含故意侵權、對

USPTO 的不當行為、不當訴訟手段、輕率地提出申請，505(b)(2)/ANDA 申請人

可能須負擔原告的律師費246，在最極端的案例，律師費甚至可能被進一步加重247；

第二，訴訟主張之限制，雖然這是原開發藥廠與專利權人最常提出的論點，但法

院通常不願在這麼早的時間點，限制505(b)(2)/ANDA申請人挑戰專利的基礎248；

第三，若如果因為 505(b)(2)/ANDA 申請人在通知中所附帶的「接觸營業秘密之

授權」( Offer of Confidential Access, OCA) ，設定的條件過於嚴苛，導致原開發

                                                 

243
 Abbott Laboratories, Inc. v. Apotex Inc., 725 F. Supp. 2d 724, 727-28 (N.D. Ill. 2010) 

原開發藥廠 Abbott 又主張通知通知內容的欠缺，應該構成「訴訟上的拖延/不合作」，向法

院聲請延長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但法院認為延長自動停止核准期的手段，應該是在實

際判斷通知內容與訴訟中主張之差異，是否真的達到「對訴訟的拖延/不合作」後才有適用，

而本案的差異係屬常見 (routine) ，應無須延長自動停止核准期。 

244
 1994 年 FDA 公告行政法規時，就有原開發藥廠提出意見，主張針對訴訟主張超過通知內

容的情況發生，就直接以行政法規延長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FDA 最後拒絕了該藥廠的

建議，認為延長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與否，應該交由法院決定。見 FDA, supra note 34, at 

50352。 

245
 Minnesota Mining And Mfg. Co. v. Barr Laboratories, Inc., 139 F.Supp.2d 1109 (Fed. Cir. 2001) 

246
 “Danbury's misconduct in filing a wholly unjustified ANDA certification and misconduct during 

the litigation that followed warranted the district court's finding that this case was exceptional.” 

Yamanouchi Pharmaceutical Co. v. Danbury Pharmacal, Inc., 231 F.3d 1339 (Fed. Cir. 2000) 

247
 Takeda Chem. Indus., Ltd. v. Mylan Laboratories, Inc., 549 F.3d 1381 (Fed. Cir. 2008), 

本案中有兩家學名藥廠被告。學名藥廠 Alphapharm 方面，其切結、通知本身，以及當時所

依據的專家意見、先前技術，皆在訴訟中被認為有明顯錯誤，在訴訟中不斷改變主張的行

為，也被認為浪費法院時間；學名藥廠 Mylan 的情況也很類似，在進行切結、通知以前未

聘請法律顧問或徵詢公司法務的意見，並在訴訟中推翻之前通知中之見解，在訴訟中，法

院認為 Mylan 對專利有效性的質疑都過於輕率，且無法為證據所支持。兩家學名藥廠要負

擔律師費，甚至還被進一步加重 (enhancements)。 

248
 Takeda Chem. Indus., Ltd. v. Mylan Laboratories, Inc., 549 F.3d 1381 (Fed. Cir. 2008), 

Aktiebolag v. Kremers Urban Development Co., 2000 WL 257125 (S.D.N.Y. Mar. 28, 2000); 

Smithkline Beecham Corp. v. Apotex Corp., 2000 WL 116082  (N.D.Ill. Jan. 2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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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與專利權人，無法在證據揭示程序 (Discovery) 前，提出明確侵權理由，法

院很可能在管轄權的問題上，採取對專利權人/原開發藥廠較有利的結論249。 

整體而言，法院對通知內容的審查相對寬鬆，由於 505(b)(2)/ANDA 申請人

還是可能在專利法上負擔律師費，鑒於美國律師的開銷龐大，尚不至於有太嚴重

的濫用發生。 

第五款 小結 

第一目 美國關於通知時點、方式的執行細節值得參考 

通知是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的核心之一，在時點、通知內容上的細節與

影響，並不亞於專利連結下的其他部份。如果我國引進建立通知義務，美國的執

行經驗，解決了通知手段的多元性、無效通知、連續切結、通知遲延等細節問題，

這部分應該很值得我國參考。 

第二目 美國通知的內容較敏感，未使用公示送達 

                                                 

249
 In re: Cyclobenzaprine Hydrochloride Extended Release Capsule Patent Litigation, 693 

F.Supp.2d 409 (D. Del. 2010) 

 

學名藥廠 Anchan 在 2009 年提出 ANDA，陸續對’793 專利、’372 專利，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通知，並附上了「接觸機密資訊之授權」 ( Offer of Confidential Access, OCA)，以取

得原開發藥廠不提告時，學名藥廠在確認訴訟的請求權。不過，學名藥廠 Anchan 對揭露

對象有十分嚴格的限制，要求只對外部律師揭露，該律師不得曾代表專利權人/原開發藥廠

與 USPTO 或 FDA 來往，且不得再向他人揭露 。專利權人 Eurand、原開發藥廠 Anesta 無

法接受上述條款，無法達成協議，因此直到提起專利訴訟以前，都沒有接觸學名藥廠 Anchan

的營業秘密。 

 

在專利侵權訴訟中，學名藥廠 Anchan 請求法院以「未能就其訴訟標的提供足以判定救濟的

陳述」（failure to state a claim upon which relief can be granted），駁回專利權人 Eurand、原開

發藥廠主張 Anesta 提起的訴訟。法院認為，如果允許 505(b)(2)/ANDA 申請人，在 OCA 上

設定過於嚴苛的條款，又以專利權人/原開發藥廠無法在通知後 45 天內提出明確侵權證據為

理由，不許其進入法院爭執侵權問題，將會架空HWA當初設計通知機制、擬制侵權的目的 ，

因此未允許上述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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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國的送件通知內容，要求 505(b)(2)/ANDA 申請人揭露專利無效/無法

執行/未侵權的理由，因此可以理解為何沒有使用公示送達，降低通知義務人、

主管機關的監控成本。 

不過，若我國希望引進送件通知義務，但在通知的內容層面，沒有要求揭露

太過於敏感的事項 (比方：營業秘密、未來訴訟主張等)，或許也可以開放當事

人自由選擇，是否要使用公示送達，取其快速與明確。 

第三目 通知內容沒有拘束力，不受行政/司法審查 

不管是 FDA 還是法院，由於 FD&C Act 並沒有給予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請

求權，因此就算是通知的內容有瑕疵，也沒有人會審查。 

不過，美國法院對通知內容的重視度極低，不會拘束後續在訴訟中的主張，

審查其實沒有實益。但對於當事人來說，通知內容反應了 505(b)(2)/ANDA 申請

人的準備程度，多少會影響法院的心證，若在訴訟中過於頻繁的改變爭點，還是

有可能在敗訴以後，被法院處罰負擔專利權人的律師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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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擬制侵權 

第一款 概論 

一個爭端必須屬於美國憲法下的「案件和爭議」 (case and controversy)，才

是法院管轄的範圍250,251。但上述要求卻可能專利連結下的核准前訴訟發生問題，

主要是和試驗免責，以及訴訟時間點的設計有關。 

專利連結鼓勵核准前訴訟進行的時間點，是在 505(b)(2)/ANDA 申請人進行

通知的 45 天內，即申請案被受理之後、取得上市核准以前，這讓原開發藥廠面

臨一個兩難的問題：505(b)(2)/ANDA 申請人提出申請以前的行為，只要與 FD&C 

Act 合理相關，都因為試驗免責而不成立專利侵權行為252；至於申請人提出申請

案以後，又尚未進行使用、製造、販賣、販賣之要約，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藥品

的一般專利侵權行為253，換句話說，不管是 505(b)(2)/ANDA 申請前還是申請後，

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都很難在核准前訴訟中，證明申請人的行為滿足憲法對「案

件和爭議」的要求，訴訟容易被法院駁回254。 

                                                 

250
 U.S. Const. art. III, § 2 

The judicial power shall extend to all cases, in law and equity, arising under this Constitution,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reaties made, or which shall be made, under their authority;--to all 

cases affecting ambassadors, other public ministers and consuls;--to all cases of admiralty and 

maritime jurisdiction;--to controversies to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a party;--to 

controversies between two or more states;--between a state and citizens of another state;--between 

citizens of different states;--between citizens of the same state claiming lands under grants of 

different states, and between a state, or the citizens thereof, and foreign states, citizens or subjects. 

251
 類似我國對原告「權利保護利益」的要求。 

252
 35 U.S.C. § 271(e)(1) 

253
 “Accordingly, this ‘artificial’ act of infringement is an acknowledgment that the usual methods 

of supporting an allegation for infringement (e.g., securing and evaluating the accused product) 

are not immediately available to the patentee. See Id. (explaining that the inquiries in an ANDA 

case “are hypothetical because the allegedly infringing product has not yet been 

marketed”).Warner–Lambert Co. v. Apotex Corp., 316 F.3d 1348, 1365 (Fed.Cir.2003).” In re: 

Cyclobenzaprine Hydrochloride Extended Release Capsule Patent Litigation, 693 F.Supp.2d 409 

(D. Del. 2010) 

254
 “Under traditional analysis, the fact that an ANDA applicant sent notice that it intended to 

manufacture or use a potentially-infringing drug compound, if the ANDA was approv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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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的 HWA，為了讓專利連結下的核准前訴訟，符合憲法「案件和爭議」

的管轄要求，遂例外地以 35 U.S.C. § 271(e)(2)將提出新藥申請的行為，規定為一

種侵權行為態樣255，讓法院得快速取得管轄權，方便原開發藥廠獲專利權人主張

權利256,257，也由於這種擬制的特性，35 U.S.C. § 271(e)(2) 因此被美國最高法院

稱為擬制侵權 (a highly artificial act of infringement)
258，並認為是專利連結中不可

或缺的設計259。應該注意 35 U.S.C. § 271(e)(3) 也另外規定，擬制侵權仍不能牴

觸試驗免責。 

1984 年的 35 U.S.C. § 271(e)(2) 規定，當一個藥品或其使用方法被專利所涵

蓋，以在專利屆滿前進行商業製造、使用、販賣上述藥品而取得上市核准為目的，

                                                                                                                        

FDA, would not ordinarily satisfy the “case and controversy” requirement for federal court 

jurisdiction.” Bayer AG v. Ela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Corporation, 212 F.3d 1241, 1245 

(Fed.Cir.2000) 

255
 “§ 271(e)(2) provided patentees with a defined act of infringement sufficient to create case or 

controversy jurisdiction to enable a court to promptly resolve any dispute concerning 

infringement and validity.” Glaxo Inc. v. Novopharm Ltd., 110 F.3d 1562, 1569 (Fed.Cir.1997). 

256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a generic drug is authorized by the Act, the filing of a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acts as a technical act of infringement, allowing the patent holder to bring suit to 

protect its interests.” Bayer AG v. Ela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Corporation, 212 F.3d 1241, 

1245 (Fed.Cir.2000) 

257
 “(§ 271(e)(2) )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district court to exercise its § 1338(a) jurisdiction[ FN4] 

in the situation in which an ANDA has been filed.” Allergan, Inc. v. Alcon Labs., 324 F.3d 1322, 

1330 (Fed.Cir.2003). 

258“a highly artificial act of infringement that consists of submitting an ANDA ... containing the 

fourth type of certification that is in error as to whether commercial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the new drug (none of which, of course, has actually occurred) violates the relevant patent.” Eli 

Lilly & Co. v. Medtronic, Inc., 496 U.S. 661, 110 S.Ct. 2683. (1990) See also  

“In effect, the submission of a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to the FDA is itself an artificial, purely 

notional act of patent infringement.” Ben Venue Laboratories, Inc. v. Novartis Pharmaceutical 

Corp., 146 F.Supp.2d 572, 578 (D.N.J.. 2001) 

259
 “This scheme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f the holder of the patent pertaining to the pioneer drug 

is disabled from establishing in court that there has been an act of infringement. And that was 

precisely the disability that the new 35 U.S.C. § 271(e)(1) imposed with regard to the use of his 

patented invention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obtaining premarketing approval. Thus, an act of 

infringement had to be created for these ANDA ... proceedings. That is what is achieved by § 

271(e)(2)-the creation of a highly artificial act infringement that consists of submitting an 

ANDA... containing the fourth type of certification that is in error as to whether commercial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the new drug ... [would] violate the relevant patent.” Eli Lilly & Co. v. 

Medtronic, Inc., 110 S.Ct. 2683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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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FD&C Act提出 505(b)(2) 或 505(j) 申請案之行為，是一種專利侵權行為260。

35 U.S.C. § 271(e)(4) 更進一步規定此種特殊侵權行為的救濟，包含： (1) 法院

應重新指定藥品之上市核准日，且不得早於專利之屆滿日；(2) 法院得核發禁制

令，限制該核准藥品之商業製造、使用、販賣；(3) 如果行為人進行商業製造、

使用、販賣，則可請求損害賠償。另外，法院也得命令行為人負擔律師費261。 

上述規定在這 31 年來都沒有實質的修正，1989 年的動物用生物藥品 

(veterinary biological product) ，以及 2009 年的生物藥品，由於設有其他兩種核

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也有擬制侵權規定262，因此有條號的微幅變更263。 

擬制侵權和專利法下的一般侵權不同，由於和專利連結程序密切相關，創造

出了許多特殊的爭議。這些僅在擬制侵權中出現的爭議，大致可以分為管轄、構

成要件與救濟三個類型。 

第一，管轄，應該由侵權行為發生地之法院管轄 (FDA 所在的哥倫比亞聯邦

地方法院)，還是應該由 505(b)(2)/ANDA 申請人之住所地法院管轄？第二，在構

                                                 

260
 35 U.S.C. § 271(e)(2) (1984) 

It shall be an act of infringement to submit an application under section 505(j) of 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or described in section 505(b)(2) of such Act for a drug claimed in 

a patent or the use of which is claimed in a patent, if the purpose of such submission is to obtain 

approval under such Act to engage in the commercial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a drug claimed 

in a patent or the use of which is claimed in a patent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such patent. 

261
 35 U.S.C. § 271(e)(4) (1984)  For an act of infringement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 

"(A) the court shall ord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any approval of the drug involved in the 

infringement to be a date which is not earlier than the date of the expiration of the patent which 

has been infringed, 

"(B) injunctive relief may be granted against an infringer to prevent the commercial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an approved drug, and 

"(C) damages or other monetary relief may be awarded against an infringer only if there has been 

commercial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an approved drug. 

 

The remedies prescribed by subparagraphs (A), (B), and (C) are the only remedies which may be 

granted by a court for an act of infringement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 except that a court may 

award attorney fees under section 285 

262
 35 U.S.C. §§ 271(e)(2)(B)、271(e)(2)(C) 

263
 在 1984 年時，35 U.S.C. § 271(e)(2)原本單獨規定藥品的擬制侵權，但現在同時規範藥品、

動物用藥品、生物藥品，但藥品部分之內文沒有實質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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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要件方面，行為人的範圍為何？藥品既然尚未被製造出來，又要如何進行侵權

分析？專利是否以登錄橘皮、具有 Paragraph IV 切結者為限？第三，救濟，各種

救濟手段的要件為何？重新指定核准日時，如果涉及其他專屬期，是否可以納入

考慮？本研究以下將依序論述這些問題。 

應先說明，因為篇幅限制，比方間接侵權的適用、不可請求陪審團等，和我

國法制差距較大，以下並未討論。 

第二款 管轄 

美國專利案件的管轄權屬於各州聯邦法院，應該在哪一州提起訴訟便成為了

問題。管轄權問題的實益，除了和便利性 、權利伸張有關264，在專利連結下，

還要考慮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於通知後 45 天內提起的訴訟，若被法院以無管轄

權被駁回，可能會喪失原本觸發的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265，因此實務上也有

同時在數個法院提起訴訟的作法。 

美國審判籍之規定與我國類似，專利連結下的專利訴訟，可以藉由特別審判

籍或普通審判籍，由法院取得管轄，並不互斥。 

第一目 特別審判籍 (Specific Jurisdiction) 

依據侵權行為的特別審判籍，一個專利侵權案件應該是由侵權行為發生地的

法院管轄。但在專利連結的擬制侵權設計下，特別管轄權卻發生了問題。 

                                                 

264
 美國各州的法院對專利權人的態度不同，當事人已非常習慣於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法院。 

265
 “The statute is silent, and the courts have not clarified, whether the patent holder loses its right to 

sue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in the event its suit is dismissed for lack of personal jurisdiction after 

the 45-day period has expired.” Abbott Labs. v. Mylan Pharms., Inc., No. 05C6561, 2006 WL 

850916, at *8 (N.D. Ill. Mar. 28, 2006) see also Pfizer Inc. v. Sandoz Inc., No. 09-742-JJF, 2010 

WL 256548, at *3-4 (D. Del. Jan. 2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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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505(b)(2)/ANDA 申請案的地點，必定是位於美國馬里蘭州的 FDA，若

將提出新藥申請擬制為侵權行為，根據特別審判籍以侵權行為發生地為判斷基準，

美國哥倫比亞聯邦地方法院將會成為類似案件的唯一管轄法院，但是 1999 年的

Zeneca Ltd. v. 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案，卻解釋由於聯邦政府坐落於哥倫比

亞，該法院發展出一套「政府聯繫例外」 (government contacts exception)。「政府

聯繫例外」的由來，是考量若僅因為收送政府資訊，或者向政府申請核准，就因

此使一個爭議由被告的住所/營業所/設立地，拉到聯邦政府所在的哥倫比亞管轄，

是變相處罰被告與政府進行往來，違反憲法保障向政府請願 (petition) 的言論自

由，也將使美國哥倫比亞聯邦地方法院成為「國家超級法院」 (national supercourt)，

並不符合國家政策，而向 FDA 提出新藥申請正好有此例外的適用，因此該法院

並無管轄權266。 

既然的侵權行為發生地無法作為特別審判籍的基礎，原開發藥廠與專利權人

遂將目標轉向提出 505(b)(2)/ANDA 前的其他行為，包含試驗 (testing)、發展 

                                                 

266
 Zeneca Ltd. v. 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173 F.3d 829, 835, 50 U.S.P.Q.2d 1294 (Fed. Cir. 

1999)  

乳癌藥品 Tamoxifen®  的原開發藥廠 Zeneca，是一家於英國設立，並在英國設有主營業所

的外國藥廠，持有第 4,536,516 號藥品有效成分兼使用方法專利，並將其登錄在橘皮書上。

學名藥廠母公司 Mylan Laboratories Inc.在賓夕法尼亞州設有營業所，子公司 Mylan 的設立

地、主營業所所在地都在西維吉尼亞州。1996 年，子公司 Mylan 向坐落於馬里蘭州的 FDA，

提出附帶 Paragraph IV 切結的 ANDA，並依法通知，接下來便是被 Radar 法官戲稱為「管

轄權乒乓球賽」 (jurisdictional ping-pong match) 的一連串過程。 

 

首先，原開發藥廠 Zeneca，向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聯邦法院 (學名藥廠母公司之營業所所在

地)，向學名藥廠 Mylan 提體專利侵權訴訟。但為了訴訟經濟，原開發藥廠 Zeneca 欲將所

有學名藥廠的專利訴訟，都集中到一個法院控管，遂向聲請將該訴訟移送到美國哥倫比亞

聯邦地方法院 (FDA 所在地) 獲准；接著，美國哥倫比亞聯邦地方法院又以「政府聯繫例

外」為由，再度將訴訟移送回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聯邦法院，但最終還是回到了美國哥倫比

亞聯邦地方法院，並就地上訴到美國哥倫比亞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法院解釋，既然 505(b)(2)/ANDA 申請被擬製成一種侵權行為，根據特別管轄籍，原本確實

應該由行為發生地的法院取得管轄，但由於 505(b)(2)/ANDA 申請也同時適用「政府聯繫例

外」，而例外不由該法院取得管轄。最後，案件再度被移送回訴訟一開始的美國賓夕法尼亞

州聯邦法院，並至此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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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以及準備 (preparing) 等，讓法院受理相關案件267，目前法院以特別

審判籍，對核准前訴訟行使管轄權，多是類似的狀況268。 

不過，如果以試驗行為作為管轄法院之認定，由於藥品第三期臨床試驗會在

複數醫院進行，並分散全國各地，原開發藥廠還是會選擇較有利的法院提告，或

許值得檢討。我國之前也有類似的案例269。 

第二目 普通審判籍 (General Jurisdiction) 

在 1999 年的 Zeneca 案以後，大多數專利連結下的侵權訴訟，是以普通審判

籍確定管轄法院。在比較正常的狀況下，原開發藥廠會到 505(b)(2)/ANDA 申請

人的公司設立地、主營業所所在地的聯邦地方法院，提起專利侵權訴訟，法院以

普通審判籍行使管轄權。 

有問題的地方在於，如藥廠在某一特定區域有實質營收  (substantial 

revenue) ，該地的聯邦地方法院也可以依普通審判籍行使管轄權，之前在通知內

容的章節中介紹過的 In re Cyclobenzaprine HCL 案就是一例 270 ，在

                                                 

267
 Pfizer Inc. v. Synthon Holding, B.V., 386 F.Supp.2d 666 (M.D.N.C. 2005)  

Synthon Holding 擁有 20 多個子公司，其中一個便是設立地、主營業所所在地都在北卡羅萊

納州的學名藥廠 Synthon Pharma。在 2002~2004 年間，學名藥廠 Synthon Pharma 負責所有

申請 ANDA 的準備工作，包含與集團內的 Synthon Research 締約，並聯絡、協調、監督 ANDA

所申請藥品的製造與臨床試驗，並且全部在北卡羅萊納州進行。 

 

2004 年，為了讓將來 ANDA 相關專利訴訟，能在維吉尼亞州進行，Synthon Holding 在維吉

尼亞州新設了另一子公司 Synthon Labs，負責所有 ANDA 的申請，經費則由集團內的其他

公司支應。 

 

原開發藥廠 Pfizer 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聯邦地方法院，同時向母公司 Synthon Holding、子

公司學名藥廠 Synthon Pharma、子公司 Synthon Labs 提起專利侵權訴訟。法院認為，由於

ANDA 所有的準備工作都在北卡羅萊納州，因此得以特別審判籍行使管轄權。 

268
 Intendis, Inc. v. River's Edge Pharm., LLC, 2011 WL 5513195  (D.N.J., 2011)、 

Pfizer Inc. v. Apotex, Inc., 2009 WL 2843288, (D. Del. 2009) 也有類似見解 

269
 見第五章第二節的武田 v. 健亞案 

270
 In re: Cyclobenzaprine Hydrochloride Extended Release Capsule Patent Litigation, 693 

F.Supp.2d 409 (D. De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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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b)(2)/ANDA係外國藥廠的狀況中更是特別常見，連台灣藥廠都榜上有名271。

這種解釋，讓原開發藥廠得以隨意選擇法院，畢竟藥品的販賣範圍往往遍及美國

各州，幾乎每個州的聯邦法院都可能是管轄法院。 

不過，2014 年最高法院在 Daimler A.G v. Bauman 案中，對普通審判籍加以

限制，尤其是單純以實質營收做為審判籍基礎的解釋，被法院予以否定，因此未

來訴訟將會逐漸回歸公司設立地、主營業所所在地 272。至於外國藥廠提出

505(b)(2)/ANDA 的情形，則面臨無法院管轄的窘境，雖然有論者主張，在無其

他法院得管轄的前提下，應該回歸由美國哥倫比亞聯邦地方法院管轄273，但後續

發展仍有待觀察。 

第三目 管轄權與擬制侵權之成立，係屬二事 

由於最高法院、CAFC 在解釋擬制侵權時，多強調讓法院快速取得管轄權的

功能，導致部分地方法院誤把 35 U.S.C. § 271(e)(2) 當作管轄權的法源，並將「成

立擬制侵權」當作是法院取得管轄權的前提274，這種見解目前已不再適用。 

CAFC 在 2012 年 AstraZeneca Pharm. v. Apotex Corp.案中說明，只要原告以

登錄專利，依據 35 U.S.C. § 271(e)(2)主張擬制侵權，法院便能夠以 28 U.S.C. § 

1338 作為法源，直接行使聯邦法院對專利爭端的管轄權，不需要考慮擬制侵權

                                                 

271
 Kowa Co. v. Orient Pharma Co., l:14-cv-02759 (S.D.N.Y. Apr. 17, 2014) 

272
 案件事實和藥品沒有關係，不過由於對普通審判籍的衝擊，將大大改變目前藥品訴訟。 

Daimler A.G v. Bauman,134 S. Ct. 746 (2014) 

273
 Eric H. Weisblatt & A. Claire Frezza, Who to Sue and Where in ANDA Litigation: Personal 

Jurisdiction Post-Daimler, Food & Drug Law Journal, Vol. 69, No. 3., p.7 (August 2014) 

274
 “Consistent with Allergan, we conclude that the district court erred in holding that its jurisdiction 

hinged on whether AstraZeneca asserted a “valid” claim under § 271(e)(2). AstraZeneca alleged 

that the Appellees' ANDA filings infringed its listed patents under § 271(e)(2), and nothing more 

was required to establish the district court's 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pursuant to § 

1338(a).”AstraZeneca Pharm. v. Apotex Corp., 669 F.3d 1370 (Fed. Ci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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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是否成立275。同年，最高法院也在 Caraco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Ltd. v. 

Novo Nordisk 案中肯定這樣的見解276。 

第三款 構成要件 

如之前所述，35 U.S.C. § 271(e)(2) 規定，當一個藥品或其使用方法被專利

所涵蓋，以在專利屆滿前進行商業製造、使用、販賣上述藥品而取得上市核准為

目的，依據 FD&C Act 提出 505(b)(2) 或 505(j) 申請案之行為，是一種專利侵權

行為。本章節將討論這種特別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爭議。 

第一目 行為人 

專利連結下的擬制侵權，指的是針對一個藥品本身或其使用方法被專利所涵

蓋之藥品，以在專利屆滿前進行商業製造、使用、販賣上述藥品而取得上市核准

為目的，依據FD&C Act提出 505(b)(2) 或 505(j) 申請案之行為277。雖然理論上，

                                                 

275
 “the requirements for jurisdiction in the district courts are met once a patent owner alleges that 

another's filing of an ANDA infringes its patent under § 271(e)(2), and this threshold 

jurisdictional determination does not depend on the ultimate merits of the claims.”AstraZeneca 

Pharm. v. Apotex Corp., 669 F.3d 1370 (Fed. Cir. 2012) 

276
 “Novo now contends that the federal courts lost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over this 

infringement action (including the counterclaim) at the moment Caraco filed its section viii 

statement. On Novo's theory, such a statement (unlike a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does not count 

as an act of infringement under the patent statute, see 35 U.S.C. § 271(e)(2)(A), and so cannot 

provide a jurisdictional basis for the suit. But that argument is wrong even assuming (as Novo 

contends) that Caraco's section viii filing terminated its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and that a 

section viii filing is not an act of infringement. The want of an infringing act is a merits problem, 

not a jurisdictional one. Nothing in the section of the statute defining certain filings as acts of 

infringement suggests anything to the contrary. And ‘we are not inclined to interpret statutes as 

creating a jurisdictional bar when they are not framed as such.’ Stern v. Marshall, 131 S.Ct. 2594, 

2607, 180 L.Ed.2d 475 (2011). In the absence of such a bar, the federal courts have jurisdiction 

over this suit for a single, simple reason: It ‘ar[ose] under a[n] Act of Congress relating to patents.’ 

28 U.S.C. § 1338(a).”  Caraco Pharm. Labs., Ltd. v. Novo Nordisk, 132 S. Ct. 1670, 1680 (2012) 

277
 35 U.S.C. § 271(e) (2)  It shall be an act of infringement to submit—   (A) an application 

under section 505(j) of 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or described in section 

505(b)(2) of such Act for a drug claimed in a patent or the use of which is claimed in a patent,…if 

the purpose of such submission is to obtain approval under such Act to engage in the commercial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a drug, veterinary biological product, or biological product claimed in 

a patent or the use of which is claimed in a patent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such patent.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9 

只有 505(b)(2)/ANDA 申請人才是擬制侵權的當事人，但在美國承認間接侵權的

情況下，如果「積極參與」 (actively involved) 505(b)(2)/ANDA 申請文件的準備，

很可能在擬制侵權下被視為申請人278。 

另外，如果作為 505(b)(2)/ANDA 申請人之代理人 (agent) ，並在核准後可

因為製造、進口、經銷、銷售而獲利者，也可能被視為申請人，而成為訴訟的被

告279。由於包含台灣在內的外國藥廠，通常會將美國的 505(b)(2)/ANDA 申請工

作，交由美國籍的合作夥伴處理，因此要特別注意。 

第二目 系爭藥品 

在擬制侵權中，原告的舉證責任與一般的專利侵權並無兩致，最大的差別在

於：用來進行侵權比對的藥品不明。505(b)(2)/ANDA 所申請的藥品範圍過廣，

而實際將銷售的藥品又還沒被製造出來280，在申請前使用的試驗用藥品、樣品，

又不一定和實際將銷售的藥品相同281，更別提在申請過程中發生變更的可能性，

究竟該以何者作為侵權分析基礎，遂成為訴訟中的重要爭點之一。 

根據美國實務，擬制侵權的分析以「核准後可能銷售的藥品」(the product that 

is likely to be sold following FDA approval) 為基準282，應考量所有相關證據283。

                                                 

278
 Cephalon, Inc. v. Watson Pharmaceuticals, Inc., 2009 WL 1838352, *7 (D. Del. 2009)；In re 

Rosuvastatin Calcium Patent Litigation, 703 F.3d 511, 527-29, 105 U.S.P.Q.2d 1437 (D. Del. 

2008), aff'd, 703 F.3d 511, 528-29, 105 

279
 Wyeth v. Lupin Ltd., 505 F. Supp. 2d 303, 306–07 (D. Md. 2007) 

280
 ” The only difference in actions brought under § 271(e)(2) is that the allegedly infringing drug 

has not yet been marketed and 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infringement must focus on what the 

ANDA applicant will likely market if its application is approved, an act that has not yet occurred.” 

Glaxo Inc. v. Novopharm Ltd., 110 F.3d 1562, 1569 (Fed.Cir.1997). 

281
 舉個比方，隨著臨床試驗的結果不同，很可能有部分劑量、適應症、使用方法無法取得核

准，仿單也會跟著改變。另外，申請後、核准前的藥品變更也十分常見。 

282
 “even if the biobatch fall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laims, the Act specifically indicates that such 

actions by Elan cannot constitute infringement. In addition, the focus of the infringement inquiry 

under 35 U.S.C. § 271(e)(2)(A) is on the product that will be sold after the FDA's approval of the 

ANDA, see Glaxo, 110 F.3d at 1569, 42 USPQ2d at 1263, not on the biobatch that is produc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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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若 505(b)(2)/ANDA 申請內容明確到足以釐清侵權問題，則其證據能力將

優先於其他證據而適用284；反過來說，若 505(b)(2)/ANDA 申請範圍並未明確到

足以釐清侵權問題，則法院得採用原告所提出的其他相關證據，包含製程、切結、

樣品、生物相等性試驗資料等285。另外，如果 505(b)(2)/ANDA 在申請後核准前，

有進行變更，法院有權採用變更後的申請案內容，作為擬制侵權的判斷基礎，無

論該變更是否於訴訟中進行。 

不過， CAFC 對於「505(b)(2)/ANDA 是否明確」的判斷標準，似乎還有待

發展，並直接影響其他證據的採納可能性。在 2013 年的 Sunovion Pharmaceuticals, 

Inc. v. Teva Pharmaceuticals, Inc.案中，CAFC 認為 ANDA 申請範圍既然和專利有

所重疊，就直接成立擬制侵權，無視 ANDA 申請人的樣品，並沒有落入專利申

請範圍的事實，也忽略了學名藥廠之所以無法在 ANDA 申請案中增加限制，是

因為 FDA 的拒絕286；但在 2014 年的 Ferring B.V. v. Watson Laboratories, Inc.-Fla

案中，CAFC 卻又認為 ANDA 申請範圍與專利申請範圍僅一部份重疊，尚不足

以直接論斷擬制侵權，故進一步檢視其他相關證據，以釐清「核准後可能銷售的

藥品」是否侵犯專利287。 

如果我國希望在引進核准前專利爭短解決程序時，一併引進擬制侵權的概念，

那系爭藥品界定的問題，就會快速浮出檯面，美國目前的實務，已經釐清了一部

                                                                                                                        

facilitate FDA approval.” Bayer AG v. Ela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Corp., 212 F.3d 1241 

(Fed.Cir.2000) 

283
 Glaxo, Inc. v. Novopharm, Ltd., 931 F.Supp. 1280 (E.D.N.C. 1996) , Glaxo, Inc. v. Novopharm, 

Ltd., 110 F.3d 1562 (Fed.Cir.1997) 

284
 “Here, however, the ANDA directly addresses the question of infringement; it recites that the 

SSA of Elan's drug will be 5 m2/g or above. Thus, we have before us an ANDA specification that, 

in the words of Glaxo, describes a ‘well-defined com-pound,’ and thus ‘the ultimate question of 

in-fringement is ... straightforward.’Elan's biobatch does not control the issue of infringement.” 

Bayer AG v. Ela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Corp., 212 F.3d 1241 (Fed.Cir.2000) 

285
 Id. 

286
 Sunovion Pharmaceuticals, Inc. v. Teva Pharmaceuticals, Inc., 731 F.3d 1271 (Fed.Cir.2013) 

287
 Ferring B.V. v. Watson Laboratories, Inc.-Fla, 764 F.3d 1382 (Fed Ci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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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問題，並確立了 505(b)(2)/ANDA 內容做為證據的重要性，值得我國參考，

但應該盡快建立「申請內容是否明確」的統一判斷標準。 

第三目 系爭專利 

擬制侵權在專利上最主要的爭點，在於專利是否要進行登錄，並且是

Paragraph IV 切結的標的？ 

如之前所述，35 U.S.C. § 271 (e)(2) 規定，當一個藥品或其特定使用方法被

專利所涵蓋，以在專利屆滿前進行商業製造、使用、販賣上述藥品而取得上市核

准為目的，依據 FD&C Act 提出 505(b)(2) 或 505(j) 申請案之行為，是一種專利

侵權行為288。 

支持擬制侵權以登錄、Paragraph IV 為前提者，認為依據 1984 年 HWA 的設

計，擬制侵權的解釋應該和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一樣，配合登錄、切結之規

定，只有在專利被登錄在橘皮書、且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而欲在專利屆滿前依

FD&C Act 取得 505(b)(2)/ANDA 藥品上市核准，才會適用擬制侵權289。 

認為即使沒有登錄、沒有 Paragraph IV 切結，擬制侵權仍有可能成立者，也

有自己的論點。第一，35 U.S.C. § 271 (e)(2)的文義，確實沒有明確要求登錄、

Paragraph IV 切結；第二，擴大擬制侵權的範圍，符合多方利益。比方對於原開

發藥廠而言，可以減輕傳統防止侵害請求權的舉證責任，直接以 505(b)(2)/ANDA

                                                 

288
 It shall be an act of infringement to submit an application under section 505(j) of 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or described in section 505(b)(2) of such Act for a drug claimed in 

a patent or the use of which is claimed in a patent, if the purpose of such submission is to obtain 

approval under such Act to engage in the commercial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a drug claimed 

in a patent or the use of which is claimed in a patent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such patent. 

289
 Shashank Upadhye, There's a Hole in My Bucket Dear Liza, Dear Liza: The 30-Year 

Anniversary of the Hatch-Watchman Act: Resolved and Unresolved Gaps and Court- Driven 

Policy Gap Filling, 40 Wm. Mitchell L. Rev. 1307, 1338 (2014), available at 

http://open.wmitchell.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587&context=wmlr (last visited 

2015.8.25) 

http://open.wmitchell.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587&context=wm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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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請內容作為侵權比對基礎，且若勝訴，除了永久禁制令以外，還多了法院重

新指定核准日的雙重救濟；對 505(b)(2)/ANDA 申請人而言，即使專利沒有被登

錄，還是能盡早釐清專利爭端，以免在取得核准並上市以後，再度遭受原開發藥

廠、專利權人的訴訟騷擾，承擔高額損害賠償風險；對法院而言，可以一次性、

提早地解決未登錄專利爭端，減少兩階段訴訟的發生290。這種說法其實很有問題，

兩階段訴訟是專利連結制度的先天特性，當事人也不見得樂意進行訴訟，並不是

擴張擬制侵權範圍的理由。美國地方法院的見解非常分歧，和之前所介紹的管轄

權誤解有很大關係291，本研究以下的介紹，以二審管轄法院 CAFC 為主。 

一、 未登錄/登錄遲延之專利 

505(b)(2)/ANDA 申請人沒有 Paragraph IV 切結，卻還可以取得上市核准的第

一種狀況，是最為單純的類型，即 505(b)(2)/ANDA 提出申請期間，特定專利並

沒有被登錄到橘皮書上，不可能也不需要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或者雖然有專

利登錄，但是係屬登錄遲延，505(b)(2)/ANDA 在法律上並沒有切結的義務292。 

美國實務上，CAFC 與最高法院，都未直接處理過類似問題，但在數個介紹

專利連結制度的判決中，都將 Paragraph IV 切結描述為 35 U.S.C. § 271(e)(2) 的

                                                 

290
 Id. at 1341 

291
 許多地方法院誤以為若不成立擬制侵權，就無法取得管轄權，因此對擬制侵權的構成要件

解釋非常寬鬆，認為 Paragraph IV 並非必要，希望讓未登錄專利、已登錄但未切結的專利，

都能使用早期訴訟釐清專利爭議。 

292「登錄遲延」指不符合登錄時點規定之專利。在 505(b)(2)/ANDA 申請期間，原開發藥廠因

為藥品變更、專利權期間變更、新專利公告等情事，而於 30日內進行登錄者，505(b)(2)/ANDA

仍有切結、通知的義務，當然也會成立擬制侵權，但沒有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適用。

但應該注意的是，505(b)(2)/ANDA 申請人也可以自願切結、通知，不過例外地得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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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要件293，因此實際處理過相關問題的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多認為未登錄/登

錄遲延之專利，無法成立擬制侵權294。 

二、 舊抗生素藥品專利 

505(b)(2)/ANDA 申請人沒有 Paragraph IV 切結，卻還可以取得上市核准的第

二種情況，是舊抗生素藥品。抗生素藥品在 1984 年時，並不是以 FD&C Act 管

制，因此不適用專利連結的規定，直到 1997年的 FDA現代化法案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odernization Act, FDAMA) 後，新抗生素藥品才納入 FD&C Act

下控管。 

由於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則，1997 年 FDAMA 修法前的舊抗生素藥品，仍

然不適用專利連結的規定，因此沒有橘皮書專利登錄的問題。針對上述舊抗生素

藥品提出 505(b)(2)/ANDA 的申請人，當然也不需要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通

知，也沒有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180 天專屬期的適用。問題在於，1997 年

以後，針對上述舊抗生素藥品提出 505(b)(2)/ANDA 的申請人，是否會成立擬制

侵權？ 

令人意外的是，美國法院確實曾判決舊抗生素藥品成立擬制侵權295，主要理

由有二：第一，擬制侵權的法條文義，原本就未明確要求專利登錄與 Paragraph IV

切結；第二，法院認為擬制侵權與試驗免責係衡平設計，根據 1984 年 HWA、1997

年 FDAMA 的意旨，不應該讓舊抗生素藥品在享受試驗免責的同時，卻不需要

                                                 

293
 Bristol-Myers Squibb Co. v. Royce Labs., Inc., 69 F.3d 1130 (1995);  

Eli Lilly and Co. v. Medtronic, Inc., 496 U.S. 661, 678 (1990);  

aaiPharma Inc. v. Thompson, 296 F.3d 227, 232 (Fed.Cir.2002) 

294
 Abbott Labs. v. Zenith Labs., Inc., 934 F. Supp. 925, 936 (N.D. Ill. 1995) ,  

Eisai Co., Ltd. v. Mutual Pharmaceutical Co., Inc., 2007 WL 4556958 (D.N.J. 2007) 

295
 Glaxo Group. Ltd. v. Apotex, Inc., 376 F.3d 1339, 1343-44 (Fed. Cir. 2004), Teva Pharm. USA, 

Inc. v. Abbott Labs., 301 F. Supp. 2d 819, 829 (N.D. Il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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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成立擬制侵權，受法院管轄的不利益296。不過，隨著舊抗生素藥品的數量減

少，類似爭議也已經有十數年未再出現。 

三、 Section viii 聲明 

505(b)(2)/ANDA 申請人沒有 Paragraph IV 切結，卻還可以取得上市核准的第

三種狀況，是 Section viii 聲明。如之前所介紹， 1984 年 HWA 特別考慮對照藥

品可能有複數的使用方法，而 505(b)(2)/ANDA 申請的內容，可能僅就對照藥品

的一部份使用方法請求核准，而迴避特定的藥品使用方法專利，故特別在

Paragraph IV 切結以外，制定 Section viii 聲明這個第二選項，免除掉專利連結的

其他程序，包含切結、通知、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以及 180 天專屬期。由

於判斷簡單，是目前 FDA 唯一較積極介入的切結類型。 

問題在於，505(b)(2)/ANDA 申請人的 Section viii 聲明，既然與 Paragraph IV

切結有別，能否豁免擬制侵權的影響？ 

在 2003 年的 Warner-Lambert Co. v. Apotex Corp.案中，CAFC 說明只有在 (1) 

專利經登錄、(2) 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經 FDA 核准，且 (3) 為 505(b)(2)/ANDA

的申請標的，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希望在專利屆滿前上市的狀況下，才有可

能成立使用方法的擬制侵權，缺一不可。若登錄的使用方法專利，根本沒有涵蓋

經 FDA 核准的適應症，則不成立擬制侵權，甚至有不當登錄的嫌疑 (實際上確

實是)。如果允許非核准使用方法專利成立擬制侵權，將給予原開發藥廠過多的

權利，並違反 HWA 加速學名藥上市的目的與架構297。應該注意的是，Paragraph 

                                                 

296
 Teva Pharm. USA, Inc. v. Abbott Labs., 301 F. Supp. 2d 819, 829 (N.D. Ill. 2004) 

297
 “Warner–Lambert's proposed interpretation is inconsistent with both of the stated purposes of 

the Hatch–Waxman Act, and would confer substantial additional rights on pioneer drug patent 

owners that Congress quite clearly did not intend to confer” Warner-Lambert Co. v. Apotex Corp., 

316 F.3d 1348 (Fed. Ci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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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切結與 section viii 聲明在外觀上十分相似，兩者都是主張不侵犯登錄專利，

本案法院在釐清學名藥廠沒有侵犯專利以後，把 Paragraph IV 切結解釋為 section 

viii 聲明，就是一個例子298。 

在 2012 年的 AstraZeneca Pharm. v. Apotex Corp.案中，CAFC 更在之前

Warner-Lambert Co. v. Apotex Corp.案的基礎上，進一步解釋 section viii 聲明的設

計，既然允許 505(b)(2)/ANDA 在申請案中刪除被專利所涵蓋的使用方法，免除

專利切結的適用，沒道理在這種根本不可能侵犯專利的 505(b)(2)/ANDA 上 ，適

用擬制侵權的規定299。 

因為上述美國實務的見解，原開發藥廠以擬制侵權為由，控告以 Section viii

聲明迴避登錄專利的 505(b)(2)/ANDA 申請人，大多以失敗告終。 

第四款 勝訴可獲得之救濟 

若擬制侵權成立，其救濟手段包含： (1) 法院應重新指定藥品之上市核准

日，且不得早於專利之屆滿日；(2) 法院得核發禁制令，限制該核准藥品之商業

製造、使用、販賣；(3) 如果行為人進行商業製造、使用、販賣，則可請求損害

賠償。另外，法院也得命令行為人負擔律師費300。 

                                                 

298
 “Although formally labeled as a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we note that Apotex's statement 

with respect to the neurodegenerative method patent was effectively a statement of non-applicable 

use pursuant to 21 U.S.C. § 355(j)(2)(A)(viii).” Warner-Lambert Co. v. Apotex Corp., 316 F.3d 

1348,1361 (Fed. Cir. 2003) 

299
 “the Act allows generic manufacturers to limit the scope of regulatory approval they seek—and 

thereby forego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and a § 271(e)(2) infringement suit—by excluding 

patented indications from their ANDAs. We see no reason why those provisions would, on the 

one hand, foreclose § 271(e)(2) liability if an ANDA excludes a patented but unapproved use as in 

Warner–Lambert, and yet, under otherwise identical circumstances, allow AstraZeneca to pursue 

§ 271(e)(2) claims based on the patented, FDA-approved uses that were carved out in this case.” 

AstraZeneca Pharm. v. Apotex Corp., 669 F.3d 1370, 1379-1380 (Fed. Cir. 2012) 

300
 35 U.S.C. § 271(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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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HWA 的影響，擬制侵權的救濟規定和一般的專利侵權略有不同。從形

式上，重新指定核准日是擬制侵權獨有的救濟手段；從實質上，永久禁制令的核

發、損壞賠償，以及律師費，都和專利連結有所互動，具有獨特的判斷基準。本

研究以下詳述之。 

第一目 重新指定核准日 

在介紹重新指定核准日的救濟手段前，首先要說明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

核准前訴訟的 505(b)(2)/ANDA 申請人，會觸發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上述申

請案在這段期間內只能無法獲得核准301，或者更精準地說，只能取得暫時核准 

(Tentative Approval)，並直到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屆滿後，若法院仍未判決專

利侵權，FDA 會另外發放最終核准函 (final approval letter)，核准始生效力302。 

如果 505(b)(2)/ANDA 申請人被判定擬制侵權，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在核准

前訴訟中獲勝，FD&C Act 在禁制令以外，還提供了一個的極其特殊救濟手段：

重新指定核准日，並對 FDA 發生效力。35 U.S.C. § 271(e)(4) 規定，若擬制侵權

成立，法院「應」指定系爭藥品或動物用生物藥品之核准日，且不得早於所侵犯

專利之屆滿日303，這條規定也被稱為「重定核准日條款」 (Re-Dating Remedy)
304。

21 U.S.C. § 355(j)(5)(B)(iii) 也特別說明，在30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尚未屆滿時，

法院就可以直接重新指定核准日。 

                                                 

301
 21 U.S.C. § 355(j)(5)(B)(iii) 

302
 21 C.F.R. §314.107(b)(3)(v) 

303
 35 U.S.C. § 271(e)(4) For an act of infringement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 

 (A) the court shall ord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any approval of the drug or veterinary biological 

product involved in the infringement to be a date which is not earlier than the date of the 

expiration of the patent which has been infringed, 

304
 Shashank Upadhye, There's a Hole in My Bucket Dear Liza, Dear Liza: The 30-Year 

Anniversary of the Hatch-Watchman Act: Resolved and Unresolved Gaps and Court- Driven 

Policy Gap Filling, 40 Wm. Mitchell L. Rev. 1307 (2014), available at 

http://open.wmitchell.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587&context=wmlr (last visited 

2015.8.25) 

http://open.wmitchell.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587&context=wm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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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果訴訟拖得太久，導致 505(b)(2)/ANDA 申請人「已經」取得上市核准，

重定核准日條款是否還有適用？在 2008年的Ortho-McNeil Pharmaceutical, Inc. v. 

Mylan Laboratories, Inc 案中，CAFC 的 Rader 法官檢視立法歷史，認為即使在

505(b)(2)/ANDA 申請人已經取得上市核准的狀況下，法院還是可以指定一個不

早於專利屆滿日的新的核准日305。這衍生出另一個問題：FD&C Act 並未指示

FDA 應該如何處理核准日衝突，依據 2004 年 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v. 

Thompson 案和 2015 年行政法規草案，FDA 目前採取將 505(b)(2)/ANDA 的最終

核准 (Final Approval) 更改為暫時核准 (Tentative Approval) 的方式處理306。 

另外，重定核准日條款指要求法院所指定的新核准日，不得早於專利屆滿日，

似乎不排除晚於核准日的可能性，但究竟在甚麼情況下會發生呢？兒童用藥非專

利專屬期 (Pediatric Exclusivity)，就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和其他非專利專屬

期從核准日起算不同，兒童用藥非專利專屬期是在非專利專屬期、登錄專利屆滿

後，進一步往後算 6 個月的期間，使 505(b)(2)/ANDA 申請人無法提出申請/取得

                                                 

305
 “Although the statute does not expressly reset the effective date when the 30–month stay expires 

before the patent is found to be infringed or 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granted, the statute, as 

informed by its legislative history, supports the district court's action of resetting the effective date. 

The House Report accompanying the Hatch–Waxman Act explains: ‘[I]n the case where an 

ANDA had been approved, the order would mandate a change in the effective date.’ H.R.Rep. No. 

98–857, at 46 (1984), reprinted in 1984 U.S.C.C.A.N. 2647, 2679…21 U.S.C. § 355 does not 

limit a court's authority to reset for conditions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This provision, directed at 

the FDA, instructs the agency regarding its responsibilities to process an ANDA.” Ortho-McNeil 

Pharmaceutical, Inc. v. Mylan Laboratories, Inc, 520 F.3d 1358 (Fed. Cir. 2008) 

306
 “As the FDA indicates in its decision, Letter 1 at 12 n.10, section 355(e) simply sets out specific, 

not necessarily exclusiv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 FDA must withdraw any ANDA 

approval (whether final or otherwise) after notice and hearing. But the provision does not prohibit 

the FDA from withdrawing approval under other circumstances—or, more precisely, does not 

prohibit the FDA from changing a final into a tentative approval under circumstances different 

from those named in section 355(e). Moreover, the patent remedy statute directs that upon a 

finding of infringement the district court establish a new effective date for approval which is ‘not 

earlier than the date of the expiration of the patent which has been infringed.’ 35 U.S.C. § 

271(e)(4)(A), and the FDA was bound under the district court's order to treat the status of Mylan's 

ANDA under the FDCA “the same as that of other ANDAs blocked from final approval by patent 

or exclusivity rights.’” Mylan Laboratories, Inc. v. Thompson, 389 F.3d 1272 (D.C. Cir. 2004)，見

FDA, supra note 60, at6865-686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8 

上市核准307。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會在重定核准日時，以兒童用藥非專利專屬期

的屆滿日之次日，作為新核准日308，在比較極端的狀況中，即使系爭專利已屆滿

亦然309，但本研究認為，即使非專利專屬期之起算，與登錄專利屆滿日有關，也

不應該在同一訴訟中處理，尤其是在登錄專利屆滿後更是如此，美國也有部分法

院，拒絕把非專利專屬期納入重定核准日的考量中310。 

應該注意的是，在許多案例中，法律強制要重新指定核准日，但法院卻拒絕

核發永久禁制令311，代表許多成立擬制侵權的藥品，可能無法通過 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L.C.案的四要件檢驗312
 (尤其是公眾利益的部分)，但卻能在擬

制侵權中藉重訂核准日的救濟手段，直接獲得排他效力，尤其還是在和公眾利益

如此密切相關的藥品上。綜上，本研究對重訂核准日救濟手段的必要性，抱持懷

疑的態度。 

第二目 禁制令 (排除侵害) 

如果 505(b)(2)/ANDA 申請人被判定擬制侵權，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在核准

前訴訟中獲勝，FD&C Act 給予的第二種救濟手段是永久禁制令。35 U.S.C. § 

                                                 

307
 視原本的非專利專屬期規定，以 NCE 專屬期為例，就是不得提出申請；以登錄專利為例，

就是不得取得上市核准。見 21 U.S. C § 355a 

308
 Wyeth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2010 WL 3211126, *3–*4 (D.N.J. 2010);  

Alcon, Inc.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2010 WL 3081327, *1 (D. Del. 2010) 

309
 In re Omeprazole Patent Litigation, 536 F.3d 1361, 1367–69, (Fed. Cir. 2008);  

AstraZeneca AB v. Impax Laboratories, Inc., 490 F. Supp. 2d 368 (S.D. N.Y. 2007);  

Apotex Inc. v. U.S. Food and Drug Admin., 508 F. Supp. 2d 78 (D.D.C. 2007) 

310
 Roche Palo Alto LLC v. Apotex, Inc., 526 F. Supp. 2d 985 (N.D. Cal. 2007) 

311
 Alcon, Inc.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2010 WL 3081327, *1 (D. Del. 2010) 

312
 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L.C., 547 U.S. 388 (2006) 

四要件分別是：（1）原告已遭受不可回復之損害 (irreparable injury)」；（2）其他可用的救濟

方式無法適當地填補原告所受損害；（3）原被告雙方利益之衡平；（4）核發永久禁制令不

會危及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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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e)(4) 規定，若擬制侵權成立，法院「得」針對侵權者核發禁制令，以防止

侵權者在美國進行商業製造、使用、販售或進口侵權藥品313。 

重定核准日和禁制令的效果十分接近，都可以達成排他的效果，但前者所限

制的對象是 FDA，使 505(b)(2)/ANDA 申請人不能取得上市許可；後者所限制的

對象是侵權人，使侵權者不能進行傳統的專利侵權行為，還是有差別。 

以禁制令是一般專利侵權中最主要的救濟手段，雖然在本章節中，擬制侵權

在專利、用以進行侵權比對的產品、行為等面向上有其特殊性，但在是否核發禁

制令這方面，和一般專利侵權沒有差別。並非擬制侵權成立，原開發藥廠就一定

可以取得禁制令，其核發仍然有四要件檢驗的適用 (勝訴可能性、聲請之准駁對

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將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雙方損害之程度、對公眾利益之

影響)
314。 

當然，禁制令與重定核准日兩個救濟手段間，並不互斥315。只是既然專利權

人已經藉由重新指定核准日，從根本上排除 ANDA 申請人獲得核准，多不會再

另外聲請永久禁制令。 

                                                 

313
 35 U.S.C. § 271(e)(4) For an act of infringement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 

(B) injunctive relief may be granted against an infringer to prevent the commercial manufacture, 

use, offer to sell, or sale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a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n 

approved drug, veterinary biological product, or biological product, 

314
 “Pfizer's argument that this case makes ‘clear that § 271(e)(4) (B) and § 283 are not the same’ is 

true, but immaterial to the resolution of this issue. Of course these provisions are differentthat is 

just an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the statute. The fact that these two provisions are dissimilar, 

however, doesn't mean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in all respects. The main differences here lie in 

when and to what inventions these provisions apply. While § 283 is general in application, § 

271(e)(4)(B) applies in specific cases, as noted above. More importantly, though, is that § 

271(e)(4)(B) limits the scope of the injunction, not whether the injunction is governed by eBay.” 

Pfizer Inc. v. Apotex Inc., 2010 WL 3087458 (N.D. Ill. 2010) 

315
 “Defendants contend that Plaintiffs cannot be irreparably harmed because the Court's January 24 

Order prohibits the FDA from approving their ANDAs until the expiration of Plaintiffs' patents; 

therefore, Defendants argue, they cannot put their unapproved drugs on the market. However, the 

Court's January 24 Order is not an adequate remedy, as it binds only the FDA, not Defendants. 

Congress would not have provided for both remedies if one was meant to foreclose the 

other.”Allergan, Inc. v. Apotex Inc., 2013 WL 1750757, *4 (M.D. N.C. 2013), vacated on other 

grounds (invalidity), 754 F.3d 952, 970, 111 U.S.P.Q.2d 1245 (Fed. Ci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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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損害賠償 

FD&C Act 給予擬制侵權的第三種救濟手段，是金錢損害賠償。35 U.S.C. § 

271(e)(4)規定，若侵權人確實進行商業製造、使用、販賣或進口系爭藥品，法院

得允許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請求金錢損害賠償316。 

擬制侵權下的損害賠償，和一般專利侵權下的損害賠償沒甚麼差別。事實上，

以一般侵權提起訴訟亦無不可，畢竟這時已經有實際的產品可供比對，也有傳統

的侵權行為，不需要使用較為限縮的擬制侵權，作為請求權的基礎。 

第四目 律師費 

律師費是 FD&C Act 給予擬制侵權的最後一種救濟手段317，授權法院在例外

案件中 (exceptional cases)，讓敗訴的一方支付律師費318。 

直到 2014 年以前，美國法院多以 CAFC 在 2005 年作成的 Brooks Furniture 

Mfg., Inc. v. Dutailier Int'l, Inc.案為基礎319，認為若原告能以明確且令人信服的證

據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證明以下兩種狀況的存在，即可以成立專利

訴訟之例外案件，而有律師費規定的適用：  

                                                 

316
 35 U.S.C. § 271(e)(4) For an act of infringement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 

(C) damages or other monetary relief may be awarded against an infringer only if there has been 

commercial manufacture, use, offer to sell, or sale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a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n approved drug, veterinary biological product, or biological product 

317
 35 U.S.C. § 271(e)(4) For an act of infringement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 

The remedies prescribed by subparagraphs (A), (B), (C), and (D) are the only remedies which 

may be granted by a court for an act of infringement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 except that a 

court may award attorney fees under section 285. 

318
 35 U.S.C. § 285 

The court in exceptional cases may award reasonable attorney fees to the prevailing party. 

319
 Brooks Furniture Mfg., Inc. v. Dutailier Int'l, Inc., 393 F.3d 1378, 1381, (Fed. Ci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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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訴訟標的相關之重大不適當行為 (material inappropriate conduct 

related to the matter in litigation)。比方：故意侵權 (willful infringement)、

專利申請過程中的造假或不當行為 (fraud or inequitable conduct in 

procuring the patent）、訴訟中不當行為 (misconduct during litigation）、

濫訴 (vexatious or unjustified litigation)、違反聯邦民事訴訟法第 11 條之

行為 (conduct that violates Fed.R.Civ.P. 11) 等； 

 訴訟之提起有係出於惡意（subjective bad faith）且在客觀上顯無理由

（objectively baseless） 

撇開所有訴訟的共通狀況，在專利連結下的核准前訴訟中，甚麼樣的案件會

被認為是例外案件？CAFC 在 2008 年的 Takeda Chem. Indus., Ltd. v. Mylan 

Laboratories, Inc.案中，法院曾經以 Paragraph IV 切結、通知的內容與訴訟實際主

張有很大差異，且 505(b)(2)/ANDA 申請人在訴訟中不斷變換見解為由，認為成

立訴訟中不當行為，而有律師費的適用，甚至還進一步加重320。CAFC 在 2000

年的Yamanouchi Pharmaceutical Co. v. Danbury Pharmacal, Inc.案、2004年的Glaxo 

Group Ltd. v. Apotex, Inc.案中，也曾以 Paragraph IV 切結、通知的內容顯無理由， 

505(b)(2)/ANDA 上市申請之提出帶有惡意兩個理由，讓學名藥廠負擔律師費

321。 

                                                 

320
 Takeda Chem. Indus., Ltd. v. Mylan Laboratories, Inc., 549 F.3d 1381 (Fed. Cir. 2008) 

本案中被告有兩家學名藥廠。學名藥廠 Alphapharm 方面，其切結、通知本身，以及當時所

依據的專家意見、先前技術，皆在訴訟中被認為顯無理由，在訴訟中不斷改變主張的行為，

也被認為浪費法院時間；學名藥廠 Mylan 的情況也很類似，在進行切結、通知以前未聘請

法律顧問或徵詢公司法務的意見，並在訴訟中推翻之前通知中之見解，在訴訟中，法院認

為 Mylan 對專利有效性的質疑都過於輕率，且無法為證據所支持。兩家學名藥廠要負擔律

師費，甚至還被加重 (enhancements)。 

321
 “Danbury's misconduct in filing a wholly unjustified ANDA certification and misconduct during 

the litigation that followed warranted the district court's finding that this case was exceptional.” 

Yamanouchi Pharmaceutical Co. v. Danbury Pharmacal, Inc., 231 F.3d 1339 (Fed. Cir. 2000) see 

also Glaxo Group Ltd. v. Apotex, Inc., 376 F.3d 1339, 1350 (Fed.Ci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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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最高法院在Octane Fitness, LLC v ICON Health & Fitness, Inc案中，

進一步放寬律師費適用的可能性與舉證標準。法院認為，只要原告能以優勢證據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證明當事人的實質訴訟地位 (substantial strength 

of a party’s litigating position) 或訴訟過程的不合理 (the unreasonable manner in 

which the case was litigated) 有其特殊性，地方法院得運用其裁量權 (discretion)，

在個案的基礎上，以整體判斷原則 (totality of the circumstance) 來決定該案是否

屬於 35 U.S.C. § 285 的例外案件，而有律師費的適用322。 

由於 Octane Fitness, LLC v ICON Health & Fitness, Inc 案的影響，目前法院允

許原告請求律師費的狀況，正逐漸增多，至於對專利連結下的核准前訴訟是否有

影響，還有待觀察。 

第五款 擬制侵權的既判力與爭點效 

一事不再理 (res judicata)，亦被稱為既判力 (claim preclusion)，指就案件作

出實體終局判決後，在原當事人間不得就同一請求或訴訟原因再次提起訴訟。爭

點效 (issue preclusion) 或附隨禁反言 (collateral estoppel)，則禁止已經在相同當

事人的前次訴訟中確實攻防並做出必要認定的爭點再次起訴。 

假設在核准前訴訟中，法院判決 505(b)(2)/ANDA 申請人於獲得核准後可能

銷售的藥品，確實沒有成立擬制侵權，那在類新藥、學名藥實際上市以後，專利

權人是否還可以依據一般專利侵權的規定，再次就實際販賣的藥品提起訴訟？發

生在先核准前訴訟，又是否對上市後訴訟發生既判力與爭點效？ 

                                                 

322
 “An ‘exceptional’ case, then, is simply one that stands out from others with respect to the 

substantive strength of a party's litigating position (considering both the governing law and the 

facts of the case) or the unreasonable manner in which the case was litigated. District courts may 

determine whether a case is “exceptional” in the case-by-case exercise of their discretion, 

considering the totality of the circumstances” Octane Fitness, LLC v ICON Health & Fitness, Inc, 

134 S Ct 1749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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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美國法院實務，確實曾有專利權人在核准前訴訟主張擬制侵權敗訴後，

又於藥品上市以後以直接侵權再次控告學名藥廠的例子。CAFC 的 Rader 法官認

為，擬制侵權所比對者，係 505(b)(2)/ANDA 的申請內容，但如果核准後的訴訟

中，專利權人所控告的藥品為實際在市場上販售者，確實有可能和當初 FDA 核

准的範圍不同，因此專利權人仍可以依直接侵權提起訴訟，並不受核准前訴訟的

爭點效所影響323。美國學者也認為擬制侵權中，如果比對客體不同，侵權分析的

既判力與爭點效並不拘束核准後的專利訴訟324。 

當然，擬制侵權的侵權比對，雖然不直接拘束核准後的判決，但若實際販售

的類新藥、學名藥確實和當初的 505(b)(2)/ANDA 申請案相同或類似，專利權人

恐怕還是很難勝訴。 

第六款 小結 

第一目 不使用侵權行為地的特別審判籍 

在管轄權方面，1999 年 Zeneca Ltd. v. 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案後325，美

國並不以送件行為作為特別審判籍的判斷基準，但另外允許以送件的準備行為訂

定管轄；另外，大多數的案件是以被告公司設立地/主要營業所所在地的普通審

                                                 

323
 Bayer AG. v. Biovail Corp., 279 F.3d 1340 (Fed. Cir. 2002) 

324
 “the ANDA defines an artificial act of infringement in which the patentee sues based on what the 

ANDA applicant will sell. However, if the patentee fails on this issue (as did Bayer), this does not 

preclude the patentee from suing for infringement based on what the ANDA applicant actually 

sells. The existence of the penalties against the ANDA applicant does not extinguish the patentee's 

right to sue. Furthermore, if the patentee fails in the Hatch- Waxman infringement suit, the 

patentee is not estopped from suing based on what the ANDA applicant actually sells since the 

issues previously litigated, while facially similar, are not the same for the purposes of issue and 

claim preclusion.” Shashank Upadhye, Understanding Patent Infringement under 35 U.S.C. 

271(e): The Collisions Between Patent, Medical Device and Drug Laws, 17 Santa Clara High 

Tech. L.J. 1 (2000). Available at: http://digitalcommons.law.scu.edu/chtlj/vol17/iss1/1 (last visited 

2015.9.14) 

325
 Zeneca Ltd. v. 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173 F.3d 829, 835, 50 U.S.P.Q.2d 1294 (Fed. Cir. 

1999)  

http://digitalcommons.law.scu.edu/chtlj/vol17/is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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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籍，選擇管轄法院。由於最高法院的新判決326，並未提及未於美國設立，又沒

有美國設有主要營業所的外國法人，後續發展還有待觀察。另外，美國長期以來，

有將擬制侵權的成立，作為管轄權前提的誤解，目前已經有所改善，值得參考327。 

第二目 行為人可能不只有申請人 

實際提出 505(b)(2)/ANDA 的行為人，在美國有可能包含協助準備送件文件

的關係企業、其他策略聯盟藥廠328。如果我國打算引進擬制侵權，在尚未承認專

利間接侵權的情況下，應該考慮以明確以掛名 505(b)(2)/ANDA 的申請人為限，

或者如美國般擴大申請人之認定。 

第三目 以擬制的「核准後可能銷售的藥品」作為侵權比對對象 

在擬制侵權的比對客體方面，以「核准後可能銷售的藥品」為基準，並應考

量所有相關證據，原則上優先考量最新的 505(b)(2)/ANDA 申請內容，如果因為

範圍太大，仍無法回答是否侵權的問題，才進一步以樣品、生物相等性試驗資料、

批次製造紀錄等其他證據佐證。不過，若我國要引進擬制侵權，應盡快建立「新

藥申請內容是否明確」的判斷標準，以解決美國目前標準不一的問題。 

第四目 原則上限於登錄、經 Paragraph IV 切結之專利 

                                                 

326
 Daimler A.G v. Bauman,134 S. Ct. 746 (2014) 

327
 AstraZeneca Pharm. v. Apotex Corp., 669 F.3d 1370 (Fed. Cir. 2012);  

Caraco Pharm. Labs., Ltd. v. Novo Nordisk, 132 S. Ct. 1670, 1680 (2012) 

328
 Cephalon, Inc. v. Watson Pharmaceuticals, Inc., 2009 WL 1838352, *7 (D. Del. 2009); In re 

Rosuvastatin Calcium Patent Litigation, 703 F.3d 511, 527-29, 105 U.S.P.Q.2d 1437 (D. Del. 

2008), aff'd, 703 F.3d 511, 528-29, 105; Wyeth v. Lupin Ltd., 505 F. Supp. 2d 303, 306–07 (D. Md.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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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處理未登錄/登錄遲延專利、Section viii 聲明的經驗，本研究認同美

國 CAFC 與最高法院的見解，只有經登錄、為 Paragraph IV 切結標的之專利，才

能主張擬制侵權。 

這種解釋符合專利連結程序建立之目的，也和 HWA 整體的設計較為吻合。

雖然許多地方法院以一次性解決專利爭議為理由，將擬制侵權的構成要件解釋非

常寬鬆，但訴訟兩階段化是專利連結制度的原罪，如果進一步擴張構成要件，讓

原開發藥廠所持有大多數專利，都在核准前提起訴訟，不過就是讓

505(b)(2)/ANDA 申請人進一步被打壓，承擔核准被一再被自動停止核准期拖延

的不利益罷了，無法解決兩階段訴訟所造成的拖延問題。如果我國打算連同擬制

侵權一起引進，美國的 CAFC 的實務見解較值得參考。 

不過，從美國處理舊抗生素藥品專利的經驗，可以了解即使法律明文在特定

藥品種類上，排除專利連結的適用，單獨擬制侵權的部分，還是有可能因法院的

解釋而擴張，本研究認為這是美國立法時的不周全，以及法院早期對侵權的不了

解所致，並不符合 2012 年 CAFC 在 AstraZeneca Pharm. v. Apotex Corp.案中的見

解。如果我國打算將特定藥品種類 (比方：生物藥品、抗生素、中草藥)，排除

在專利連結架構之外，除了登錄、切結、通知、自動停止核准核准期、專屬期的

規定以外，也應明確排除擬制侵權條款的適用。 

第五目 既判力與爭點效，不一定及於未來實際販售的藥品 

從擬制侵權的既判力與爭點效層面，可以了解主張擬制侵權的核准前訴訟，

和主張一般侵權的核准後訴訟有別，尤其是在侵權比對的客體部分，前者係新藥

申請案內容，後者係實際販售的藥品，因此專利權人可以名正言順地進行兩階段

訴訟。換句話說，擬制侵權其實也存在著增加訴訟的可能性，但不能否認的是，

在核准前訴訟敗訴後，專利權人在核准後訴訟中，確實也較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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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目 重訂核准日架空永久禁制令 

在擬制侵權的救濟途徑方面，除了重訂核准日以外，基本上和一般專利侵權

沒有區別。其中，本研究認為，重訂核准日的救濟手段，就是禁止 FDA 核准該

藥品，效力過強且沒有必要性。 

第一個理由，如本研究一再提及的，藥品核准其實和專利侵權問題沒有關係，

即使真的侵權，讓專利的效力及於訴訟當事人為已足，不必要讓民事爭議影響主

管機關核發上市許可的專業考量。光是將專利納入作為藥品審查的主要考量之一，

就有違反比例原則的疑慮，專利連結在國內法層次，藉由與其他對公益有利的制

度一起闖關，在國際法層次又綑綁經貿協議，所以討論才相對稀少，但不代表這

個問題不重要。 

第二個理由，專利權取得實際的排他效力前，都應該經過法院審查。在藥品

這種和國民健康密切相關的產品中，開放這種強過於永久禁制令/防止侵害請求

權的救濟手段，將限制的對象擴張到藥品主管機關，卻剝奪掉美國法院普遍在永

久禁制令所適用，由 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L.C.案建立的四要件檢驗，無

視專利權人損失的嚴重性、雙方利益衡平、社會公益，和現存的專利法制有所衝

突。即使是在我國，法院在准駁防止侵害請求權時，雖然沒有美國的四要件檢驗，

但也要分析專利權人在客觀上日後被侵害之可能性，並說明藥品取得上市核准，

是否會讓上述可能性升高到法律所不容許的範圍。立法者不應該以「防止侵權發

生」或「保護創新」的名義，隨意架空原本該由司法論證、思辨、判斷的問題，

僭越審判專業。 

第三個理由，如前所述，核准前訴訟中的侵權比對產品是擬制出來的，在先

天上誤判的可能性本來就較高。和實際製造的藥品可得特定不同，新藥申請案的

內容不見得能夠直接回答侵權問題，而且很大一部份要遷就對照藥品的描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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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造成誤判，比方：美國 2013 年的 Sunovion Pharmaceuticals, Inc. v. Teva 

Pharmaceuticals, Inc.案，就是明明連之前所使用的試驗用藥品都沒有落入專利，

但法院卻僅憑新藥申請案的內容，就直接禁止學名藥廠取得上市核准，由此可見

其爭議，美國的相關論述也正在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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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45 天期間 

根據 FD&C Act 規定，所謂的 45 天期間 (45-day period)，指收到送件通知

後的 45 天這段時間。45 天期間之目的，是為了讓收到 505(b)(2)/ANDA 申請人

之送件通知的專利權人/原開發藥廠，在這段緩衝期間決定是否提起訴訟329，並

讓雙方有機會就授權與否進行協商。 

在專利連結的架構下，其意義有三：第一，在這段期間 505(b)(2)/ANDA 申

請人有義務通知 FDA 是否有專利訴訟發生，本研究將其稱為「訴訟通知」，以便

和送件通知加以區別；第二，在這段期間內提起的專利訴訟，才能觸發 30 個月

自動停止核准期330，換句話說，是自動停止核准期的構成要件；第三，在 45 天

期間期間屆滿以前，505(b)(2)/ANDA 申請人不得提起確認訴訟331，因此算是確

認訴訟請求權的反面構成要件。 

以下僅先介紹 45 天期間的計算、通知義務，本研究會另外在其他章節介紹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確認訴訟的相關爭議332。 

第一款 期間計算 

現行在 1994 年所制定的 21 C.F.R. § 314.107(f)(1)，規定 45 天期間之起算，

為專利權人/原開發藥廠收到 505(b)(2)/ANDA 申請人之送件通知的次日，往後計

算 45 天屆滿，但若末日為假日，則延長至次一工作日333。1989 年的行政法規草

                                                 

329
 FDA, supra note 56, at 28893。 

330
 21 U.S.C. §§ 355(c)(3)(C)、 355 (j)(5)(B) 

331
 21 U.S.C. §§ 355(c)(3)(D)(i)(I)(aa)、355 (j)(5)(C) (i)(I)(aa) 

332
 見第六節、第七節 

333
 21 C.F.R. § 314.107(f)(2) (199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9 

案，解釋從次日起算的理由，是為了確保每位受通知人，都有完整的 45 天期間

可以考慮是否提起專利侵權訴訟334。 

值得一提的是，現行行政法規和 1989 年草案最大的不同，在於 45 天期間之

起算，同時適用於專利權人、專屬授權人與原開發藥廠。原本的草案中規定，只

要專利權人、同時身為專屬授權人的原開發藥廠，任一方先收到通知，即可開始

起算 45 天期間。不過，在 1994 年的最終版行政法規中，FDA 認同部分藥廠的

評論，認為專利權人、專屬授權人、原開發藥廠間的利益可能不一致，且 FDA

也很難判斷究竟哪一方實際握有專利請求權，遂規定 45 天期間之起算的相關規

定，適用於所有受通知之人335。 

2015 年的行政法規修正草案，並沒有實質變更，只是在文字上有所釐清。

由於複數登錄專利，複數專利權人、專屬授權人 (廣義的專利權人)、原開發藥

廠的情況存在，故 45 天期間也是分別計算336。 

第二款 訴訟通知 

FDA 的主要業務是藥品控管，無暇監控 505(b)(2)/ANDA
 的通知狀況，以及

是否個別在 45 天期間內提起專利侵權訴訟、達成授權協議337。因此 FDA 在行政

法規中，要求專利權人、505(b)(2)/ANDA 主動回報 45 天期間內所發生的訴訟與

協議。 

                                                 

334
 FDA, supra note 56. 

335
 FDA, supra note 34, at 50350。 

336
 Proposed 21 C.F.R. § 314.107(f)(1) (2015) 

337
 “FDA does not have the resources to monitor the numerous court actions that are pending at any 

given time which may affect the date of approval of a 505(b)(2) application or ANDA that is 

otherwise eligible for appr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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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於 1994 年制訂的行政法規，要求 505(b)(2)/ANDA 申請人應「立即」通

知FDA，內容必須包含 505(b)(2)/ANDA申請編號、505(b)(2)/ANDA申請人姓名、

所申請之藥品名稱 (若名稱尚未確定，則應提供藥品有效成分、劑量與劑型)，

並切結專利訴訟被提起的時間、法院及編號。如果 FDA 在 45 天期間屆滿或完成

審查以前，都沒有接到「訴訟通知」，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就不會起算338。如

果專利權人不打算在 45 天期間提起訴訟，FDA 也開放專利權人以制式的聲明，

放棄以訴訟觸發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339。 

應該注意的是，1989 年的行政法規草案中，只允許 505(b)(2)/ANDA 申請人

對 FDA 進行訴訟通知，但為了避免利害衝突的問題，遂在 1994 年開放專利權人

或其代理人，也能進行訴訟通知340。 

2015 年，FDA 在行政法規修正草案中，提議大幅修正訴訟通知的相關規定，

主要是為了提升通知的品質，重點如下：第一，放寬訴訟通知的期限，把原本立

即通知的規定，修改為訴訟發生後的 14 天內以書面通知 FDA
341；第二，訴訟通

知的內容，除了原本 505(b)(2)/ANDA 申請編號、505(b)(2)/ANDA 申請人姓名、

所申請之藥品名稱以外，草案也進一步要求以聲明揭露專利號碼、訴訟編號，以

及法院名稱342；第三，可以進行訴訟通知的主體，在原本 505(b)(2)/ANDA 申請

人、專利權人及其代理人以外，又進一步開放原開發藥廠及其代理人343；第四，

放棄在 45 天內提起訴訟的聲明，除了原本的專利權人、專屬授權人以外，也進

一步開放代理人向 FDA 提出上述聲明344。 

                                                 

338
 21 C.F.R. § 314.107(f)(2) (1994) 

339
 21 C.F.R. § 314.107(f)(3) (1994) 

340
 Id. 

341
 Proposed 21 C.F.R. § 314.107(f)(2)(i) (2015) 

342
 Id. 

343
 Proposed 21 C.F.R. § 314.107(f)(2)(ii) (2015) 

344
 Proposed 21 C.F.R. § 314.107(f)(2)(iii)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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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小結 

由上可知，45 天期間是核准前訴訟最後的關卡，也和送件通知、30 個月自

動停止核准期、確認訴訟息息相關。關於期間的計算，屬於純技術性規定，如果

我國也打算引進這段緩衝時間，可依據我國專利訴訟的準備時間，自行訂定合適

的期間、起算要件。 

另外，先撇開我國是否要引進自動停止核准期、限制確認訴訟等措施，美國

將 45 天期間的訴訟監視義務，轉嫁給訴訟的利害關係人，課予 505(b)(2)/ANDA

申請人訴訟通知義務的同時，也開放專利權人/原開發藥廠進行通知的方式，確

實可以減輕沉重的行政負擔，是值得效法的立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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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 

第一款 概論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 (Automatic 30-Month Stay)，是專利連結架構下其中

一個延遲核准日的設計345，在核准前訴訟發生後，自動延遲 505(b)(2)/ANDA 核

准日，原則上以 30 個月為準。 

FD&C Act 規定，若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在收到通知後的 45 天內，就早於

後續 505(b)(2)/ANDA 送件日而登錄，且為 Paragraph IV 切結標的之專利，提起

專利侵權訴訟，則 FDA 可以在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收到通知後的 30 個月，或

者訴訟當事人對訴訟有拖延/不合作，法院以命令延長/縮短的期間屆滿後，核准

該 505(b)(2)/ANDA 申請346。當然，如果在上述的 45 天期間沒有專利訴訟發生，

就沒有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適用，505(b)(2)/ANDA 可以直接依 FDA 審查

的結果，取得上市核准347。 

另外，在對照藥品取得 5 年 NCE 專屬期的狀況下，如果於專屬期結束的前

一年內，505(b)(2)/ANDA 提出申請，並發生專利訴訟，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

會被延長為對照藥品核准後的 7 又 1/2 年 (即 5 年 + 30 個月)。換句話說，30 個

月自動停止核准期和 NCE 專屬期並不重疊348。 

                                                 

345
 會延遲核准日的設計，除了專利連結架構下的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首位進行 Paragraph 

IV 之 ANDA 申請人的 180 天專屬期，另外還有之前介紹過的非專利專屬期 (5 年 NCE 專屬

期、3 年 NCI 專屬期、7 年罕見疾病藥品/孤兒藥專屬期、6 個月兒童用藥品專屬期等) 

346
 21 U.S.C. §§ 355(c)(3)(C), 355 (j)(5)(B)  

347
 當然，前提是沒有其他非專利專屬期的適用。 

348
 21 U.S.C. § 355(c)(3)(E)，21 U.S.C. § 355 (j)(5)(F) 也有類似規定 

The approval of such an application shall be made effectiv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paragraph 

except that, if an action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is commenced during the one-year period 

beginning forty-eight months after the date of the approval of the subsection (b) application, the 

thirty-month period referred to in subparagraph (C) shall be extended by such amount of time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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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的立法歷史，自動停止核准期的引進本身，就是原開發藥廠和學名

藥廠兩派人馬的互相妥協，原開發藥廠一方面開放學名藥進行引據，一方面希望

能夠加強對特定藥品專利的保護；學名藥廠為了獲得試驗免責、引據等法案優惠，

也願意承受自動停止核准期的不利益349。 

法院認為，自動停止核准期是給予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505(b)(2)/ANDA

申請人雙方，一段釐清專利是否侵權的緩衝時間350。支持者主張，1984 年時的

學名藥廠的規模、資本通常遠小於原開發藥廠，可能無法負擔專利侵權的巨額損

害賠償，進而導致原開發藥廠受償不易，故有必要在專利侵權問題尚未釐清以前，

即防止學名藥廠取得上市核准351。CAFC 也解釋，自動停止核准期具有專利防護

網效果，並同時鼓勵專利權人在無法獲得損害賠償的狀況下，盡早提起訴訟352。

不過，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也同時要求雙方必須配合加速程序的進行。 

                                                                                                                        

any) which is required for seven and one-half years to have elapsed from the date of approval of 

the subsection (b) application. 

349
 “this provision was added by the committee on energy and commerce to accommodate the 

competing concerns of the PMA and the generic manufacturers. the PMA was willing to 

compromise on the provisions of title i of the bill (relating to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procedures (ANDAs)) in exchange for some greater protection of existing human pharmaceutical 

patents. the generic manufacturers, on the other hand, were willing to live with an eighteen-month 

rule because of other provisions of the bill.” H.R. 98-857 (Part II), 98
th

 Cong. 2d Sess (1984) 

350
 “The thirty-month stay serves ‘to create an adequate window of time during which to litigat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 generic will infringe the patented product ....’ “ 

Ben Venue Labs., Inc. v. Novartis Pharmaceutical Corp., 146 F.Supp.2d 572, 579 (D.N.J.2001) 

(citing, generally, 130 Cong. Rec. H9118 (daily ed. Sept 6, 1984) (statement of Rep. Waxman); 

130 Cong. Rec. S10504 (daily ed. Aug. 10, 1984) (statement of Sea Hatch)). 

351
 “In 1984, the supporters of the 30-month stay argued that because generic drug companies were 

small and essentially judgment-proof, the prospect of damages in a patent infringement action 

would not deter infringement by these companies.” Generic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Generic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GPhA) Materials for January 30, 2002 Meeting with FDA (2002)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HowDrugsareDevelopedand

Approved/ApprovalApplications/AbbreviatedNewDrugApplicationANDAGenerics/UCM197646.

pdf (last visited 2015.9.21) 

352
 “The stay provides a safety net and an incentive to patentees who would otherwise not be 

inclined to bring a suit against the generic because at the time the ANDA is filed, the patentee has 

not suffered any economic loss. Where no commercial activity has yet taken place, a patentee 

becomes susceptible to having its patent found invalid or not infringed.”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v.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482 F.3d 1330 (Fed. Cir. 2007)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HowDrugsareDevelopedandApproved/ApprovalApplications/AbbreviatedNewDrugApplicationANDAGenerics/UCM197646.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HowDrugsareDevelopedandApproved/ApprovalApplications/AbbreviatedNewDrugApplicationANDAGenerics/UCM197646.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HowDrugsareDevelopedandApproved/ApprovalApplications/AbbreviatedNewDrugApplicationANDAGenerics/UCM19764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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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開官方的立法理由，從美國習慣將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稱為「自動

臨時禁制令」  (Automatic Preliminary Injunction) 或「自動市場專屬期」 

(Automatic Market Exclusivity)
 353，就可以了解其真正的目的，是架空由法院核

發的暫時禁制令354，迴避了最高法院在 Winter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案所建立的四要件檢驗 (勝訴可能性、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

人是否將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雙方損害之程度、對公眾利益之影響)
355。換句

話說，無論專利的品質多低、損害有多輕微、與公眾利益如何衝突，原開發藥廠

都可以利用自動停止核准期，直接取得 30 個月的排他權，FDA 不對登錄專利進

行審查更是雪上加霜，是專利連結最令人詬病的部分，至今無解356。另外，由於

和 NCE 專屬期共同計算的規定，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也被認為是一種非專利

專屬期的延伸，定位頗為模糊。 

1984 年，HWA 就在 FD&C Act 中，引進了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設計。

不過，當時的構成要件中，並沒有要求專利的登錄必須早於後續 505(b)(2)/ANDA

之申請日，只要原開發藥廠在 505(b)(2)/ANDA 審查期間，設法申請新的專利，

或藉由改變藥品的內容，不斷在橘皮書上登錄新的專利，理論上就可以「無限次

的」觸發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 

                                                 

353
 “This 30-month stay amounts to an automatic preliminary injunction against the generic 

company and FDA…the 30-month stay provision has proven to be a powerful tool for 

brand-name companies, who in essence are able to receive up to two and one-half years of 

automatic market exclusivity as a result of an Orange Book listing.” Generic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supra note 370. 

354
 本文使用「架空」，而非「取代」，是因為美國的核准前訴訟，仍有臨時禁制令的適用，與

自動停止核准期平行存在而不互斥。但實際上，在提起訴訟的前 30 個月，專利權人多只會

依賴自動停止核准期，直到上述期間屆滿以後，專利權人才會轉而聲請臨時禁制令。 

355
 “A plaintiff seeking 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must establish that he is likely to succeed on the 

merits, that he is likely to suffer irreparable harm in the absence of preliminary relief, that the 

balance of equities tips in his favor, and that an injunction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Winter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129 S.Ct. 365 (2008) 

356
 Aidan Hollis, Closing the FDA's Orange Book: Current drug regulations invite abuse of patent 

laws, Regulation 24, p.14-17 (2007) also available at 

http://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serials/files/regulation/2001/12/v24n4-2.pdf (2015.9.12) 

http://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serials/files/regulation/2001/12/v24n4-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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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FTC 在官方報告中，指出原開發藥廠觸發多次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

准期，大幅延遲後續 505(b)(2)/ANDA 取得上市核准，在心血管藥品 Hytrin、抗

憂鬱藥品 Paxil、癌症藥品 Taxol 等幾個暢銷藥品 (Blockbuster)，自動停止核准期

甚至累計達到 60~75 個月之多，數家原開發藥廠在這段獨佔期間，銷售額高達

10 億美金以上，儼然成為嚴重的問題357。 

2003年，美國國會以MMA修正 FD&C Act，要求核准前訴訟中的爭執專利，

登錄時間必須早於後續 505(b)(2)/ANDA 之送件日，才能觸發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

准期358。 

2015 年，FDA 終於提出行政法規修正草案，以落實 2003 年 MMA，並大幅

修正了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45 天期間之規定，包含對新登錄專利的處理、

複數送件通知對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起算的影響、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終

止事由，以及通知 FDA 的時限等359。 

                                                 

357
 FTC , FTC Generic Drug Entry Prior to Patent Expiration , p.49 (2002)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generic-drug-entry-prior-patent-expiratio

n-ftc-study/genericdrugstudy_0.pdf (last visited 2015.1.30) 

358
 21 U.S.C. § 355(c)(3)(C)，21 U.S.C. § 355 (j)(5)(B) 也有類似規定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45 days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notice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b)(3) of this section is received, an action is brought for infringement of the patent that is the 

subject of the certification and for which information was submitted to the Secretary under 

paragraph (2) or subsection (b)(1) of this section before the date on which the application 

(excluding an amendment or supplement to the application) was submitted…” 

359
  FDA, supra note 60, at6859-6869。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generic-drug-entry-prior-patent-expiration-ftc-study/genericdrugstudy_0.pdf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generic-drug-entry-prior-patent-expiration-ftc-study/genericdrugstudy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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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 自動停止核准期相關法規的發展簡史 (作者自行整理)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爭議，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類型：第一，構成

要件，45 天期間之計算方式為何？系爭專利是否要早於後續 505(b)(2)/ANDA 之

送件日？如果訴訟被駁回、Paragraph IV 切結變更，是否還能維持 30 個月自動

停止核准期？第二，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期間如何計算？何時起算？何時

終止？法院在何種狀況下，有權延長、縮短自動停止核准期？和暫時禁制令的關

係為何？本研究將一一介紹。 

第二款 適格要件 

1984 

• FD&C Act / Hatch-Waxman Amendments (21 U.S.C. 355) 

• 專利連結制度建立 

1989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Proposed rule (21 C.F.R. § 314.107) 

• 30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構成要件、期間計算、45天期間的計算、通
知FDA義務 

1994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Final rule (21 C.F.R. § 314.107) 

• 30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構成要件、期間計算、45天期間的計算、通
知FDA義務 

2002 

• FTC Report 

• 批評不當登錄狀況嚴重，要求FDA盡速澄清專利登錄適格要件 

2002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Proposed rule (21 C.F.R. 314.52/314.95) 

• 505(b)(2)/ANDA申請人，不須就申請後所登錄的新專利進行通知 (間
接相關)、終止事由詳細化 

2003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Final rule (21 C.F.R. 314.52/314.95) 

• 505(b)(2)/ANDA申請人，不須就申請後所登錄的新專利進行通知 

(間接相關)、終止事由詳細化 

2003 

• FD&C Act /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21 U.S.C. 355) 

• 早期訴訟中之專利，必須早於505(b)(2)/ANDA送件日而登錄，才能
觸發30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 

2015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Proposed rule (21 C.F.R. § 314.107) 

• 提議落實MMA規定，釐清30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45天期間的計算，
加重通知FDA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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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現行的 FD&C Act，觸發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要件為：(1) 專利權

人在 45 天期間內提起專利侵權訴訟、(2) 訴訟中的系爭專利，為 505(b)(2)/ANDA

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之標的、(3) 訴訟中的系爭專利，其專利資訊的登錄日，

必須早於 505(b)(2)/ANDA 之送件日 (排除更正與修正之送件日)
360。本研究以下

將詳細介紹。 

第一目 45 天期間內提起專利侵權訴訟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第一個要件，是在 45 天期間內有專利侵權訴訟發

生；反之，如果專利權人並未在這 45 天期間，就登錄且附帶 Paragraph IV 切結

專利提起訴訟，當然就不會觸發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但應該注意的是，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由於辨識階段不要求逐項登錄的影響，即使專利權人以和

藥品毫無關聯的請求項提告，仍可以觸發自動停止核准期。 

第二目 Paragraph IV 切結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第二個要件，要求所訴訟的專利必須是

505(b)(2)/ANDA中進行Paragraph IV切結的標的。換句話說，如果訴訟中的專利，

只是 Paragraph I~III 切結/section viii 聲明之標的，或者根本沒有被登錄到橘皮書

上，都不能觸發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 

                                                 

360
 21 U.S.C. § 355(c)(3)(C)，21 U.S.C. § 355 (j)(5)(B) 也有類似規定 

 If the applicant made a certification described in clause (iv) of subsection (b)(2)(A) of this 

section, the approval shall be made effective immediately unless,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45 days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notice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b)(3) of this section is received, an 

action is brought for infringement of the patent that is the subject of the certification and for 

which information was submitted to the Secretary under paragraph (2) or subsection (b)(1) of this 

section before the date on which the application (excluding an amendment or supplement to the 

application) was submitted. If such an action is brought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such days, the 

approval may be made effective upon the expiration of the thirty-month period beginning on the 

date of the receipt of the notice provided under subsection (b)(3) of this section or such shorter or 

longer period as the court may order because either party to the action failed to reasonably 

cooperate in expediting the action, …In such an action, each of the parties shall reasonably 

cooperate in expediting th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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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也解釋，一旦確定在訴訟提起時，505(b)(2)/ANDA 申請人確實對登錄

專利進行了 Paragraph IV 切結，就會觸發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即使事後將

Paragraph IV 切結更改為 Paragraph III 切結/section viii 聲明，也無法立即、直接

終止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361。不過，根據法院實務，若 505(b)(2)/ANDA 申請

人已經撤回/變更 Paragraph IV 切結，多會認為爭議已經不存在 (moot)，而將訴

訟駁回，還是可以間接終止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362。應該注意的是，只要訴

訟中有一個 Paragraph IV 切結專利，即可觸發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363。 

第三目 專利登錄需早於 505(b)(2)/ANDA 之送件日 

在 1984 年~2002 年間，根據 FD&C Act 之規定，即使專利登錄日晚於

505(b)(2)/ANDA 送件日，仍可以觸發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換句話說，只要

在 505(b)(2)/ANDA 提出申請以後，原開發藥廠每次登錄新專利，505(b)(2)/ANDA

                                                 

361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if the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that gave rise to the 30- month stay (or 

71⁄2 years where applicable) is subsequently amended to a statement under § 314.50(i)(1)(iii) or 

§ 314.94(a)(12)(iii) with respect to one or more methods of use, the 30-month stay (or 71⁄2 years 

where applicable) will not be terminated in the absence of a qualifying event under § 

314.107(b)(3).”見 FDA, supra note 60, at6862。 

362
 “In sum, Defendant no longer seeks approval of its ANDA until after expiration of all the 

applicable patents. As such, Defendant cannot sell a drug product under its ANDA that would 

infringe Plaintiffs' patents. Consequently, there is no longer a case or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parties; the matter is moot. The Court lacks jurisdiction to continue this matter, and, therefore, 

grants Defendant's motion to dismiss.” AstraZeneca AB v. Anchen Pharmaceuticals Inc., 2014 

WL 2611488 (D.N.J. 2014) see also Ferring B.V. v. Watson Laboratories, Inc.-Fla, 764 F.3d 1382 

(Fed Cir 2014) 

363
 CAFC認為，這種選擇性提起訴訟的手段，明確違背了HWA加速藥品上市的目的。“By filing 

a lawsuit on only one its five patents certified under paragraph IV in Teva's ANDA, Novartis has 

tried to simultaneously leverage the benefits provided to a patentee under the Hatch–Waxman Act 

and avoid the patentee's accompanying responsibilities. Novartis' '937 patent suit against Teva has 

invoked the statutory automatic 30–month stay and is concurrently insulating the four method 

patents from a validity challenge. In the statute, Congress explicitly required that in exchange for 

the 30–month stay, patentees were to ‘reasonably cooperate in expediting the action’ of whether 

the paragraph IV patents were invalid or not infringed.FN8 21 U.S.C. § 355(j)(5)(B)(iii). 

Novartis' action insulates it from any judicial determination of the metes and bounds of the scope 

of the claims of its four Famvir®  method patents in relation to design-around, a determination 

that is central to the proper function of our patent system and is a central purpose of the 

Hatch–Waxman Act.”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v.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482 

F.3d 1330 (Fed. Ci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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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就要被迫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通知364，經原開發藥廠於 45 天內提告

以後，又可以觸發一個新的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 

根據美國 2002 年 FTC 的調查，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立法漏洞、專利

登錄要件寬鬆，使專利連結遂遭到嚴重濫用。1998 年後，單一藥品上平均登錄

的專利數量增加，在暢銷藥物上甚至可以達到 10個以上365，每次 505(b)(2)/ANDA

申請觸發多次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在暢銷藥品甚至有 5~7 次之多366。但這

些新登錄專利，有很高的比例在進入訴訟後被宣判無效，或者違反登錄要件 (包

裝、製程、中間產物、代謝物專利)。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國會在 2003 年的 MMA 中，一併進行專利連結制度的

大幅修正，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便是立即制止新登錄專利多次觸發 30 個

月自動停止期的濫用行為367。遂在 30 個月自動停止期的要件中，限制於通知後

45 天內提起的核准前訴訟中，其專利必須是 Paragraph IV 切結之標的，登錄還

必須早於 505(b)(2)/ANDA 之的原始送件日368。 

                                                 

364
 505(b)(2)/ANDA申請人也可以進行 Paragraph III切結，等待專利期間屆滿，或者進行 section 

viii 聲明，與專利連結脫鉤，不過後者只適用於藥品使用方法專利，選擇有限。 

365
 近年藥品的登錄專利數量，甚至可以高達 18 個。H.R. REP. 98-857 

FDA, Orange Book, available at  

http://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cder/ob/docs/patexclnew.cfm?Appl_No=206619&Product_

No=001&table1=OB_Rx (last visited 2015.10.14) 

366
 FTC , FTC Generic Drug Entry Prior to Patent Expiration , p.36, 45-46 (2002)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generic-drug-entry-prior-patent-expiratio

n-ftc-study/genericdrugstudy_0.pdf (last visited 2015.1.30) 

367
 “The single 30-month stay provisions are a centerpiece of this legislation, allowing lower-priced 

generic products to enter the market more quickly. As a result, this provision must not be 

construed as requiring an ANDA applicant to file a new application where, before its enactment, 

the applicant would have been allowed to file an amendment or supplement to an existing 

application. Such a construction would run directly contrary to Congress’ intent.” 見 FDA, supra 

note 60, at6862。 

368
 21 U.S.C. §§ 355(c)(3)(C), 355 (j)(5)(B) 

…for which information was submitted to the Secretary under paragraph (2) or subsection (b)(1) 

of this section before the date on which the application (excluding an amendment or supplement 

to the application) was submitted… 

http://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cder/ob/docs/patexclnew.cfm?Appl_No=206619&Product_No=001&table1=OB_Rx
http://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cder/ob/docs/patexclnew.cfm?Appl_No=206619&Product_No=001&table1=OB_Rx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generic-drug-entry-prior-patent-expiration-ftc-study/genericdrugstudy_0.pdf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generic-drug-entry-prior-patent-expiration-ftc-study/genericdrugstudy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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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國會把 MMA 上述的修正稱為「單一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條款」 

(single 30-month stay provisions)，但實際上僅阻絕了以「新登錄專利」觸發多次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態樣，如果是早在 505(b)(2)/ANDA 送件日以前，就已

經登錄在橘皮書上的複數「舊登錄專利」，還是有可能因為 505(b)(2)/ANDA 申請

人多次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而觸發多次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369，並且還

是有行濫用的空間370。FDA 在 2015 年的行政法規修正草案中，只是在法規落實

2003 年的 MMA 的相關規定371。 

第三款 期間計算 

第一目 期間長度 

                                                 

369
 本文舉兩個例子：第一，如之前在切結時點所述，FDA 要求 505(b)(2)/ANDA 變更所申請

之藥品時要重新切結，以現行法來說，曾經有變更外包裝，就要進行切結的案例，目前 FDA

正在修法中，試圖排除這種詭異的狀況；第二，比方在複數專利登錄的狀況，為了減輕財

務上的壓力、尋找商業合作夥伴、進行專利授權協商，或等待其他專利訴訟的結果出爐，

505(b)(2)/ANDA 申請人可能只對一部份登錄專利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另一部分則暫時

進行 Paragraph III 切結/section viii 聲明，先迴避一部份的專利訴訟，接著在核准前適當的時

間點，再將上述 Paragraph III 切結/section viii 聲明，更改為 Paragraph IV 切結，就會再次觸

發一個新的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 

370目前比較令人擔心的情況，是原開發藥廠故意改變配方，強迫 ANDA 申請人也要變更所申

請的藥品內容，被迫重新切結、通知、觸發另一個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FDA, FDA/CDER 

to Covington & Burling LLP (Genzyme Corporation) - Petition Approval, FDA Docket No. 

2010P-0223 (2010) 

http://www.regulations.gov/#!documentDetail;D=FDA-2010-P-0223-0010 (last visited 

2015.10.18) 

371
 Proposed 21 C.F.R. § 314.107(b)(2) (2015) 

Patent information filed after submission of 505(b)(2) application or ANDA. If the holder of the 

approved NDA for the listed drug submits patent information required under § 314.53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505(b)(2) application or ANDA was submitted to FDA, the 505(b)(2) applicant 

or ANDA applicant must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 314.50(i)(4) and (i)(6) and § 

314.94(a)(12)(vi) and (a)(12)(viii) regarding amendment of its patent certification or statement. If 

the applicant submits an amendment certifying under § 314.50(i)(1)(i)(A)(4) or § 

314.94(a)(12)(i)(A)(4) that the relevant patent is invalid, unenforceable, or will not be infringed, 

and complies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 314.52 or § 314.95, the 505(b)(2) application or ANDA 

may be approved immediately upon submission of documentation of receipt of notice of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under § 314.52(e) or § 314.95(e). The 45-day period provided for in 

section 505(c)(3)(C) and (j)(5)(B)(iii) of 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does not 

apply in these circumstances. 見 FDA, supra note 60, at6893。 

http://www.regulations.gov/#!documentDetail;D=FDA-2010-P-0223-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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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的立法歷史，在 1984 年 HWA 最早的版本中，自動停止核准期原

本只有 18 個月，當時美國訴訟所需時間的中位數為 36 個月，故正好佔一半372。

但當時的學名藥廠一派，為了將試驗免責一併納入法案中，在激烈的爭執以後，

同意原開發藥廠一派開出的條件，將自動停止核准期延長為 30 個月373。法院事

後解釋，上述期間延長完全是著眼於原開發藥廠的利益374。 

第二目 起算 

                                                 

372
 “in light of the foregoing, the net effect of the sawyer amendment would have been to 

substantially delay generics from getting onto the market when they seek to challenge the validity 

of a paten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judicial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median 

time between filing and disposition of a patent suit is 36 months. annual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1982, at 253. over ten percent of these cases 

take more than 77 months. thus, a requirement that fda defer generic approval until after a court 

decision of patent invalidity would substantially delay fda approvals. of course, in the event that 

the fda approves a generic because of the expiration of 18 months without a court decision, and it 

is later determined that the patent is valid, the patent owner may still recover damages from the 

generic. therefore, in most cases the bill affords greater protection for patent holders than current 

law.” H.R. 98-857 (Part II), 98
th

 Cong. 2d Sess (1984) 

373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indicates that the thirty-month stay was a hard-won compromise 

between brand-name manufacturers, generics manufactur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he length 

of the stay was the subject of heated debate in the House. 130 Cong. Rec. H24426–31 (Sept. 6, 

1984). Initially, the House version of the bill provided for a stay of just eighteen months. H.R. 

3605, 98th Cong. § 101 (as reported by H. Comm. on the Judiciary, Aug. 1, 1984). The Senate 

version, which ultimately prevailed, described a thirty-month stay. S. 2926, 98th Cong. § 101 

(1984).” Eli Lilly and Co.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557 F.3d 1346 (Fed. Cir. 2009) 

374
 “As Congressman Waxman explained in greater detail: ‘What the 18–month or 30–month issue 

deals with is, should not the litigation be resolved, at what point would we allow the generic 

manufacturer to go on the market with the generic product anyway. The 30–month period is one 

that gave further assurance to the brand-name drug manufacturer that the generic drug 

manufacturer would not put his competitor on the market until that court de-cision came 

through.’130 Cong.Rec. 24,427 (1984). (emphasis added).  

 

It thus appears that the stay period was extended primaril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brand-name drug 

manufacturers who wanted to keep generic competition off the market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By 

contrast, there is no indication that the stay period was extended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first-to-file generic manufacturers with a completely risk-free environment in which to exercise 

their exclusivity. Nor is there any indication that the extension was based on something other than 

a recognition that patent litigation is often complex and could take longer than 18 months to 

resolve in the district court.” Mylan v. Shalala, 81 F.Supp.2d 30 (D.D.C.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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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HWA 在 FD&C Act 新增的規定，僅說明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

起算，是從收到 505(b)(2)/ANDA 申請人的送件通知後開始，十分簡略375。 

雖然 505(b)(2)/ANDA 申請人進行送件通知的對象，包含專利權人及原開發

藥廠，但在原開發藥廠既不是專利權人，也不是專屬授權人的狀況，若適用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相關規定，實在違背為鼓勵專利權人提起訴訟的初衷。現行

在 1994 年訂定的的行政法規，遂規定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之起算，以專利權

人或專屬授權人收到通知之日為已足，並不包含既非專利權人，又非專屬授權人

的原開發藥廠376。另外，若有複數專利存在，505(b)(2)/ANDA 申請人很可能會

在不同的時間點進行數個 Paragraph IV 切結，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起算將

會以最後的 Paragraph IV 切結為準377。 

2015 年的行政法規草案，在這方面並沒有太大的更動，只是澄清在多個專

利權人/專屬授權人存在的情況下，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起算，以其中最晚

收到通知的日期為準378。 

                                                 

375
 21 U.S.C. §§ 355(c)(3)(C), 355 (j)(5)(B) 

…beginning on the date of the receipt of the notice provided under subsection (b)(3) of this 

section… 

376
 21 C.F.R. § 314.107(b)(3)(i)(A)  

…approval may be made effective 30 months after the date of the receipt of the notice of 

certification by the patent owner or by the exclusive licensee (or their representatives) unless the 

court has extended or reduced the period because of a failure of either the plaintiff or defendant to 

cooperate reasonably in expediting the action; or… 

377
 21 C.F.R. § 314.107(b)(4) Multiple certifications. 

If the applicant has submitted certifications under § 314.50(i) or § 314.94(a)(12) for more than 

one patent, the date of approval will be calculated for each certification, and the approval will 

become effective on the last applicable date. 

378
 Proposed 21 C.F.R. § 314.107(b)(3)(i)(A) (2015)  

Except as provided in paragraphs (b)(3)(ii) through (b)(3)(viii) of this section, if, with respect to 

patents for which required information was submitted under § 314.53 before the date on which 

the 505(b)(2) application or ANDA was submitted to FDA (excluding an amendment or 

supplement to the 505(b)(2) application or ANDA), the applicant certifies under § 314.50(i) or § 

314.94(a)(12) that the relevant patent is invalid, unenforceable, or will not be infringed, and the 

patent owner or its representative or the exclusive patent licensee brings suit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within 45 days of receipt of the notice of certification from the applicant under § 

314.52 or § 314.95, the 505(b)(2) application or ANDA may be approved 30 months after the 

later of the date of the receipt of the notice of certification by any owner of the listed patent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3 

第三目 終止 

1984 年國會以 HWA 修訂的 FD&C Act、1994 年制訂的行政法規中，僅簡單

考慮以法院判決作為自動停止核准期的終止事由，如果法院判決專利無效、未侵

權或「無法執行」 (unenforceable)
 379，自動停止核准期將於法院判決日終止；

反之，如果法院判決專利有效且侵權，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將於法院依據 35 

U.S.C. § 271(e)(4) 所重新指定之核准日終止。禁制令則不影響自動停止核准期

380。 

                                                                                                                        

or by the NDA holder who is an exclusive patent licensee (or their representatives) unless the 

court has extended or reduced the period because of a failure of either the plaintiff or defendant to 

cooperate reasonably in expediting the action; or… 

379
 專利無法執行這個中止事由，是由行政法規所解釋而來。如果專利權人在專利取得的過程

中，對 USPTO 有隱匿、提供不實資訊的不正當行為 (inequitable conduct in patenr presecution)，

有可能導致專利無法執行。見 Therasense, Inc. v. Becton, Dickinson and Co., 649 F.3d 1276 

(Fed. Cir. 2011)；21 C.F.R. § 314.107 (b)(3)(ii) (1994) 

…(ii) If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30-month period, or 7 1/2 years where applicable, the court 

issues a final order that the patent is invalid, unenforceable, or not infringed, approval may be 

made effective on the date the court enters judgment… 

380
 21 U.S.C. §§ 355(c)(3)(C), 355 (j)(5)(B) (1984) 

(B) The approval of an application submitted under paragraph (2) shall be made effective on the 

last applicable date determined under the following:… 

(iii) If the applicant made a certification described in subclause (IV) of paragraph (2)(A)(vii), 

the approval shall be made effective immediately unless an action is brought for 

infringement of a patent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the certification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forty-five days from the date the notice provided under paragraph (2)(B)(i) is received. If 

such an action is brought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such days, the approval shall be made 

effective upon the expiration of the thirty-month period beginning on the date of the receipt 

of the notice provided under paragraph (2)(B)(i) or such shorter or longer period as the court 

may order because either party to the action failed to reasonably cooperate in expediting the 

action, except that— 

(I) if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such period the court decides that such patent is invalid or 

not infringed, the approval shall be made effective on the date of the court decision, 

(II) if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such period the court decides that such patent has been 

infringed, the approval shall be made effective on such date as the court orders under 

section 271(e)(4)(A) of title 35, United States Code, or 

(III) if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such period the court grants 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prohibiting the applicant from engaging in the commercial manufacture or sale of the 

drug until the court decides the issues of patent validity and infringement and if the 

court decides that such patent is invalid or not infringed, the approval shall be made 

effective on the date of such court decision. 

In such an action, each of the parties shall reasonably cooperate in expediting th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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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注意的是，所謂法院判決為何？若上訴如何處理？1984 年的法律並未

明文揭示，因此造成很大的爭議。1994 年以後，FDA 曾一度嚴格解釋只有「確

定判決」可以終止自動停止核准期381，由於造成嚴重的爭議，國會遂在 2003 年

的 MMA 中適度放寬，只要地方法院判決就專利無效/未侵權，包含和解命令 

(settlement order) 與合意判決 (consent decree)，都可以終止自動停止核准期，並

不要求一定要是確定判決382,383，但根據 2015 年的行政法規修法草案，在當事人

向 CAFC 聲請院聯席會議重審 (rehearing en banc) 的狀況下，FDA 還是認為只

有正式的命令 (Mandate) 可以終止自動停止核准期384。 

                                                 

381
 21 C.F.R. § 314.107(e) (1994) 

(1) References to actions of “the court” in paragraphs (b) and (c) of this section are to the court that 

enters final judgment from which no appeal can be or has been taken. 

(2) For purposes of establishing the effective date of approval based on a court judgment, the 

following dates shall be deemed to be the date of the final decision of the court on the patent 

issues: 

(i) If the district court enters a decision that the patent is invalid, unenforceable, or not infringed, 

and the decision is not appealed, the date on which the right to appeal lapses. 

(ii) If the district court enters a decision that the patent is invalid, unenforceable, or not infringed, 

and the decision is appealed, the date of the first decision or order by a higher court holding or 

affirming the decision of the district court that the patent is invalid, unenforceable, or not 

infringed. 

(iii) If the district court enters a decision that the patent is infringed, and the decision is appealed, 

the date on which the district court enters a judgment that the patent is invalid, unenforceable, 

or not infringed pursuant to a mandate issued by a court of appeals. 

382
 21 U.S.C. §§ 355(c)(3)(C), 355 (j)(5)(B)  

383
 Sanofi-Aventis v. FDA, 643 F.Supp.2d 82, 86 (D.D.C. 2009) 

本案係原開發藥廠 Sanofi-Aventis 在另一個專利訴訟中，於地方法院敗訴，FDA 依據該法院

判決，便核准了學名藥廠 Teva 的 ANDA。原開發藥廠 Sanofi-Aventis 於是在本案控告 FDA，

主張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尚未終止，FDA 不應該核准學名藥廠 Teva 的 ANDA，遂聲請

暫時禁制令，請求法院命令 FDA 廢止已經發給學名藥廠 Teva 的上市核准。法院認為，地

方法院既然做出判決，就足以終止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不問該判決是否確定，或者因

上訴法院之命令而無法執行，駁回原開發藥廠 Sanofi-Aventis 的臨時禁制令聲請，判決 FDA

勝訴。 (” The plain language of the entry of judgment provision of the Hatch–Waxman Act is 

clear that the FDA's approval of a generic application “shall be made effective on the [ ] date on 

which the court enters judgment.” 21 U.S.C. § 355(c)(3)(C)(i)(I) (emphasis added). Because the 

New Jersey court actually entered judgment, triggering the entry of judgment provision in the 

Hatch–Waxman Act requiring the FDA to ap-prove the pending applications, the plaintiffs have 

failed to demonstrate a likelihood of success on the merits of their claim.”) 

384
 嚴格的說，行政法規只在地方法院判決部分刪除了該判決須確定的要求，草案考量案件被

上訴，CAFC 作出判決，且訴訟當事人向 CAFC 聲請以全院聯席會議重審 (rehearing en banc)，

說明只有在 CAFC 做出正式的命令 (Mandate) 時，才會終止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見

FDA, supra note 60, at6862-6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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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要注意的是，依據目前的規定，自動停止期的終止事由仍然限於「判決」，

因此若地方法院並未作出判決，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並無法終止385。但應該

要注意的是，若雙方已經達成授權、法院直接因為專利權人對訴訟程序的不當拖

延而命令縮短自動停止核准期，或者法院因為其他原因駁回訴訟，目前的法律與

行政法規都未納為自動停止核准期的終止事由，因此 FDA 在 2015 年的草案中提

議將上述三種狀況納入386,387,388。 

目前最新的爭議，是關於美國於 2011 年，由總統簽屬 Leahy-Smith 美國發

明法案，引進和專利訴訟平行存在的「核准後複審程序」 (Post-Grant Review, 

PGR)、「多方複審程序」 (Inter partes review, IPR)，在 USPTO 中建立準司法機關

「專利審判暨上訴委員會」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PTAB) 進行專利有

效性審查，並可能上訴到 CAFC。如果橘皮書所登錄的藥品專利，在 IPR 程序被

                                                 

385
 Sanofi-Aventis v. FDA, 643 F.Supp.2d 82, 86 (D.D.C. 2009)  

“Aventis dealt with a similar situation in which 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appealed a district 

court's ruling that its patent was unenforceable. Aventis, 314 Fed.Appx. at 292. There is, however, 

a crucial distinction between Aventis and the instant case: the Federal Circuit in Aventis did not 

simply stay the district court's order, but instead “order[ed] the district court to temporarily defer 

entry of judgment, pending ... resolution of the mandamus petition.” Id. (emphasis added). Thus, 

the district court was expressly ordered not to enter judgment, the entry of judgment provision by 

its terms could not apply. Here, in contrast, the New Jersey court did enter a judgment, Pls.' Mot. 

at 7, and that judgment was stayed, Id., Ex. D” 

386
 Proposed 21 C.F.R. § 314.107(b)(3)(vi) (2015)  

Written consent to approval by patent owner or exclusive patent licensee.If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30-month period, or 71⁄2 years where applicable, the patent owner or the exclusive patent 

licensee (or their representatives) agrees in writing that the 505(b)(2) application or ANDA may 

be approved any time on or after the date of the consent, approval may be granted on or after that 

date. 

387
 Proposed 21 C.F.R. § 314.107(b)(3)(vii) (2015) Court order terminating 30- month or 71⁄2 year 

period. If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30-month period, or 71⁄2 years where applicable, the court 

enters an order requiring the 30-month or 71⁄2-year period to be terminated, the 505(b)(2) 

application or ANDA may be approv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urt’s order. 

388
 Proposed 21 C.F.R. § 314.107(b)(3)(viii) (2015) Court order of dismissal without a finding of 

infringement. If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30-month period, or 71⁄2 years where applicable, the 

court enters an order of dismissal, with or without prejudice, without a finding of infringement, 

the 505(b)(2) application or ANDA may be approved on or after the date of the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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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判無效，並被 CAFC 維持，是否也會連帶終止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由於

目前沒有案例，還有待觀察389。 

圖 4- 5 自動停止核准期的終止事由，含 2015 年修正草案 (作者自行整理) 

 

第四目 延長與縮短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並不是無法更動的，法院可因當事人「未合理配合

訴訟快速進行」 (failed to reasonably cooperate in expediting the action)
390，而延長

                                                 

389
 葉雲卿，淺談美國專利聯結制度系列 II：30 個月暫停核准期間之立法，北美智權報，2015

年，available at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Industry_Economy/publish-327.htm 

(last visited 2015.9.14) 

390
 21 U.S.C. §§ 355(j)(5)(B)(iii), 355(c)(3)(C) 

…If such an action is brought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such days, the approval may be made 

effective upon the expiration of the thirty-month period beginning on the date of the receipt of the 

notice provided under subsection (b)(3) of this section or such shorter or longer period as the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Industry_Economy/publish-3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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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縮短30個月的期間。由於自動停止核准期是較傾向專利權人利益的立法模式，

故不配合者係專利權人一方，法院一般傾向縮短自動停止核准期；如果不配合者

係 505(b)(2)/ANDA 申請人一方，則法院會較傾向延長自動停止核准期。那究竟

什麼樣的行為，會被法院認為是「未合理配合訴訟快速進行」？以下將詳細介紹。 

一、 主張法院無管轄權 

擬制侵權的普通審判籍問題，是核准前訴訟中非常大的爭點之一，加上專利

權人為了避免訴訟被駁回，而連帶喪失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常在複數聯邦

法院提起專利訴訟，使法院管轄權的問題更加難解391。 

在幾個案例中，專利權人曾嘗試將 505(b)(2)/ANDA 申請人主張法院無管轄

權的行為，解釋為未合理配合訴訟快速進行，但法院普遍不接受這樣的說法392。

在 1998 年的一個判決中，法官認為「法定權利的非輕率主張」 (nonfrivolous 

assertions of legal rights) ，並不會被解釋為未合理配合訴訟快速進行。另外，即

使是提出法院無管轄權的主張後，在短時間內撤回亦同393。 

                                                                                                                        

court may order because either party to the action failed to reasonably cooperate in expediting the 

action… 

391
 詳見本章第四節 

392
 “The plaintiff's primary contention is that by contesting personal jurisdiction in the court in 

Maryland, Pharmachemie ‘failed to reasonably cooperate in expediting the action’ such that 

Zeneca should be entitled to an extension of the 30–month bar under 21 U.S.C. § 355(j)(5)(B)(iii). 

That argument quite simply is not persuasive. While the courts will be called upon to give 

meaning and content to the phrase ‘failed to reasonably cooperate in expediting the action,’ it is 

manifest that the phrase will not be construed so as to encompass nonfrivolous assertions of legal 

rights.” Zeneca Ltd. v. Pharmachemie B.V., 16 F. Supp. 2d 112, 116 (D. Mass. 1998) 

393
 “While Watson's motion to dismiss was pending for three months before its withdrawal, Bayer 

has offered no evidence that the mere submission of this motion—or the limited jurisdictional 

discovery that the parties conducted-caused any significant delay in these proceedings. 

Bayer—the plaintiff in this matter—has not sought to expedite this litigation. Bayer did not make 

Rule 26(a) initial disclosures until November 2, 2009 (Jansen Decl., Ex. 8 (Bayer's Rule 26(a)(1) 

Disclosures)) and never sought a Rule 26(f) conference with Watson,FN2 which is the predicate 

for a discovery plan. This Court did not impose any stay on merits discovery while jurisdictional 

discovery and briefing was taking place, but Bayer never sought to take merits discovery. In short, 

there i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is litigation would be any further advanced if Watson's 

jurisdictional motion had never been filed. Because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Watson “fail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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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於訴訟期間變更 505(b)(2)/ANDA 申請內容 

如果 505(b)(2)/ANDA 申請人在證據揭示程序的晚期394，甚至超過法院指定

的最後期限395，變更 505(b)(2)/ANDA 的申請內容，造成新證據的提出時間太過

接近審判日 (trail date)，且可歸責於 505(b)(2)/ANDA 申請人者，可能構成「未

合理配合訴訟快速進行」。 

不過，在訴訟中變更 505(b)(2)/ANDA 的申請內容，通常並不會被法院認定

為「未合理配合訴訟快速進行」。在申請上市核准過程中，依據新行政法規/指引

的改變396、FDA 的審查意見397、代工廠商替換398、更改專利切結399、原開發藥

                                                                                                                        

reasonably cooperate in expediting the action,” there is no basis for extending the thirty-month 

stay under 21 U.S.C. § 355(j)(5)(B)(iii).” Bayer Schera Pharma AG v. Sandoz, Inc., 2010 WL 

3447906 (S.D. N.Y. 2010) 

394
 Eli Lilly and Co.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557 F.3d 1346, 1350–51 (Fed. Cir. 2009) 

學名藥廠 Teva 在證據揭示程序期限的 1 個月前、審判日的 8 個月前，為了迴避專利，變更

ANDA 中藥品有效成分的確效方法。法院依原開發藥廠 Eli Lilly 的聲請，將原本在 2008 年

9 月 17 日屆滿的自動停止核准期，被延長至 2009 年 5 月 16 日，共 6 個月。 

395
 Bayer Healthcare LLC v. Norbrook Labs., Ltd., 2011 WL 2262454  (E.D. Wis. June 7, 2011) 

此案是動物用生物藥品的案例，其專利連結的規定和人用藥品非常相似，因此常互相引用。

動物用生物藥品的學名藥廠 Norbrook，在證據揭示程序期間屆滿後、原審判日的 5 個月前，

變更了 ANADA 中的申請內容，導致法院需重新訂定訴訟期程。法院依原開發藥廠 Bayer

的聲請，將原本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屆滿的自動停止核准期，被延長至 2012 年 2 月 6 日，

共 221 天。 

396
 “The recent FDA determination that Watson's ANDA does not meet the FDA's new 

bioequivalence standards, seven years after Shire first filed its Citizen's Petition, is not indicative 

of any failure on the part of Watson to cooperate in expediting this matter, and Watson cannot be 

faulted for any delay resulting from the issuance of new bioequivalence standards.” Shire LLC v. 

Watson Pharmaceuticals, Inc., 2012 WL 4477605 (S.D. N.Y. 2012)  

397
 “the court is not satisfied that Exela's need to identify a new manufacturer, or conduct certain 

bioequivalence studies, or submit supplemental product information to the FDA, is necessarily 

indicative of Exela's failure to reasonably cooperate in expediting this litigation. In fact, it strikes 

the court that, as Exela suggests, these types of issues ‘are, and should be, a normal part of the 

give-and-take associated with the drag approval process.’ Absent more, the court concludes that 

tolling the 30-month stay in this case is not warranted.” In re Brimonidine Patent Litigation, 2008 

WL 4809037, *3 (D. Del. 2008)  

398
 Id. 

399
 “The stay authorized by 21 U.S.C. § 355(j)(2)(B)(iii) applies only where an ANDA contains a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In light of Sandoz's withdrawal of its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plaintiffs were not entitled to an extension of the thirty-month stay.” Sunovion Pharmaceuticals, 

Inc. v. Sandoz, Inc., 2011 WL 3875397 (E.D.N.C.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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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變更對照藥品等原因，505(b)(2)/ANDA 申請人變更其申請內容十分常見且必

要，法院也多能體諒這種正常需求。 

三、 於證據揭示程序中的不合作 

專利權人/原開發藥廠在證據揭示程序的不合作或者嚴重過失，法院有可能

依 505(b)(2)/ANDA 申請人之聲請，縮短自動停止核准期。 

以Dey, L.P. v. Ivax Pharmaceuticals, Inc案、Dey, L.P. v. Eon Labs, Inc案為例，

專利權人 Dey 直到證據揭示程序結束前，都無法確認正確的發明人的身分 (案件

中’842 專利的發明人記載有誤)、在訴訟中反覆變更相關主張，並遲延提供被告

所要求的先前技術文獻等行為，法院認為上述行為已經構成「未合理配合訴訟快

速進行」，而命令縮短30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不問訴訟程序是否實際被拖延400；

在另一個 In re Nifedipine Capsule Patent Litigation 案中，專利權人並未在證據揭

示程序中，讓 505(b)(2)/ANDA 申請人一方有機會接觸四位德國發明人，以錄取

口供證詞，否則就縮短 30 個月的停止核准期。 

另一方面，如果不配合的是 505(b)(2)/ANDA 申請人一方，則法院有可能依

專利權人之聲請，延長自動停止核准期。 

延長的其間可長可短，在 Eli Lilly & Co. v. Zenith Goldline Pharmaceuticals, 

Inc.案中，學名藥廠 Zenith 因為訴訟策略 (聲請分開審理)，導致在審判日的 30

天前，才能提出和主要爭點 (專利有效性) 密切相關的專家證人報告 (expert 

witness reports)，雖然實際遲延約 2 個月，但法院依原開發藥廠 Eli Lilly 之聲請，

                                                 

400
 “the test under 21 U.S.C. § 355(j)(5)(B)(iii) is whether a party “reasonably failed to cooperate in 

expediting” the litigation-not whether it affirmatively delayed it.” Dey, L.P. v. Eon Labs, Inc, 2005 

WL 3578120 (C.D.Cal. 2005) see also Dey, L.P. v. Ivax Pharmaceuticals, Inc, 233 F.R.D. 567 

(C.D. Cal. 2005) 說起來詭異，此案例明明是縮短自動停止核准期，但在部分法院判決、文

獻中，常誤認是延長自動停止核准期的案例，需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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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氣將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延長至最終判決之日401；相較之下，在 Sepracor, 

Inc. v. Barr Pharmaceuticals, Inc.案中，學名藥廠 Sandoz 並未在證據揭示程序中提

供法院所要求的證據，也沒有說明拒絕證言的理由，更未聲請延長訴訟程序，法

院遂將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延長 60 天402。 

四、 聲請停止審判程序 

若訴訟當事人在訴訟開始後，聲請停止審判程序，法院可能以其聲請構成「未

合理配合訴訟快速進行」為由，而延長/縮短自動停止核准期。目前僅有的兩個

案例都是由 505(b)(2)/ANDA 申請人所提出。 

目前法院允許停止審判程序，但又延長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類型，多

是 FDA 因為專利以外的其他原因 (所申請藥品有安全性、有效性瑕疵、公民請

                                                 

401
 “The court finds that Zenith Goldline has failed to reasonably cooperate in expediting this action 

by failing to meet the case management deadline for serving its expert witness reports on the 

central issue of the case—invalidity, as to which Zenith Goldline bears the burden of proof and 

persuasion. Under the current case management plan, such reports were due no later than 90 days 

before trial. Zenith Goldline missed that deadline. At the hearing on March 7, 2001, counsel for 

Zenith Goldline stated that he expected such reports could be served by mid-April, approximately 

30 days before trial…Accordingly, the court hereby EXTENDS until the entry of final judgment 

in this action the period under 21 U.S.C. § 355(j)(5)(B)(iii) during which the FDA is barred from 

approving ANDA 75–461” Eli Lilly & Co. v. Zenith Goldline Pharmaceuticals, Inc, 2001 WL 

238090 (S.D.Ind. 2001) 

402
 “First, Sandoz failed to produce a privilege log for over sixty-one days after withholding 

material based on a claim of privilege…Should a party require more time to comply with a court 

order, they may file a motion to extend the time in which to comply setting forth the grounds as to 

why an extension of time is necessary. Sandoz's failure to file such a motion suggests it either had 

no good grounds upon which to seek an extension of time to comply with the August 9th order, or 

it believed, as counsel for Sandoz im-plied, it could comply with the order whenever it judged 

possible to do so. Either scenario supports Plaintiffs' motion for an extension of the stay…” 

Sepracor, Inc. v. Barr Pharmaceuticals, Inc., 2010 WL 6243314, *5–*6 (E.D. N.C. 2010) 

順帶一題，本案學名藥廠 Sandoz 其實修改了 ANDA 中的專利切結，從 Paragraph IV 切結

改為 section viii 聲明，按照 2014 年 CAFC 的判例，法院其實應認定爭議已經不存在 (moot) 

而將訴訟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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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非專利專屬期等)，依法以行政處分延後了 505(b)(2)/ANDA 的核准日，而由

505(b)(2)/ANDA 申請人向法院聲請停止審判程序403。 

但應該要注意的是，FDA 有可能是因為收到利害關係人的公民請願書 

(citizen petition) 以後，以行政處分延後藥品核准日的情況404。以公民請願書干

擾 505(b)(2)/ANDA 核准日，是美國藥品核准程序中，在專利連結以外，十分常

見的制度濫用態樣，長期以來被嚴重批評405，也是 FDA 的燙手山芋之一406。公

民請願有可能是原開發藥廠提出，也可能是藉由病友團體/醫師/協會/法人的名義

提出，在比較罕見的案例，比方牽涉法律解釋，甚至可能由國會議員提出。本研

究認為，法院應該特別小心聲請停止審判程序背後的原因，其實不見得可歸責於

505(b)(2)/ANDA 申請人。 

                                                 

403
 “The FDA action stays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FDA's approval of the amlodipine maleate 

product, and prohibits DRL from marketing any such product until the FDA has reevaluated the 

application and determined that the drug has been shown to be safe and effective. Both Pfizer's 

suit against DRL in the District of New Jersey and Pfizer's suit against the FDA in District of 

Columbia have been stayed pending the lifting of the FDA Stay.…DRL does not object to tolling 

the thirty-month stay of approval of DRL's Combination Capsules during the pendency of a stay 

of these proceedings. Further, the Court has the discretion to extend the thirty-month period if 

“either party to the action failed to reasonably cooperate in expediting the action.”  DRL cannot 

feasibly argue that it is reasonably cooperating in expediting the action when it has asked the 

court to stay the proceedings. Therefore, the thirty-month period will be tolled during the stay of 

these proceedings.” Novartis Corp. v. Dr. Reddy's Labs., Ltd., 2004 WL 2368007 (S.D.N.Y. Oct. 

21, 2004) see also Abbott Laboratories v. Matrix Laboratories, Inc., 2009 WL 3719214, (N.D. Ill. 

2009) 

404
 21 C.F.R. § 10.35 Administrative stay of action. 

(a)  The Commissioner may at any time stay or extend the effective date of an action pending or 

following a decision on any matter.  

(b)  An interested person may request the Commissioner to stay the effective date of any 

administrative action. A stay may be requested for a specific time period or for an indefinite time 

period. A request for stay must be submitted in accordance with § 10.20 and in the following form 

no later than 3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the decision involved. The Commissioner may, for good 

cause, permit a petition to be filed after 30 days. In the case of a decision published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the day of publication is the date of decision…. 

405
 FTC, Comment of the staff of the bureau of competition and of policy planning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March 2, 2000)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dvocacy_documents/ftc-staff-comment-food-a

nd-drug-administration-concerning-citizen-petitions/v000005.pdf (last visited 2015.9.23) 

406
 FDA, Sixth Annual Report on Delays in Approvals of Applications Related to Citizen Petitions 

and Petitions for Stay ofAgency Action for Fiscal Year 2013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

CDER/ReportsBudgets/UCM423291.pdf (last visited 2015.9.23)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dvocacy_documents/ftc-staff-comment-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concerning-citizen-petitions/v000005.pdf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dvocacy_documents/ftc-staff-comment-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concerning-citizen-petitions/v000005.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ReportsBudgets/UCM423291.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ReportsBudgets/UCM4232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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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與臨時禁制令間的關係 

即使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已經屆滿，或者被法院終止，並不妨礙專利權

人向法院聲請臨時禁制令，並接受傳統的四要件檢驗，兩者並不互斥。當然，專

利權人需向法院證明具有勝訴可能性、是否將遭受無法彌補之損害、雙方損害之

程度懸殊、對公眾利益影響等 

其實，一部分法院在是否延長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問題上，大多持較

保守的態度，傾向嚴格審查自動停止核准期的延長聲請。這些法院認為，30 個

月的期限既然是立法時妥協的結果，一旦屆滿以後，專利權人若想要繼續取得排

他權，應該盡量回歸原本的訴訟機制，另外聲請臨時禁制令407，本研究十分贊同

這種見解。 

照理說，臨時禁制令只會拘束訴訟當事人，只要異動停止核准期屆滿，FDA

自得依其專業核准其他 ANDA。但在一個比較特殊的案例，30 個月自動停止核

准期已經屆滿，法院另外允許專利權人所申請的臨時禁制令，FDA 竟拒絕給予

學名藥廠 Teva 上市核准，並認為自動停止核准期既已延長408。由於這個案例並

沒有進入訴訟，本研究不支持這樣的見解。 

第四款 訴訟通知 

                                                 

407
 Zeneca Ltd. v. Pharmachemie B.V., 16 F. Supp. 2d 112, 116 (D. Mass. 1998)； Minnesota 

Mining & Manufacturing v. Alphapharm Pty. Ltd., 2002 WL 1299996 (D. Minn. 2002) 

408
 Preston K. Ratliff Ii, Bruce M. Wexler & Anthony Michael, FDA Revokes Final ANDA Approval, 

Determining That 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Extends the 30-Month Stay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paulhastings.com/assets/publications/1726.pdf (last visited 2015.10.12) 

http://www.paulhastings.com/assets/publications/17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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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夠正確的執行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FDA 自 1994 年開始，要求

505(b)(2)/ANDA 申請人應在判決做成後 10 日內，繳交判決影本409。 

FDA 在 2015 年的行政法規修正草案中，近一步加強了 505(b)(2)/ANDA 申

請人的通知義務，不管是就專利有效性/侵權問題進行認定，還是訴訟中和解的

法院判決，以及專利授權契約、終止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法院命令、臨時

禁制令及其解除命令、重新指定核准日的法院命令等，都要向 FDA 繳交影本。 

不過，關於通知期限的規定卻有所放寬，僅要求在法院判決日/命令日、上

訴日/上訴期限屆滿之日，或者契約作成日後的 14 天內繳交即可。 

第五款 小結 

第一目 利益交換 

從美國 1984 年立法的過程，就可以知道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本身，作為

開放 505(b)(2)/ANDA 申請人引據安全性/有效性資料、試驗免責的對價，原開發

藥廠換得了專利連結和專利延長，在質與量兩方面強化藥品專利，30 個月自動

停止核准期就是提升專利效力最強的工具之一，是美其名「衡平」，實質上的「利

益交換」。其立法理由竟只是因擔心小學名藥廠取得上市核准以後，賺到的不夠

賠，就在沒有法院審查的狀況下，直接在一定期間內剝奪其取得上市核准的權

利。 

或許是 HWA 同時開放學名藥的公眾利益太過龐大，美國一直以來都缺乏對

專利連結的合憲性討論。但如果把目光從 HWA 整體，單獨移到自動停止核准期

                                                 

409
 21 C.F.R. § 314.107(e) (2)(iv) The applicant shall submit a copy of the entry of the order or 

judgment to the Office of Generic Drugs (HFD-600), or to the appropriate division in the Office 

of Drug Evaluation I (HFD-100) or Office of Drug Evaluation II (HFD-500), whichever is 

applicable, within 10 working days of a final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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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實在很難通過符合比例原則的檢驗。另外，1988 年的動物用生物藥品，同

樣有自動停止核准期的設計，並也是在開放動物用生物藥品的簡易申請時，一併

由國會通過，這大概是自動停止核准期要明文化、通過合憲性檢驗的慣用手段。 

本研究認為，我國不宜以自動停止核准期強化專利，作為原開發藥廠配合核

准前訴訟的誘因。原開發藥廠藉由擬制侵權，已經可以提早提起訴訟，並在勝訴

後排除 505(b)(2)/ANDA 申請人進行製造、販售，誘因十分充足，自動停止核准

期容易因為專利權人的濫用，造成 505(b)(2)/ANDA 申請人一方受到嚴重損害，

應該單獨以比例原則檢視。 

即使先將比例原則放在一邊，放眼國內目前以學名藥為主的產業架構，本研

究也不認為原開發藥廠一方握有如此龐大的談判籌碼，可以單方面要求

505(b)(2)/ANDA 申請人妥協。 

第二目 架空暫時禁制令 

在法院判決專利有效、被告侵權以前，藥品專利權人可以向法院聲請臨時禁

制令，並接受法院的四要件審查。在過程中，專利權人須舉證其專利權人的勝訴

可能性較高、允許 505(b)(2)/ANDA 申請人取得上市核准將造成專利權人無法彌

補之損害、專利權人之損害遠大於 505(b)(2)/ANDA 申請人、公眾利益傾向禁止

505(b)(2)/ANDA 申請人取得上市核准。如果真的符合上述要件，美國法院才會

核發暫時禁制令，禁止 505(b)(2)/ANDA 申請人在取得上市核准以後，製造、販

賣系爭藥品。 

和臨時禁制令相比，自動停止核准期則有兩個很大的差異。第一，只要在收

到通知後 45 天內，對進行 Paragraph IV 的 505(b)(2)/ANDA 申請人提起專利侵權

訴訟，不待法院審查，就可以直接取得整整 30 個月的排他效力，無論專利品質

多差、與原廠藥品多麼不相關、專利權人損害多輕微、如何違背公眾利益，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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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動停止核准期的效力，並不是拘束可能侵權者的行為，而是更加強大的

拘束藥品主管機關 FDA，使其無法核發 505(b)(2)/ANDA 的上市核准，效力更勝

於臨時禁制令。 

由上可知，自動停止核准期雖然和臨時禁制令平行存在，但實質上具有取代

性，明明是藥事法的規定，卻威脅到專利法關於侵權問題的基本架構。這就是為

何在美國藥品專利訴訟中，專利權人敢用品質極差的登錄專利提起訴訟，且在訴

訟的前 30 個月，不須向法院聲請暫時禁制令的根本原因，既然有了免審查就可

以取得的停止核准效果，何必浪費時間、精力、資源，向法院聲請排他效果較弱

的臨時禁制令呢？ 

第三目 仍存在多次觸發的可能 

如本章節所述，美國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除了要求專利權人在 45 天期

間內就 Paragraph IV 切結標的之專利，提起專利侵權訴訟以外，也在 2003 年進

一步要求該專利的登錄日需早於 505(b)(2)/ANDA 之申請日。 

在該修正以後，以較晚登錄的新專利觸發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態樣，

已不復見，但應該注意的是，在 505(b)(2)/ANDA 需針對既有登錄專利，先後進

行多次 Paragraph IV 切結的狀況，還是有可能多次觸發自動停止核准期。美國目

前已經有少數案例，是 505(b)(2)/ANDA 因為單純的查驗登記問題，進行小幅度

藥品變更時，卻要重新切結、通知、訴訟，並觸發新的自動停止核准期。 

在檢討 2003 年修正構成要件的同時，不妨參考 FDA 在 2015 年提出的行政

法規修正草案，限於大幅度、有侵犯登錄專利可能的藥品變更，才有重新切結的

必要。 

第四目 起算時點、終止事由仍需要配套，延長/縮短屬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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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自動停止核准期的期間方面，立法理由紀載，當時法院解決專利訴

訟的時間約為 36 個月，原開發藥廠與學名藥廠經過妥協，取其一半長度，即 18

個月，法案後來納入試驗免責，重新談判的結果，才成為現在的 30 個月。 

換句話說，期間的長度並非是基於詳細的經濟評估，而是由原開發藥廠、學

名藥廠雙方協商而來，本研究以為這種立法方式十分不值得參考。如果我國抵擋

不住外國壓力，真的要引進類似設計，也應該先進行詳細的經濟衝擊評估，尤其

是針對受影響的健保支出、用藥大眾，而非淪落為商業談判的籌碼。 

第二，關於自動停止核准期從專利權人最晚收到通知之日起算，換句話說，

如果送達的過程過於冗長，確實可能間接拖延自動停止核准期，我國如果引進自

動停止核准期，並決定採用與美國相同的起算時點，應該要有配套措施，確保

505(b)(2)/ANDA 申請人能夠順利、快速地送達通知，避免過度拖延藥品取得上

市核准。 

第三，美國目前僅允許就專利有效性/侵權問題進行判斷的法院判決，作為

自動停止核准期的終止事由。但根據 2015 年的行政法規修正草案，認定法院無

管轄權、命令終止自動停止核准期的法院判決、專利權人書面同意等三種狀況，

也都應該被納入終止事由中。如果我國打算引進自動停止核准期，可以參考美國

近期的修正草案，使自動停止核准期隨著訴訟的駁回而終止。 

第四，法院可以視專利權人/被告「未合理配合訴訟快速進行」的情況，延

長或者縮短自動停止核准期，但整體而言案例並不多，法院多傾向尊重國會訂定

的期間，並且體諒訴訟當事人的正常訴訟主張、藥品變更。 

第五目 訴訟監控義務轉嫁給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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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停止核准期的起算、終止、延長、縮短，都和法院訴訟有關，但在主

FDA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美國將訴訟的監控義務轉嫁給 505(b)(2)/ANDA申請人，

並同時允許原開發藥廠向 FDA 回報，大幅減輕了行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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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確認訴訟 

第一款 概論 

在之前的章節中，有說明擬制侵權的功用，在於讓專利權人提起的核准前訴

訟，滿足憲法「案件和爭議」的要求，進而使法院提早判斷專利有效性/侵權問

題。2003 年為了 505(b)(2)/ANDA 申請人，所新增的確認訴訟請求權，也是相同

的功用，只是立場和擬制侵權正好相對而已。 

立法歷史解釋，除非是專利人提供「不提告之保證」 (covenant not to sue) ，

或者直接聲明 505(b)(2)/ANDA 申請人並未侵權的例外狀況，只要

505(b)(2)/ANDA 申請人以 Paragraph IV 切結挑戰登錄專利，在提起確認訴訟時，

應該都能夠直接滿足滿足憲法「案件和爭議」的要求410。 

不過，在 1984 年 HWA 修改 FD&C Act，建立專利連結制度時，只訂定了擬

制侵權，單方的給予專利權人請求權，但卻沒有給予 505(b)(2)/ANDA 申請人相

對應提起確認訴訟的權利。因此在專利連結創立的早期，專利權人可以單方面決

定是否要提起訴訟，要就哪幾個專利提起訴訟，又要保留多少專利在學名藥上市

後主張，甚至控制由哪一位 ANDA 申請人取得 180 天專屬期 (成功防禦要件無

效以前)，並控制專屬期的起算；但另一方面，505(b)(2)/ANDA 申請人卻無法主

動提起確認訴訟，只能被動地等待專利權人提告。 

                                                 

410
 “We fully expect that, in almost all situations where a generic applicant has challenged a patent 

[by filing an ANDA with a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and not been sued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a claim by the generic applicant seeking declaratory judgment on the patent will give rise to a 

justiciable ‘case or controversy’ under the Constitu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only circumstance in 

which a case or controversy might not exist would arise in the rare circumstance in which the 

patent owner and brand drug company have given the generic applicant a covenant not to sue, or 

otherwise formally acknowledge that the generic applicant's drug does not infringe.” 149 Cong. 

Rec. S15882–03, S15885 (Nov. 25, 2003) (remarks of Sen. Kennedy, ranking member of the 

Senate HELP committee).”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v.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482 F.3d 1330 (Fed. Ci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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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國會發現這種不公平，為了制止專利權人對制度的濫用411，並且

加強專利連結提早解決專利紛爭的效果412，遂在 MMA 中，一方面在專利法規定

505(b)(2)/ANDA 申請人提起確認訴訟的請求權413，卻在另一方面設下若干限制

414，雖然立法歷史形容這是「使專利連結制度更加平等」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415，

不過這是相對於立法前而言，專利權人與 505(b)(2)/ANDA 申請人的訴訟地位並

不平等。本研究以下一一介紹。 

第二款 權利保護利益 

如之前所述，立法者在制定確認訴訟請求權時，就說明 505(b)(2)/ANDA 申

請人以 Paragraph IV 切結挑戰專利有效性/執行/侵權問題時，應該多能滿足憲法

「案件和爭議」的要求。不過，實際進行檢驗的，是負責審判的法院，因此其內

涵還是要透過判決才能釐清。 

                                                 

411
 “‘[I]n recent years both brand-name and generic drug companies have exploited certain aspects 

of the Hatch–Waxman Act to delay generic competition. The changes to the [ ] Act ... will stop 

these abuses.’ 149 Cong. Rec. S15882–03, S15885 (Nov. 25, 2003) (remarks of Sen. Kennedy, 

ranking member of the Senate HELP committee).” Id. 

412
 “Holding the other patents in reserve would introduce uncertainty that could discourage generic 

companies from devoting resources to bring the generic drug to market and that would give the 

brand drug company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delay generic competition by suing the generic 

company for infringement of the reserved patents after the resolution of the initial infringement 

suit. 

 

In each of these and in other circumstances, generic applicants must be able to seek a resolution 

of disputes involving all patents listed in the Orange Book with respect to the drug immediately 

upon the expiration of the 45–day period. We believe there can be a case or controversy sufficient 

for courts to hear these cases merely because the patents at issue have been listed in the FDA 

Orange Book, and because the statutory scheme of the Hatch–Waxman Act relies on early 

resolution of patent disputes. The declaratory judgment provisions in this bill are intended to 

encourage such early resolution of patent disputes.” Id. 

413
 35 U.S.C. § 271(e)(5) 

414
 21 U.S.C. §§ 355(c)(3)(D),(j)(5)(C) 

415
 “[T]he Hatch–Waxman Act has always provided that patent owners and brand drug companies 

can bring patent infringement suits against a generic applicant immediately upon receiving notice 

that the generic applicant is challenging a patent [by filing an ANDA]. The [ANDA] declaratory 

judgment provisions ... simply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by making it clear that the generic applicant 

can also seek a prompt resolution of these patent issues by bringing a declaratory judgment action 

if [it is not sued] ... within 45 days.”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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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認訴訟中，「案件和爭議」 (case or controversy) 的內涵又是甚麼呢？美

國確認訴訟法進一步規定，一個確認訴訟必須有「實際爭議」 (actual controversy)，

法院才能進行受理416。在 2003 年國會以 MMA 新增確認訴訟請求權以後，法院

對於判斷何謂「實際爭議」的，有過一輪變化。以下重點介紹之。 

第一目 「被控告侵權的合理疑慮」測試  

即使在 2003 年 MMA 特別制定確認訴訟請求權後，由於 CAFC 採取「被控

告侵權的合理疑慮」 (Reasonable apprehension of suit test) 的兩階段測試法，來

檢驗一個案件是否存在「實際爭議」，由於條件過於嚴苛，嚴重影響

505(b)(2)/ANDA 申請人在核准以前提起確認訴訟的能力。 

詳細的說，「被控告侵權的合理疑慮」測試，要求案件必須同時符合 (1) 原

告有被控告侵權的合理疑慮，以及 (2) 原告需進行可能侵權之行為417。其中的

第二個要求是此測試法最詭異的部分，要求原告所承受之不安定法律關係，必須

要急迫到進行實際的侵權行為。套用在專利連結架構下中，就是要求

505(b)(2)/ANDA 申請人在實際製造、銷售藥品後，才可以提起確認訴訟。 

比方在 2005 年的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v. Pfizer, Inc 案中，非首位 

ANDA 申請人 Teva，被首位 ANDA 申請人 Ivax 的 180 天專屬期影響而無法上

                                                 

416
 28 U.S.C. § 2201 

(a) In a case of actual controversy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any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upon 

the filing of an appropriate pleading, may declare the rights and other legal relations of any 

interested party seeking such declaration, whether or not further relief is or could be sought. Any 

such declaration shall have the force and effect of a final judgment or decree and shall be 

reviewable as such.  

 

(b) For limitations on actions brought with respect to drug patents see section 505 or 512 of 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or section 351 of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 

417
 “There must be both (1) an explicit threat or other action by the patentee, which creates a 

reasonable apprehension on the part of the declaratory judgment plaintiff that it will face an 

infringement suit, and (2) present activity which could constitute infringement or concrete steps 

taken with the intent to conduct such activity.” BP Chems. Ltd. v. Union Carbide Corp., 4 F.3d 

975, 978 (Fed.Cir.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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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遂向原開發藥廠 Pfizer 提起確認專利無效/未侵權的訴訟，以起算首位 ANDA

申請人 Ivax 的 180 天專屬期 (該藥廠與原開發藥廠進行聯合行為)，就是因為無

法通過「被控告侵權的合理疑慮」測試，被 CAFC 駁回。 

當時，CAFC的多數意見認為，即使專利權人 Pfizer將專利登錄在橘皮書上、

學名藥廠 Teva 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原開發藥廠 Pfizer 拒絕提供「不提告之

保證」，只證明了雙方存在法益衝突，但尚無法證明學名藥廠一方遭受「被控告

侵權的合理疑慮」418。另外，法院也說明，180 天專屬期不起算的問題，係立法

的漏洞，在受理確認訴訟與否的層面上，並非法院應考量的因素419。 

順帶一題，Mayer 法官的不同意見書則正好相反，認為 (1) 原開發藥廠 Pfizer

的專利登錄、 (2) 學名藥廠 Teva 的 Paragraph IV 切結、 (3) 原開發藥廠 Pfizer

曾就相同專利向其他 ANDA 申請人提告、 (4) 拒絕提供「不提告之保證」、 (5) 

學名藥廠 Teva 更遭受 180 天專屬期不起算，被排除於市場外的實質損害，應該

早已滿足「被控告侵權的合理疑慮」的要求420。 

第二目 「通盤考量」 

2007 年，美國最高法院在 MedImmune, Inc., v. Genentech, Inc.案中，正式推

翻了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的「被控告侵權的合理疑慮」測試，認為法律並未要求原

告提起確認訴訟前，一定要破釜沉舟的實際進行侵權行為。 

                                                 

418
 “Pfizer and Teva certainly have adverse interests. However,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their 

adverse interests have not ripened into an actual controversy.”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v. 

Pfizer, Inc., 395 F.3d 1324, 1336 (Fed. Cir. 2005) 

419
 “The fact that Teva is disadvantaged from a business standpoint by Ivax's 180–day exclusivity 

period and the fact that Pfizer's decision not to sue Teva creates an impediment to Teva's 

removing that disadvantage are matters separate and distinct from whether an Article III 

controversy exists between Teva and Pfizer. The injury about which Teva complains is the product 

of the Hatch–Waxman scheme and the fact that Pfizer has acted in a manner permitted under that 

scheme. It is not the product of a threat of suit by Pfizer. That is the problem that Teva faces in 

seeking to establish district court jurisdiction.” Id. at 1338 

420
 Id. at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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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解釋，原告是否可以提起確認訴訟的核心問題，在於依據「通盤考

量」 (all the circumstances) 以後，案件事實是否能夠顯示法律利益互相衝突的當

事人間，具有急迫且現實的「實際爭議」存在，進而滿足憲法上「案件和爭議」

的要求，讓法院受理該確認訴訟421。換句話說，最高法院大幅降低了「案件和爭

議」的舉證門檻，也擴大了法院應該考量的因素。 

在 2007 年的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v.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案中，CAFC 改變見解，認為只要專利被登錄到橘皮書上、505(b)(2)/ANDA 申

請人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且專利權人曾對他人提起訴訟，即具有「實際爭議」

422。另外，法院也將 2003 年 MMA 所訂立的確認訴訟條款、未來訴訟可能性納

入考量。 

在 2008 年的 Caraco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Ltd. v. Forest Laboratories, 

Inc 案中，CAFC 則做出更具挑戰性的決定，認為即使原開發藥廠 Forest 主動提

                                                 

421
 “Our decisions have required that the dispute be ‘definite and concrete, touching the legal 

relations of parties having adverse legal interests’; and that it be ‘real and substantial’ and ‘admi[t] 

of specific relief through a decree of a conclusive character, as distinguished from an opinion 

advising what the law would be upon a hypothetical state of facts.’ Id., at 240–241, 57 S.Ct. 461. 

In Maryland Casualty Co. v. Pacific Coal & Oil Co., 312 U.S. 270, 273, 61 S.Ct. 510, 85 L.Ed. 

826 (1941), we summarized as follows: ‘Basically, the question in each case is whether the facts 

alleged, under all the circumstances, show that there is a substantial controversy, between parties 

having adverse legal interests, of sufficient immediacy and reality to warrant the issuance of a 

declaratory judgment.’”MedImmune, Inc., v. Genentech, Inc., 549 U.S. 118 (2007) 

422
 “A justiciable declaratory judgment controversy arises for an ANDA filer when a patentee lists 

patents in the Orange Book, the ANDA applicant files its ANDA certifying the listed patents 

under paragraph IV, and the patentee brings an action against the submitted ANDA on one or 

more of the patents.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hree circumstances is dispositive in establishing an 

actual declaratory judgment controversy as to all the paragraph IV certified patents, whether the 

patentee has sued on all or only some of the paragraph IV certified patents. Our conclusion 

supports what we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in non-ANDA cases—that related litigation involving 

the same technology and the same parties is relevant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justiciable 

declaratory judgment controversy exists on other related patents.”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v.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482 F.3d 1330 (Fed.Cir.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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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不提告之保證423，但在 180 天專屬期無法起算，後續 ANDA 申請人 Caraco 無

法進入市場，遭受實際損害的情況下，「實際爭議」仍然存在424。 

第三款 限制 

如之前所述，照理說，不管是專利權人主動提起的擬制侵權，或者是

505(b)(2)/ANDA 申請人所提起的確認訴訟，都是將原本法院不會受理的案件，

硬是透過專利法的修改，讓法院予以受理。不過，在確認訴訟中，問題又變得更

加複雜，2003 年的 MMA 還在 FD&C Act 中加上了六個限制 425，因此

505(b)(2)/ANDA 申請人的訴訟地位，在先天上就不如專利權人，以下一一介紹

這些限制。 

第一目 不得在 45 天期間屆滿前提起 

                                                 

423
 “Notably, despite giving Caraco this covenant not to sue, Forest refused to concede that the '941 

patent was invalid or not infringed by the drug described in Caraco's ANDA. In fact, Forest 

hinged its entire argument for dismissal on the covenant not to sue, stating: ‘There is no 

controversy because we gave a covenant not to sue.’ The district court agreed, stating from the 

bench that ‘[t]here's a covenant not to sue on the '941 so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loss, there's 

no threat of lawsuit.’... On this basis, the district court ruled that there was no Article III 

controversy and granted Forest's motion to dismiss. Notably, there is no indication in the record 

that the district court considered either the Supreme Court's MedImmune decision or this court's 

Novartis decision when making this ruling…” Caraco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Ltd. v. 

Forest Laboratories, 527 F.3d 1278, 1289 (Fed.Cir.2008) 

424
 “In applying the all-the-circumstances test to Caraco's declaratory judgment action, we are 

guided by the Supreme Court's three-part framework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an action presents a 

justiciable Article III controversy. In particular, an action is justiciable under Article III only 

where (1) the plaintiff has standing, Lujan v. Defenders of Wildlife, 504 U.S. 555, 560, 112 S.Ct. 

2130, 119 L.Ed.2d 351 (1992), (2) the issues presented are ripe for judicial review, Abbott Labs. v. 

Gardner, 387 U.S. 136, 149, 87 S.Ct. 1507, 18 L.Ed.2d 681 (1967), and (3) the case is not 

rendered moot at any stage of the litigation, United States Parole Comm'n. v. Geraghty, 445 U.S. 

388, 397, 100 S.Ct. 1202, 63 L.Ed.2d 479 (1980).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we hold that 

Caraco's declaratory judgment action satisfies these requirements and presents a justiciable 

Article III controversy.” Id. at 1291 

425
 28 U.S.C. § 2201(b)  

For limitations on actions brought with respect to drug patents see section 505 or 512 of 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or section 351 of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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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b)(2)/ANDA 申請人提起確認訴訟的第一個限制，是不得在 45 天期間內

提起426。立法者解釋，這種設計是要讓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獲得開啟專利訴

訟的機會 (the first opportunity to begin patent litigation)。不過，立法者並未說明

為何要特別給予這種優惠427。 

第二目 專利權人/原開發藥廠未於 45 天期間屆滿前提告 

505(b)(2)/ANDA 申請人提起確認訴訟的第二個限制，是當專利權人在 45 天

期間屆滿前提告時，即使上述期間屆滿，505(b)(2)/ANDA 申請人還是不能就相

同之專利，另外提告428。 

第三目 送件通知中，附帶「接觸營業秘密之授權」 

第三個限制，若 505(b)(2)/ANDA 申請人欲主張未侵犯專利，必須在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通知時，額外附帶「接觸營業秘密之授權」，才可以在後續

提起確認訴訟429。 

                                                 

426
 21 U.S.C. §§ 355(c)(3)(D)(i),(j)(5)(C)(i) 

(I)  In general.—  No action may be brought under section 2201 of title 28 by an applicant 

under paragraph (2) for a declaratory judgment with respect to a patent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the 

certification referred to in subparagraph (B)(iii) unless…(aa) the 45-day period referred to in such 

subparagraph has expired… 

427
 “The mere fact that neither the patent owner nor the brand drug company has brought a patent 

infringement suit within 45 days against a generic applicant does not mean there is no “case or 

controversy.” The sole purpose of requiring the passage of 45 days is to provide the patent owner 

and brand-name drug company the first opportunity to begin patent litigation. Inaction within the 

45–day period proves nothing, as there are tactical reasons why a patent owner or brand drug 

company might refrain from bringing suit on a patent within 45 days.” 

428
 21 U.S.C. §§ 355(c)(3)(D)(i),(j)(5)(C)(i) 

(I)  In general.—  No action may be brought under section 2201 of title 28 by an applicant 

under paragraph (2) for a declaratory judgment with respect to a patent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the 

certification referred to in subparagraph (B)(iii) unless…(bb) neither the owner of such patent nor 

the holder of the approved application under subsection (b) of this section for the drug that is 

claimed by the patent or a use of which is claimed by the patent brought a civil action against the 

applicant for infringement of the patent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such period … 

429
 (I)  In general.—  No action may be brought under section 2201 of title 28 by an applicant 

under paragraph (2) for a declaratory judgment with respect to a patent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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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設計，是希望鼓勵 505(b)(2)/ANDA 申請人充分揭露其主張，以及可資

原開發藥廠判斷的營業秘密。不過，就如同其他的通知內容，FD&C Act 並不允

許專利權人/原開發藥廠爭執其授權條件430。 

第四目 於被告公司設立地或主要營業所所在地提告 

第四個限制，是 505(b)(2)/ANDA 申請人只能在被告公司設立地或主要營業

所所在地，提起確認訴訟431。 

這個規定看起來很合理，不過相對於美國 2014 年 Daimler A.G v. Bauman 案

以前，普通審判籍的寬鬆解釋比對，其實還是一種限制。相對而言，原開發藥廠

/專利權人依擬制侵權，較傾向選擇對其較為有利的聯邦法院提告，時常並非在

505(b)(2)/ANDA 申請人之公司設立地或主要營業所所在地。 

不過，本研究認為類似的限制，其實可以是一種十分有彈性的工具。比方我

國若在制定相關規定時，可以思考衡平原被告的利益、爭端解決的效率、法律經

濟性，同時限制擬制侵權、確認訴訟，都要在被告公司設立地或主要營業所所在

地，或者設有專庭的特定法院 (比方：智慧財產法院) 提起訴訟。 

第五目 不得請求刪除/修正登錄之專利資訊 

                                                                                                                        

certification referred to in subparagraph (B)(iii) unless…(cc) in any case in which the notice 

provided under paragraph (2)(B) relates to noninfringement, the notice was accompanied by a 

document described in subclause (III). 

430
 Minnesota Mining And Mfg. Co. v. Barr Laboratories, Inc., 139 F.Supp.2d 1109 (Fed. Cir. 2001) 

431
 21 U.S.C. §§ 355(c)(3)(D)(i),(j)(5)(C)(i)  

(II)  Filing of civil action…A civil action referred to in this subclause shall be brought in the 

judicial district where the defendant has it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or a regular and established 

place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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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之前在第一節所討論過，505(b)(2)/ANDA 申請人希望刪除/修正不當登

錄的專利資訊，只能藉由反訴為之，不能主動提起確認訴訟432。這個限制，也是

目前美國不當登錄氾濫的主因之一，本研究認為並不合理。 

第六目 不得請求損害賠償 

最後的一個限制，是 505(b)(2)/ANDA 申請人不得在確認訴訟中，附帶請求

損害賠償433。 

就如之前在權利保護利益中的討論來看，美國法院很早就肯認

505(b)(2)/ANDA 申請人，會在不當登錄、180 天專屬期無法起算等狀況下，受有

由原開發藥廠或專利權人所造成的實際損害，因此本研究認為這個限制並不合

理。 

第四款 小結 

第一目 在判斷權利保護利益上，美國實務採通盤考量 

如之前所介紹，美國在 2007 年 MedImmune, Inc., v. Genentech, Inc.案以後，

對原告法律不安定性的要求較低。另外，在後續的案件中，可以知道在專利登錄、

Paragraph IV 切結、專利權人未來提起侵權訴訟的可能性，三個條件共同存在之

下，法院原則上都會受理確認訴訟。 

                                                 

432
 21 U.S.C. §§ 355(c)(3)(D)(ii),(j)(5)(C)(ii) 

433
 21 U.S.C. §§ 355(c)(3)(D)(iii),(j)(5)(C)(iii) No damages.— 

An applicant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damages in a civil action under clause (i) or a counterclaim 

under claus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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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國將來引進專利連結，勢必在創設擬制侵權請求權的同時，也要一併

開放確認訴訟的請求權。由於核准前訴訟的特性，我國法院對於權利保護利益的

判斷，可能也要有所調整。 

第二目 美國對確認訴訟限制過多 

美國對於由 505(b)(2)/ANDA 申請人提起的確認訴訟，共計有六大限制，分

別為「不得在 45 天期間屆滿前提起」、「專利權人/原開發藥廠未於 45 天期間屆

滿前提告」、「送件通知中，附帶接觸營業秘密之授權」、「於被告公司設立地或主

要營業所所在地提告」、「不得請求刪除/修正登錄之專利資訊」、「不得請求損害

賠償」。 

「不得在 45 天期間屆滿前提起」、「專利權人/原開發藥廠未於 45 天期間屆

滿前提告」兩個限制，立法者解釋，是希望讓專利權人獲得開啟訴訟的機會，對

照 45 天期間的立法理由，應該是讓專利權人有機會先檢視勝訴可能性，決定是

否要提起訴訟。這兩種限制會對核准前訴訟造成一定程度的拖延，並且一定程度

上讓專利權人有辦法選擇對其有利的法院。不過，如果我國有意引進，搭配管轄

權限制的配套，應該可以將影響控制在合理範圍內。 

「送件通知中，附帶接觸營業秘密之授權」這個限制，其實帶有一定的強制

性存在。雖然通知內容的揭露程度，理論上確實可以用法律強制規定，甚至使用

制式授權書，但本研究認為並無必要，畢竟，營業秘密的揭露實在過於敏感，對

當事人的影響太大，且即使訂了規定，主管機關/法院也很難監督、審查、執行。 

「於被告公司設立地或主要營業所所在地提告」這個限制，在 2003 年訂定

當下，確實有些不公平之處，但隨著美國最高法院對普通管轄權的限縮解釋，這

種不公平應該會逐漸消失。如果我國要訂立確認訴訟的相關規定，甚至可以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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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考量將類似案件由特定法院專屬管轄，增加審判效率、維持審判品質，降低專

利連結制度對產業造成的影響。 

「不得請求刪除/修正登錄之專利資訊」、「不得請求損害賠償」兩個限制，

本研究認為沒有必要且不合理，目前美國對專利連結的濫用之所以常見，和這兩

個限制大有關係，大大弱化了 505(b)(2)/ANDA 申請人的救濟。如果我國要訂立

確認訴訟的相關規定，甚至應該反過來確保「刪除/修正登錄之專利資訊」、「請

求損害賠償」兩種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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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獎勵/補償階段 

第一項 180 天專屬期 

第一款 概論 

為了特別鼓勵 ANDA 申請人，盡早進行 Paragrpah IV 切結，並投入時間、

資源與原開發藥廠進行專利訴訟，加速學名藥上市、競爭，使美國公民快速取得

便宜藥品，HWA 特別給予「首位提出實質完備 ANDA，並進行 Paragrpah IV 切

結的申請人」180 天的專屬期，在這段期間屆滿或失權以前，FDA 不會核准其他

後續 ANDA 申請。理論上，獲得 180 天專屬期的學名藥廠，可以在這段時間中

充分享受市場上只有兩家廠商 (原廠藥、學名藥各一家) 的獨佔利益434。 

180 天專屬期在本質上是兩面刃，一方面以寡佔期獎勵先申請人，但另一方

面卻能阻礙後續申請人進入市場435，如果太過浮濫，或者效力過強，影響層面將

十分可觀，甚至造成嚴重的限制競爭，導致和 HWA 加速便宜學名藥上市的核心

目的相違背。 

放眼專利連結的各種規定，雖然都在 2003 年 MMA 正式修法前較為模糊，

並在許多爭議上和法院對立，但 180 天專屬期要算是其中最嚴重的，行政法規早

                                                 

434
 21 U.S.C. § 355(j)(B)(iv) 

435
 “While the 180–day exclusivity is the prime incentive for generic drug manufacturers to 

challenge pioneer manufacturers' patents, it also delays competition by providing an additional 

period in which market participation is limited. As counsel for Geneva acknowledged at oral 

argument, once the market is opened to subsequent generic applicants, the ensuing price 

competition drives the market price of the generic drug down to near cost. By encouraging the 

first generic applicant to wait for the resolution of an appeal before going to market, the FDA's 

regulation prolongs the period in which prices remain at inflated levels. While such a result might 

maximize the value of the exclusivity period, it does not comport with the Hatch–Waxman 

Amendments central purpose of “get[ting] generic drugs into the hands of patients at reasonable 

prices—fast.” In re Barr Labs., Inc., 930 F.2d 72, 76 (D.C.Cir.), cert. denied, 502 U.S. 906, 112 

S.Ct. 297, 116 L.Ed.2d 241 (1991).” Mylan v. Shalala, 81 F.Supp.2d 30 (D.D.C.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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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8 年便陸續被法院宣判無效，且直到今天，行政法規都還沒有出爐，由此

可知其爭議性。 

1984 年，180 天專屬期十分簡略，造成主管機關在解釋、執行上莫大的困擾，

也是專利連結中最早出現的爭議的部分之一436。1994 年的行政法規出爐後437，

被法院在 1994~2002 年間陸續宣判無效，行政法規在 1998 年成為過渡性質438，

自那之後，FDA 以 FD&C Act 為法源，並以個案的方式處理 180 天專屬期的問

題439。 

雖然 FDA 一度在 1999 年提出修正草案，試圖引進失權的概念440，但由於影

響的層面太過龐大，加上源源不絕的訴訟干擾，FDA 最後決定不再插手 180 天

專屬期的爭議，於 2002 年撤回修正草案441，讓國會接手這個燙手山芋。 

2003 年，國會在 MMA 中，整合之前 FDA 所提出行政法規修正草案的部分

構想，將修法的位階拉高到母法層級，修正了 FD&C Act。透過修改適格要件、

刪除法院判決起算的相關規定、增加失權事由，180專屬期才終於有了相對清楚、

                                                 

436
 Inwood Laboratories, Inc. v. Young, 723 F. Supp. 1523 (D.D.C. 1989) 

437
 FDA, supra note 34, at 50350。 

438
 FDA, Effective Date of Approval of an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63 Fed. Reg. 59710 

(November 05, 1998), available at 

http://www.gpo.gov/fdsys/pkg/FR-1998-11-05/pdf/98-29610.pdf (last visited 2015.6.18) 

439
 “FDA intends to formally remove the "successful defense" provisions from § 314.107(c)(1), but 

that process is not complete. Following withdrawal of the regulatory provision, FDA expects to 

begin a rulemaking to issue new regulations under section 505(j)(5)(B)(iv). In the meantime, the 

Agency must make exclusivity decisions for ANDAs that are nearing approval. Until such time as 

the rulemaking process is complete, FDA will regulate directly from the statute, and will make 

decisions on 180-day generic drug exclusivity on a case-by-case basis.”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180-Day Generic Drug Exclusivity Under the Hatch-Waxman 

Amendments to 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June 1998)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s/ucm079342.pdf (last visited 2015.10.1) 

440
 FDA, 180-Day Generic Drug Exclusivity for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s, 64 Fed. Reg. 

42873 (August 06, 1999) , available at  

http://www.gpo.gov/fdsys/pkg/FR-1999-08-06/pdf/99-20353.pdf (last visited 2015.6.18) 

441
 FDA, 180-Day Generic Drug Exclusivity for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s, 67 Fed. Reg. 

66593 (November 01,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02-11-01/pdf/02-27797.pdf (last visited 2015.6.18) 

http://www.gpo.gov/fdsys/pkg/FR-1998-11-05/pdf/98-29610.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s/ucm079342.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FR-1999-08-06/pdf/99-20353.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02-11-01/pdf/02-2779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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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的規則，並逐漸開始在司法判決中發展。不過如之前所述，FDA 在 2003 年

以後並沒有制定行政法規，也並未在 2015 年的行政法規修正草案中針對 180 天

專屬期特別澄清442。 

圖 4- 6 180 天專屬期相關法規的發展簡史 (作者自行整理) 

 

180 天專屬期的爭議，大致可以分文以下幾個類型：第一，適格要件，要在

甚麼樣的條件下，才可以取得 180 天專屬期；第二，效力，180 天專屬期是否能

                                                 

442
 “We are currently implementing the 180-day exclusivity provisions of the MMA directly from 

the statute and will determine if additional rulemaking is necessary in the future. ...” FDA, supra 

note 60. 

1984 

• FD&C Act / Hatch-Waxman Amendments (21 U.S.C. § 355) 

• 專利連結制度建立 

1989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Proposed rule (21 C.F.R. § 314.107(c)) 

• 適格要件、起算時點 

1994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Final rule (21 C.F.R. § 314.107(c)) 

• 適格要件、起算時點 

1998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Final intrem rule (21 C.F.R. § 314.107(c)) 

• 修正 適格要件 (不執行成功防禦要件) 

1999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Proposed rule (21 C.F.R. § 314.107(c)) 

• 提議修正適格要件、起算時點 (引進起算期間) 

2000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Final intrem rule (21 C.F.R. § 314.107(c)) 

• 修正起算時點  (法院判決指地方法院判決) 

2002 

• FTC Report 

• 批評180天專屬期無法起算，造成逆向給付的問題 

2002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Proposed rule (21 C.F.R. § 314.107(c)) 

• 撤回1999年之草案 

2003 

• FD&C Act /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21 U.S.C. 355) 

• 增加失權事由、刪除法院判決起算時點；法院判決指確定判決 

2015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Proposed rule (21 C.F.R. § 314.107(c)) 

• 落實2003年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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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寡占市場，還是僅為針對特定後續 ANDA 的排他核准？第三，起算時點，

從取得到起算的這段時間中，其他進行 Paragraph IV 的 ANDA 申請人是否能取

得上市核准？起算的條件為何？所謂法院判決、首次商業銷售應該如何決定？第

四，失權事由；第五，180 專屬期的可移轉性，是否可以將其讓與給原開發藥廠

或其他 ANDA 申請人？本研究以下將一一介紹。 

第二款 適格要件 

1984 年的 HWA，僅說明進行 Paragrpah IV 切結的 ANDA 申請人，可以在其

首次商業銷售日、或者法院判決專利無效/無法執行/未侵權之日後的 180 天內，

讓後續進行 Paragrpah IV 切結的其他 ANDA 申請人，無法取得上市核准443。在

當時立法者的理想上，在這段 180 天的期間，市場只會存在一個學名藥，並積極

侵蝕原廠藥品的市占，成為寡佔的局面，因此能夠獲得龐大的利益444。 

照著法律的文義，似乎只要符合「進行 Paragrpah IV 切結」、「ANDA 申請人」

兩個要件，都可以取得 180 天專屬期？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FDA 在 HWA 的立法中參與很深，深知國會的立法歷史，也了解適格要件過

於簡略的弊病，遂在行政法規下了不少功夫，發展出更多細緻的適格要件，包含

「首位」 (first)、「實質完備」 (Substantially Complete)、「成功防禦」 (Successful 

Defense) ，把 180 天專屬期對後續 ANDA 申請人的影響，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

不過，其中的「成功防禦」要件當時並未受到法院支持，但隨著 180 天專屬期的

                                                 

443
 21 U.S.C. § 355(j)(B)(iv) (1984) 

“If the application contains a certification described in subclause (IV) of paragraph (2)(A)(vii) 

and is for a drug for which a previous application has been submitted under this subsection 

continuing such a certification, the application shall be made effective not earlier than one 

hundred and eighty days after…” 

444
 根據作者訪談業界人士的經驗，在原廠藥品本身就是暢銷藥品的狀況下，獲得 180 天專屬

期的學名藥廠可以在這段時間中，搶下 7~8 成的市佔，並賺到數百億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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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越來越多，一直有將其重新納入適格要件的呼聲。本研究以下將會一一介

紹。 

第一目 ANDA 申請人 

180 天專屬期只有 ANDA 申請人才能享受，505(b)(2)申請人並無此種優惠。

換句話說，505(b)(2)申請人雖然受到專利連結的干擾，也要在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以後，進行通知、核准前訴訟、觸發 30 個月自動停止期，但卻沒有辦法因

為挑戰專利有效性/侵權問題而獲得獎勵。 

但如同之前所述，由於 505(b)(2)屬於 NDA，因此在獲得上市核准以後，能

夠享受專利延長、專利連結、非專利專屬期等優惠。 

第二目 Paragraph IV 切結 

只有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的 ANDA 申請人，才會有通知原開發藥廠與專

利權人的義務，也才會成立擬制侵權，在核准前進行專利侵權訴訟，並觸發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180 天專屬期既然是要鼓勵 ANDA 申請人，及早配合上

述程序，把 Paragraph IV 切結當作是 180 天專屬期的適格要件，也合情合理。不

過，正如同在擬制侵權、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一樣，以 Paragraph IV 切結作

為要件，會產生一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如果學名藥廠已經取得 180 天專屬期，但 Paragraph IV 切結

的標的專利，卻在事後屆滿/無效，180 天專屬期是否也會跟著終止/消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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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肯定的，FDA 也一直維持這樣的解釋方式，並在 2003 年的 Dr. Reddy's 

Labs., Inc. v. Thompson 案中被哥倫比亞聯邦上訴法院肯認445。詳細的說， FDA

在發現登錄專利的既已期間屆滿以後，會強制學名藥廠變更 Paragraph IV 切結，

進而導致 180 天專屬期的喪失。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學名藥廠已經取得 180 天專屬期，但原開發藥廠自主地

將 Paragraph IV 切結的標的專利，從橘皮書撤下來446，FDA 是否應該允許？180

天專屬期又是否會跟著終止/消滅呢？ 

在這種特殊情況下，答案皆是否定的。雖然 FDA 在早期曾認為，如果 ANDA

申請人並沒有被控告專利侵權，原開發藥廠可以隨時撤回專利登錄，而一旦專利

的登錄狀態無法持續，ANDA 申請人也必須變更其專利切結，180 天專屬期則因

無所依附而消滅，但在 2006 年的 Ranbaxy Laboratories Ltd. v. Leavitt 案中，法院

判決這種解釋方式違背法律而無效，並認為 FDA 不應該在有 ANDA 申請人既已

取得 180 天專屬期的情況下，還允許原開發藥廠撤下專利資訊447。 

在 Ranbaxy Laboratories Ltd. v. Leavitt 案以後，FDA 立即改變作法，針對一

個 180 天專屬期所依附的專利，採取兩階段的去登錄。詳細的說，當 FDA 接到

原開發藥廠的去登錄申請後，若發現該專利被某個 ANDA 的 180 天專屬期所依

                                                 

445
 “the FDA consistently construed the regulation as precluding exclusivity based upon an expired 

patent. The FDA's applying that regulation to Reddy's ANDA is not, therefore, plainly erroneous 

or inconsistent with the statute by reason of an inconsistent prior application of the regulation. 

Reddy ignored a clear requirement set forth in the regulation and failed to amend its certification 

after the '431 patent expired. The FDA did not erroneously apply its own regulation when it 

decided that Reddy's paragraph IV was no longer valid because Reddy failed to make the 

requisite change to its certification. To hold otherwise would permit ANDA applicants like Reddy 

to circumvent mandatory FDA regulations that effectuate a 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atute by simply ignoring them.” Dr. Reddy's Labs., Inc. v. Thompson, 302 F.Supp.2d 340 

(D.N.J.2003) 

446
 原開發藥廠撤下專利的動機很多，有可能是單純不想涉入訴訟；可能是不希望學名藥廠取

得 180 天專屬期；也有可能是要在學名藥廠實際上市以後，再提起專利侵權訴訟，請求損

害賠償，畢竟專利連結只能鼓勵訴訟會提早開始，並無法強制原開發藥廠一定要在這麼早

的階段，以擬制侵權提告。 

447
 Ranbaxy Laboratories Ltd. v. Leavitt, 469 F.3d 120 (DC. Ci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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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並不會直接從橘皮書撤下專利，而是在另一個欄位中，加上「專利去登錄請

求標記」 (Patent Delist Request Flag)。除非該專利並未被任何 ANDA 的 180 天

專屬期所依附，或者相關的 180 天專屬期都已經屆滿，FDA 才會正式、完全撤

下該專利。 

FDA 在 2015 年的行政法規草案中解釋，具有「專利去登錄請求標記」的專

利，和其他橘皮書專利不同，可以理解為「準」去登錄狀態，並只有 ANDA 申

請人有切結義務，505(b)(2)申請人則免。之所以採取這種差別待遇，是因為該標

記的目的，完全是為了保留 ANDA 申請人的 180 天專屬期，並且避免其他 ANDA

在 180 天專屬期屆滿前取得上市許可，既然後續 505(b)(2)申請並不在 180 天專屬

期的效力範圍，當然也不需要進行額外切結448。 

第三目 實質完備 (Substantially Complete) 

「實質完備」，是指 ANDA 的申請內容而言。雖然在法規文字上略有差異，

「實質完備」要件是在 FD&C Act 的既有規定之外，最早新增的適格要件449，FDA

在 1989 年行政法規草案就提出，並在 1994 年落實到行政法規中。 

1992 年以前，由於 ANDA 申請剛剛開放不久，FDA 收到了許多不完整的

ANDA 申請案，在最重要的生體相等性試驗部分，竟然出現只繳交試驗計畫書 

(Protocol) 的案例，造成審查資源的嚴重浪費。1992 年以後，FDA 遂要求所有申

請案都必須包含完整的生體相等性試驗，否則將依 21 C.F.R. § 314.101 拒絕受理

450。 

                                                 

448
 FDA, supra note 60, at6829。 

449
 FDA, supra note 56. 

450
 “By determining whether an application is “received,” FDA encourages applicants to submit 

ANDA's that comply with statutory and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and are sufficiently complete for 

substantive review to begin. This conserves FDA resources by permitting FDA reviewer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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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行政法規中，FDA 也將這個要求引進 180 天專屬期的適格要件，並

在 21 C.F.R. §  314.107(c)(2) 進一步定義所謂「實質完備」  (Substantially 

Complete) 之 ANDA 申請，必須包含主管機關所要求之生物相等性試驗，或附

上免除生物相等性試驗之請求451。 

2003 年，國會以 MMA 修正 FD&C Act，直接將「實質完備的申請」納入母

法 180 天專屬期的適格要件中。現行法律定義「實質完備的申請」，指 ANDA 申

請的完整度，足以讓主管機關進行實質審查，並包含所有法律所要求的資訊452。 

如果我國希望引進任何優惠/補償措施，實質完備確實是必要的適格要件，

值得參考。 

第四目 不須成功防禦 (Successful Defense) 

在 2003 年 MMA 以前，行政法規曾經一度規定，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的

ANDA 申請人，還要進一步「成功防禦專利權人於通知後 45 天內，所提起的專

利侵權訴訟」，才能獲得 180 天專屬期。FDA 和法院之間，曾就這個要件有過十

分嚴重的對立，最後法院認定 FDA 在行政法規中，增加了母法所無之限制，而

宣判此要件無效，因此並非現行的適格要件。由於是很重要的立法手段之一，並

被後續引進專利連結的其他國家採用，本研究以下還 是加以介紹。 

                                                                                                                        

devote their time to examining reviewable applications.”FDA,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Regulations, 57 Fed.Reg. 17950, 17959 (April 28, 1992) 

451
 21 C.F.R. § 314.101(c)(2) 

 “…A ‘substantially complete’ application must contain the results of any required 

bioequivalence studies, or, if applicable, a request for a waiver of such studies.” 

452
 21 U.S.C. § 355(j)(B)(iv)(II)(cc)  Substantially complete application.—   

As used in this subsection, the term “substantially complete application” means an application 

under this subsection that on its face is sufficiently complete to permit a substantive review and 

contains all the information required by paragraph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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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當初之所以引進「成功防禦」要件，要從早年 180 天專屬期的起算談

起。在 2003 年 MMA 修正以前，180 天專屬期的起算，以「主管機關接到申請

人通知進行首次商業銷售之日」或「法院判決專利無效或未侵權之日」為準，前

者被稱為「首次商業銷售起算時點」 (First Commercial Marketing Trigger)，後者

被稱為「法院判決起算時點」 (Court Decision Trigger)。 

上述規定存在很嚴重的瑕疵。第一，如果按照 FD&C Act 的文義，讓沒有進

行專利訴訟的 ANDA 申請人取得 180 天專屬期，若該 ANDA 申請人故意不進行

商業銷售，180 天就永遠無法起算、屆滿，後續的 ANDA 申請人就必須等到專

利屆滿以後，才有辦法取得上市核准；第二，更進一步，如果讓在訴訟中被判定

侵權的 ANDA 申請人取得 180 天專屬期，在法院的禁制令、重定核准日命令下，

該 ANDA 申請人當然不可能進行商業販售，180 天同樣有永遠無法起算、屆滿

的問題。 

為了解決 180 天專屬期無法起算的問題，FDA 在 1984 年後就開始執行「成

功防禦」要件，只有「成功防禦專利權人於通知後 45 天內，所提起的專利侵權

訴訟」的 ANDA 申請人，才能獲得 180 天專屬期。不過，「成功防禦」要件也造

成實際取得 180 天專屬期的案例十分稀少 (前 14 年間只有 4 個案例)，且為了等

待有利判決出爐，ANDA 申請人取得 180 天專屬期的時間被大幅延後，但其他

後續 ANDA 申請人卻能通過和解、授權，快速解決專利爭議，搶在首位 ANDA

申請人之前取得上市核准，空洞化 180 天專屬期的誘因。 

其實早在 1989 年初，FDA 就曾以學名藥廠 Inwood 被未被控告專利侵權為

由，否決其 180 天專屬期，而被該藥廠提告，哥倫比亞聯邦地方法院判決 FDA

的解釋與法律不符453。不過，這並未阻擋 FDA 在 1989 年的行政法規草案、1994

                                                 

453
 Inwood Laboratories, Inc. v. Young, 43 F.3d 712, 1989 WL 513201 (C.A.D.C. 1989) 

學名藥廠 Inwood，就 Propranolol HCL 藥品提出首位附帶 Paragraph IV 專利切結的 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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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行政法規中，以符合國會立法目的為由，在行政法規中明文「成功防禦」要

件454，也埋下了日後被宣判無效的伏筆。 

1998 年，行政法規制定後四年，哥倫比亞聯邦上訴法院、聯邦第四巡迴上

訴法院，又分別在 Mova Pharmaceutical Corp. v. Shalala 案455、Granutec, Inc. v. 

Shalala 案456中，多次宣判行政法規中的「成功防禦」要件無效。FDA 也隨即修

                                                                                                                        

申請，由於原開發藥廠沒有提起專利訴訟，學名藥廠在取得上市核准後，便通知 FDA 即將

進行 「首次商業銷售」，起算 180 天專屬期。但 FDA 以申請人不符合「成功防禦」要件為

由拒絕 。學名藥廠 Inwood Laboratories 不服，遂向 FDA 提起確認訴訟，釐清其是否有取

得 180 天專屬期的適格，並聲請禁制令，主張「成功防禦」要件無效。 

 

哥倫比亞聯邦地方法院認為， 21 U.S.C. § 355(j)(4)(B)(iv) 對 180 天專屬期的規定十分明

確，並未要求首位 ANDA 申請人在商業銷售之前，還要先滿足「成功防禦」要件，FDA 不

得依 Chevron 案的檢驗標準，要求法院尊重其解釋 。進一步，哥倫比亞聯邦地方法院也不

支持 FDA 的解釋內容，主要理由有三：第一，FDA 忽略了首位 ANDA 申請人迴避專利訴

訟的成果；第二，由於當時法律只允許原開發藥廠啟動專利訴訟，FDA 強制首位 ANDA 申

請人進行專利訴訟並不實際；第三，若給予事後敗訴、未進行訴訟的首位 ANDA 申請人 180

天專屬期，確實可能導致專屬期無法起算、嚴重阻礙後進者取得上市核准，但這種制度缺

陷應由國會修法解決，不該由法院或主管機關介入 。哥倫比亞聯邦地方法院判決學名藥廠

Inwood 勝訴，並核准了其禁制令聲請。 

454
 當時 FDA 解釋， 180 天專屬期之所以不採從「核准日」起算，而是從「首次商業銷售」

或「法院判決專利無效或未被侵犯」起算，是立法者考量進行專利訴訟的 ANDA 申請人，

在核准、取得上市核准之時，可能因為暫時禁制令或專利爭議的不確定風險，而暫時無法/

不敢上市。由此可知，180 天專屬期所要獎勵的對象，是 ANDA 申請人被控告專利侵權的

情境，而不及於未被控告、敗訴的 ANDA 申請人。FDA, supra note 56, at 28894-28895。 

455
 Mova Pharmaceutical Corp. v. Shalala, 955 F. Supp. 128 (D.D.C. 1997)；Mova Pharmaceutical 

Corp. v. Shalala, 140 F.3d 1060 (D.C. Cir. 1998) 

學名藥廠 Mova 為首位 ANDA 申請人，在和原開發藥廠 Upjohn 進行專利訴訟的過程中，發

現第二順位 ANDA 申請人 Mylan，因為原開發藥廠超過通知後 45 天才提告，不受專利連結

影響，直接取得了上市核准。學名藥廠 Mova 於是在 1996 年 12 月，於哥倫比亞聯邦地方

法院對 FDA、學名藥廠 Mylan 提起確認訴訟，主張「成功防禦」要件無效，自認已經取得

180 天專屬期，並聲請暫時禁制令，請求法院撤銷學名藥廠 Mylan 的上市核准。 

 

哥倫比亞聯邦地方法院在 1989 年 Inwood 案的基礎上，判決學名藥廠 Mova 勝訴，確定取

得 180 天專屬期。FDA 與 Mylan 將案件上訴到哥倫比亞聯邦上訴法院。FDA 嘗試以「荒謬

理論」 (Doctrine of Absurdity) ，向法院解釋若太早讓學名藥廠取得 180 天專屬期，但卻無

法起算的話，將導致十分嚴重的後果，但並未被採納。哥倫比亞聯邦上訴法院於是宣判 FDA

與 Mylan 敗訴、「成功防禦」要件無效。 

 

不過，聯邦上訴法院在宣判「成功防禦」要件無效的同時，也承認法律設計確實存在問題，

鼓勵 FDA 繼續尋找影響較小的解決手段，比方要求未進行專利訴訟的首位申請人，在一定

期間內進行首次商業銷售。  

456
Granutec, Inc. v. Shalala, 1997 WL 1403894 (E.D.N.C. 1997)；Granutec, Inc. v. Shalala, 139 F.3d 

889 (4th Cir. 1998) 

第三位 ANDA 申請人 Granutec，和原開發藥廠 Glaxo 達成訴訟外和解，即將搶在首位 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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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了行政法規，刪去了「成功防禦」要件457。造成取得 180 天專屬期的藥廠大幅

上升，從原本 14 年才 4 例的情況，增加到一年內超過 40 個 ANDA 申請人取得

180 天專屬期458。 

這裡要說明的是，雖然「成功防禦」要件被法院認為牴觸母法而無效，但並

FDA 所擔憂的問題卻是實際存在的459。在 1998 年~2002 年這段期間，無數原開

發藥廠與首位 ANDA 合作，故意不進行訴訟、也不進行商業販售，使 180 天無

法起算，阻止其他 ANDA 申請人進入市場，後來這種濫用被稱為逆向給付 

(Reverse Payment, Pay-For-Delay)，並引發接下來十幾年的的大量競爭法爭議460，

且直到今天都仍然是美國 FTC 的執法重點461。 

                                                                                                                        

申請人 Genpharm 以有利判決取得 180 天專屬期以前，先取得上市核准。但在 Mova 案一審

宣判「成功防禦」要件無效後，FDA 以首位 ANDA 申請人 Genpharm 已經取得 180 天專屬

期為由，不核發第三位 ANDA 申請人 Granutec 的上市核准。 

 

第三位 ANDA 申請人 Granutec，對於 FDA 的決定不滿，便於北卡羅萊納州聯邦地方法院，

向 FDA提起確認訴訟，主張首位 ANDA申請人尚未取得 180 天專屬期。另外，第三位 ANDA

申請人 Granutec 也聲請暫時禁制令，要求 FDA 立即核發其上市核准。 

 

雖然北卡羅萊納州聯邦地方法院贊同「成功防禦」要件，但最後還是被聯邦第四巡迴上訴

法院擋下，宣判該要件無效。 

457
 FDA, supra note 437. 

458
 “In the years from 1984 to 1998, only three ANDA applicants qualified for 180-day exclusivity. 

Since the Mova decision in 1999, over 40 ANDAs have received 180 days of exclusivity.” FDA, 

Shared Exclusivity for Omeprazole (2001)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

120609.htm (last visited 2015.10.6) 

459在 Mova 案中，學名藥廠 Biovail 就以法庭之友 (amicus curiae) 的身分，指出市場上出現原

開發藥廠 Hoechst Marion Roussel, Inc. (HMRI) 以 1000 萬美元作為對價，與首位 ANDA 申

請人 Andrx 達成協議，故意不進行商業販售，使 180 天無法起算，阻止其他 ANDA 申請人 

(包含 Biovail) 進入市場的案例，但當時哥倫比亞聯邦上訴法院並未重視。諷刺的是，上述

案例在幾年後成為美國司法史上第一件逆向給付 (Reverse Payment, Pay-For-Delay)，並正好

是由哥倫比亞聯邦上訴法院，判定為當然違法 (per se illegal)。詳見 Andrx Pharms., Inc. v. 

Biovail Corp, 256 F.3d 799 (D.C. Cir. 2001) 

460
 見本節之移轉性部分 

461
 FTC, FTC Settlement of Cephalon Pay for Delay Case Ensures $1.2 Billion in Ill-Gotten Gains 

Relinquished; Refunds Will Go To Purchasers Affected By Anticompetitive Tactics (May 28,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5/05/ftc-settlement-cephalon-pay-delay-case-

ensures-12-billion-ill (last visited 2015.10.8)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120609.htm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120609.htm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5/05/ftc-settlement-cephalon-pay-delay-case-ensures-12-billion-ill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5/05/ftc-settlement-cephalon-pay-delay-case-ensures-12-billion-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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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帶一題，在缺乏法律訴訟的狀況下，180 天專屬期無法起算的問題，FDA

曾經一度在 1999 年提出行政法規修正草案，按照 Mova Pharmaceutical Corp. v. 

Shalala 案法院的建議，要求首位 ANDA 申請人在核准日後的一定期間內，進行

首次商業販售，否則直接開始起算 180 天專屬期。FDA 稱這種立法手段為「起

算期間」 (trigger period)。不過，由於影響的利益過於龐大、法院起算時點定義

不明，加上國會開始研擬在母法 FD&C Act 加入失權事由的規定，FDA 遂在 2002

年撤回了上述修正草案。2003 年，國會以失權事由解決了 180 天專屬期無法起

算的問題。 

如果我國希望引進專屬期，成功防禦要件實際上是可以考慮的適格要件，美

國近年也在討論是否要回復，以改善 180 專屬期的發放過於氾濫，影響時間、層

面過廣的問題。 

第五目 首位 (First) 

對 FDA 來說，180 天專屬期最困難的任務，在於如何判斷誰是「首位」進

行 Paragraph IV 切結的 ANDA 申請人。由於是 180 天專屬期的適格要件，這個

問題引發無數爭議，本研究以下一一介紹。 

一、 產品間之區別 

新劑量、新劑型也需要重新申請 505(b)(1)或 505(b)(2) NDA (端看是否有獲

得使用資料的授權)，即使是冠以相同的商標，不同的劑型 (Dosage)、劑量 

(Strength)，本質上仍是不同的產品，其配方比例也可能大不相同。因此，不同的

劑型或劑量，可以各自被 ANDA 申請人單獨指定為對照藥品，也可以產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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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80 天專屬期。這樣的解釋，也被法院在 1999 年的 Apotex, Inc. v. Shalala 案予

以認可462。 

FDA 曾經在 1999 年的行政法規草案中，針對不同劑型、劑量提出 ANDA

者，個別給予 180 天專屬期有以下優點。(1) 鼓勵申請人，盡快針對所有劑型、

劑量提出 ANDA 申請；(2) 避免只針對單一劑型、劑量提出 ANDA 者，延遲後

續針對其他劑型、劑量提出 ANDA 者的上市核准463。 

二、 以所切結之專利為準 & 以產品為準 

美國對於「首位」與否的判斷，曾經有以 ANDA 申請人所切結之專利為基

礎 (Patent-By-Patent)，或者以產品為基礎 (Product-by-product) 的爭執。換個方

式說明，如果對照藥品上登錄有複數專利，而不同的 ANDA 申請人，在不同的

時間，各自針對不同的專利，首次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是否都算是「首位」，

而能夠共享 180 天專屬期？還是說只有最早就對照藥品 (無論有幾個專利) 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者，才能取得「首位」資格，並單獨享受 180 天專屬期？ 

在 1998 年成功防禦要件被宣判無效以前，ANDA 申請人其實很難獲得 180

天專屬期，在 14 年中也僅有 4 例，因此 FDA 對於「首位」與否的判斷比較寬鬆，

是以專利為單位 (Patent-By-Patent)，只要該專利第一次成為 Paragraph IV 切結的

標的，進行切結的 ANDA 申請人就取得「首位」的資格。當一個原廠藥品上同

                                                 

462
 “as the FDA noted in its brief, ‘[a] decision of a court that one strength of a product does not 

infringe a patent cannot automatically mean that a different strength also does not infringe. 

Different strengths of the same drug may be formulated differently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and 

varying formulations of the different strengths may provide separate and distinct bases for patent 

protection or for patent challenges.’ Mem. in Supp. of Defs.' Mot. to Dismiss and in Opp. to P.'s 

Mot. for Injunction, at 19. As a result, the Court is not persuaded that the 180–day period of 

marketing exclusivity that the Court has granted Novopharm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FDCA.” 

Apotex, Inc. v. Shalala, 53 F.Supp.2d 454 (D.D.C. 1999), aff’d, F.3d, 1999 WL 956686 (D.C. Cir. 

1999) 

463
 FDA, supra note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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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登錄有好幾個專利時，有可能出現多個 ANDA 申請人分別切結不同的專利，

而個別獲得 180 天專屬期的狀況464。 

1998~1999 年間，成功防禦要件被宣判無效後的一年內，竟出現 40 家以上

的藥廠取得 180 天專屬期，FDA 發現若繼續以單一產品上的專利，作為「首位」

與否的判斷基礎，將會使 180 天專屬期的數量進一步增加，勢必要進行改革465。 

1999 年中，FDA 提出 180 天專屬期的行政法規修正草案中，提議修改適格

要件，並且在「首位」的判斷上改以產品為基礎 (Product-by-product)，單一藥品

只會產生一個 180 天專屬期，不再區分 ANDA 申請人所切結的專利是否相同，

並採用「單獨首位申請人」作法 ("one first applicant" approach)，由最早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者單獨享受466。不過，無論是受直接影響的 ANDA 申請人，還

是透過聯合行為、間接享受 180 天專屬期利益的原開發藥廠、甚至是 FDA 內部，

都質疑這份修正草案，因此 FDA 在 2002 年撤回行政法規草案467，讓國會接手解

決。 

既然行政法規並未修改，在 1998~2003 年這段期間，FDA 還是要繼續發放

大量的 180 天專屬期，那要如何處理單一產品上，多個 180 天專屬期的競合 

(stand-off) 問題呢？FDA 暫且採用「共享專屬期」 (shared exclusivity) 的方式解

決，讓挑戰不同專利的 ANDA 申請人，共享一個 180 天專屬期，並在起算上以

最早的商業銷售日/法院判決日為準。FDA 解釋，這種立法手段雖然多少減損了

                                                 

464
 FDA, Shared Exclusivity for Omeprazole (2001)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

120609.htm (last visited 2015.10.6) see also  

FDA, Shared Exclusivity for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2003)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

120608.htm (last visited 2015.10.6) 

465
 Id. 

466
 FDA, supra note 440. 

467
 FDA, supra note 441.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120609.htm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120609.htm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120608.htm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1206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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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期的誘因，但卻可以鼓勵大量學名義進入市場，並且由於共同起算的規定，

大幅提升原開發藥廠進行聯合行為 (逆向給付) 的難度468。有趣的是，FDA 在這

段時期，似乎也不甚支持自己在 1999 年提出的草案，認為「共享專屬期」顯然

優越的多。 

2003 年，國會以 MMA 修改 FD&C Act，除了訂定失權事由、刪除法院判決

起算時點以外，在專屬期的適格問題上，改以產品做為判斷「首位」資格的基礎，

單一藥品只會產生一個 180 天專屬期，並採用 FDA 在 1999 年提出的「單獨首位

申請人」作法，只有最早對任一專利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的 ANDA 申請人，

才能夠單獨取得469。2015 年的行政法規草案，也提議落實 MMA 的內容470。 

至此， FDA 在 1998~2003 年間，以切結專利做為「首位」資格的判斷基礎，

並讓複數 ANDA 申請人共享 180 天專屬期，互相競爭的做法，正式從美國的歷

史舞台上退場。不過從事後的觀點，「共享專屬期」雖然減損了一部份寡占誘因，

                                                 

468
 “Obviously, this approach may deprive any one applicant of the chance to be the sole competitor 

to the NDA holder. But the exclusivity is already structured in such a way that eligibility for 

exclusivity does not guarantee 180 days as the sole marketed generic drug (i.e., the court decision 

trigger could start exclusivity before an ANDA is approved, or uncertainty over the patent could 

result in no marketing of an approved product until an affirmance in the Federal Circuit of a 

district court win). A shared exclusivity approach will limit the number of ANDAs approved 

during the exclusivity period to the number of ‘first applicants’. Moreover, it may give each first 

applicant some part of the benefit from removing the multiple patents as barriers to approval, 

when any one of those patents could have delayed approval of ANDAs. There is also a clear 

benefit to consumers if FDA were to approve more then one ANDA: with multiple ANDAs 

approved and eligible for exclusivity, it is more likely that the exclusivity period will be triggered 

more quickly and at least one of the generic drugs will reach the market during the exclusivity 

period. Past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first generics who are the sole applicants eligible for 

exclusivity often find it in their interest not to begin the exclusivity period.”  

FDA, Shared Exclusivity for Omeprazole (2001)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

120609.htm (last visited 2015.10.6) 

469
 21 U.S.C. § 355(j)(B)(iv)(II)(bb) First applicant.—   

As used in this subsection, the term “first applicant” means an applicant that, on the first day on 

which a substantially complete application containing a certification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A)(vii)(IV) is submitted for approval of a drug, submits a substantially complete application 

that contains and lawfully maintains a certification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A)(vii)(IV) for the 

drug. 

470
 FDA, supra note 60, at6866。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120609.htm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1206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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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從促進 ANDA 申請人互相競爭，並抑制逆向給付的角度觀察，實在是非常

卓越的立法手段。 

三、 同日提出申請者，共享 180 天專屬期 

法案施行之初，FDA 使用成功防禦要件的，因此在最初的 14 年間，只有 4

個 ANDA 申請人取得 180 天專屬期，在同一個藥品上，針對同一個專利進行切

結，又是同日獲得有利判決的機率非常的低。但在 1998 年成功防禦要件被宣布

無效以後， FDA 在一年內竟發放了超過 40 個 180 天專屬期471。在同一天內，

針對同一個藥品上、同一個專利進行切結 ANDA 申請人比比皆是，單一專屬期

要如何分配的問題，才漸漸浮上檯面。 

由於 NCE 專屬期，限制 FDA 必須在對照藥品核准日的 4 年後，才能夠受理

ANDA，因此常會發生複數學名藥廠，都希望搶在第一天提出 ANDA，以取得

180 天專屬期。學名藥廠為確保能搶到「首位」的資格，發展出委託專人 (line 

stander) 提早數週在 FDA 門口紮營排隊的作法，每周 7 天、24 小時無休，還要

在 FDA 的警衛來驅趕，造成順序大洗牌時，為了誰是「首位」在 FDA 門口爭執，

類似的劇碼天天上演472，在比較極端的例子中，甚至有提早六周就開始紮營者473。

FDA 甚至要調閱監視器、掛號信的送達的準確時間，去確認「首位」的資格。 

                                                 

471
 FDA, Shared Exclusivity for Omeprazole (2001)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

120609.htm (last visited 2015.10.6) 

472
 “Recently,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cases in which multiple ANDA applicants or their 

representatives have sought to be the first to submit a patent challenge by lining up outside, and 

literally camping out adjacent to, an FDA building for periods ranging from 1 day to more than 3 

weeks. Concerns about liability, security, and safety led the property owners to prohibit lines of 

applicants before the date submissions may be made. This has lent an urgency to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Agency deals with multiple ANDA applicants submitting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s on 

the same day.”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180-Day Exclusivity When Multiple ANDAs Are 

Submitted on the Same Day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ucm0

72851.pdf (last visited 2015.8.2)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120609.htm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120609.htm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ucm072851.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ucm07285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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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當然很快便了解問題的嚴重性，遂在 1999 年的行政法規草案中，提議

讓所有在同日提出 ANDA，並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的申請人，可以共享 180

天專屬期。FDA 解釋，相對於不實際的耗費大量行政資源，嚴格辨識「首位」

ANDA 申請人，共享 180 天專屬期顯然最能反映國會鼓勵大量學名藥及早上市

的目的，並在一定程度上維持學名藥廠的誘因474。 

雖然 1999 年的行政法規草案，在 2002 年被撤回475，但國會在 2003 年的

MMA 中，肯認同日 ANDA 申請人確實可共享 180 天專屬期，規定所謂的首位

申請人 (First applicant)，指在首日提出實質完備的 ANDA 申請，並包含合法

Paragraph IV 切結者476。 

第三款 效力 

在討論完適格要件以後，已經可以了解到，符合「首位 ANDA 申請人」的

資格而取得 180 天專屬期者，實際上常常不只有一個，180 天的寡占僅是立法者

的想像而非現實。 

那再進一步，取得 180 天專屬期以後，其排他效力究竟有多強？除了阻擋後

續 ANDA 申請人取得上市核准，是否真的能確保市場上除了原開發藥廠、「首位

ANDA 申請人」以外，不會有其他競爭者進入市場？答案是否定的。 

                                                                                                                        

473
 “Mylan stationed a person outside the FDA office on May 27, 2003, over six weeks prior to July 

15, the first day it could file an ANDA, intending to have a ‘line stander’ hold its place on a 24/7 

basis…The FDA demanded that Mylan's line-stander leave the premises.” Takeda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v. Mylan Laboratories, Inc, 459 F.Supp.2d 227 (S.D.N.Y.2006) 

474
 FDA, supra note 440, at 42876。 

475
 FDA, supra note 441. 

476
 21 U.S.C. § 355(j)(B)(iv)(II)(bb) First applicant.—   

As used in this subsection, the term “first applicant” means an applicant that, on the first day on 

which a substantially complete application containing a certification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A)(vii)(IV) is submitted for approval of a drug, submits a substantially complete application 

that contains and lawfully maintains a certification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A)(vii)(IV) for the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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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天專屬期無法阻止其他藥廠，依據 505(b)(1)/505(b)(2) NDA 取得相同藥

品上市核准 (只要獲得使用資料的授權即可)，或販賣依 NDA 取得上市核准的相

同藥品，即原廠藥品和授權學名藥 (Authorized Generic)。 

所謂「授權學名藥」，指經 NDA 取得核准的登錄藥品，但仿單、包裝、產

品編號、商品名或商標不同於登錄藥品，而直接或間接被販售給消費階層者477。

白話的說，授權學名藥通常就是原廠藥品 (不同藥廠，就完全相同的藥品，獨立

進行臨床實驗、提出 NDA 的情況較少)，只是更改外包裝、換上其他品牌後進行

販售罷了。順帶一題，上述行為也不一定要向 FDA 提出申請478。 

通常原開發藥廠會將授權學名藥，交給特定的學名藥廠販售，這也是其名稱

的由來479。原開發藥廠之所以要製造藥品，以不同的品牌販售，是希望降低學名

藥進入市場所造成的衝擊，從中獲利，但又不希望造成商標價值的減損，或者衝

擊原廠藥品的定價所致。短期而言，授權學名藥確實可以促進競爭而使藥價降低，

但長期而言，學名藥廠以 Paragraph IV 切結挑戰專利的誘因，會大幅降低，因此

在美國引發十分兩極的看法。 

                                                 

477
 21 C.F.R. § 314.3 (b) Authorized generic drug means a listed drug, as defined in this section, that 

has been approved under section 505(c) of the act and is marketed, sold, or distribut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retail class of trade with labeling, packaging (other than repackaging as the listed 

drug in blister packs, unit doses, or similar packaging for use in institutions), product code, 

labeler code, trade name, or trademark that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listed drug. 

478
 21 U.S.C. § 356a (d)(1)(A) 

The Secretary may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2) authorize holders to distribute such drugs 

without submitting a supplemental application for such changes. 

479
 “One strategy for the NDA holder is to grant a third party a license to sell a generic version of 

the drug described in the approved NDA.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is practice are clear. Such 

an authorized generic appeals to patients because it is sold at a lower price than the branded 

pioneer drug. It also appeals to the pioneer drug maker, who benefits from sales of the authorized 

generic even after the patent protecting the pioneer drug has expired. By selling an authorized 

generic during the exclusivity period enjoyed by the first paragraph IV ANDA applicant, the 

pioneer drug maker prevents that applicant from winning all of the customers who want to switch 

from the branded drug to a cheaper generic form.” Mylan Pharmaceuticals v.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454 F.3d 270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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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 間，學名藥廠 Teva、Mylan，都在其所爭取到的 180 天專屬期中，

受到授權學名藥的影響，喪失大量寡占利益，遂分別以公民請願要求 FDA 禁止

授權學名藥的販售，但都被 FDA 拒絕，兩家學名藥廠後來各自依行政程序法控

告FDA。在Teva Pharms. Indus. Ltd. v. Crawford案480、Mylan Pharmaceuticals v.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案中481，兩個上訴法院不約而同地認為，FD&C Act

清楚的規定 180 天專屬期，只能夠阻擋後續 ANDA 申請人取得上市核准，但效

力不及於既已依 NDA 取得核准的藥品，FDA 的解釋並未違背法律。 

綜上，180 天專屬期並不能確保市場寡占利益，如果受到既已上市藥品的競

爭，180 天專屬期無法予以排除。換句話說，即使 180 天專屬期犧牲了龐大的公

眾、廠商利益，並僅讓少數的 ANDA 申請人享受，給予的誘因卻十分有限。 

第四款 起算時點 

180 天專屬期的起算，與不當登錄、多次觸發 30 個月自動停止期，一起被

認為是專利連結被濫用的主要原因，也是 2003 年 MMA 主要修正的重點之一。 

1984 年，HWA 剛剛創設專利連結制度時，180 天專屬期的起算共有兩種方

式，並以較早發生者為準：第一，從「主管機關接到申請人首次商業銷售通知之

日」起算，也被稱為「首次商業銷售起算時點」 (First Commercial Marketing 

Trigger)；第二，從「法院判決專利無效或未侵權之日」起算，也被稱為「法院

判決起算時點」 (Court Decision Trigger)
482。 

                                                 

480
 Teva Pharms. Indus. Ltd. v. Crawford, 410 F.3d 51 (D.C.Cir.2005) 

481
 Mylan Pharmaceuticals v.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454 F.3d 270 (2006) 

482
 21 U.S.C. § 355(j)(B)(iv) (1984) 

(iv) If the application contains a certification described in subclause (IV) of paragraph (2)(A)(vii) 

and is for a drug for which a previous application has been submitted under this subsection 

continuing such a certification, the application shall be made effective not earlier than one 

hundred and eighty days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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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法律的規定十分模糊，FDA 在解釋、執行上遇到很大的困難，衍生出

了非常多的爭議，大致可以歸納為幾個類型。第一，180 天專屬期的取得、起算

並非同時發生，究竟 FDA 在專屬期起算前，能不能允許其他 ANDA 申請人取得

上市核准？第二，「首次商業銷售起算時點」的認定方面，究竟何謂商業銷售？

若學名藥廠銷售原開發藥廠的產品，是否會起算專屬期？FDA如何監控？第三，

「法院判決專利無效或未侵權之日」的認定方面，甚麼是法院判決？是否要求一

定要是確定判決？內容是否一定要設及專利有效性/侵權的認定？其他 ANDA申

請人就相同專利進行訴訟，由其他法院作成的判決，可否起算專屬期？本研究以

下會一一說明。 

第一目 專屬期起算前的排他效力 

在成功防禦要件於 1998 年宣判無效後，第一個完成 Paragraph IV 切結、通

知程序的 ANDA 申請人，馬上可以取得 180 天專屬期，但在法院判決曠日廢時，

首位 ANDA 申請人又不願進行風險上市 (at-risk launch)
483，距離專屬期起算還有

一段很長的時間；若 ANDA 申請人在和解、敗訴後，故意不進行上市販售，專

屬期的起算更是遙遙無期。 

這時便產生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後續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的 ANDA 申請

人，因為專利權人未於通知後 45 天提告，或者訴訟在還沒有進入專利有效性/

侵權的判斷以前，就直接被駁回，而搶先完成了所有專利連結的剩餘要求時，FDA

                                                                                                                        

(I) the date the Secretary receives notice from the applicant under the previous application of 

the first commercial marketing of the drug under the previous application, or 

(II) the date of a decision of a court in an action described in clause (i) holding the patent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the certification to be invalid or not infringed,  

whichever is earlier. 

483
 要在專利訴訟結果宣判前上市，就要自行負擔未來在專利訴訟中敗訴，被認定為故意侵權，

而負擔 3 倍懲罰性賠償的風險。美國習慣將這種在法律狀態尚未釐清以前前，就上市販售、

自負法律風險的行為，稱為「風險上市」 (at-risk la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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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馬上予以核准？ 還是要等到首位ANDA申請人 180天專屬期起算並屆

滿後，才可以開始核准後續的 ANDA？在成功防禦要件被無效的過程中，Mova 

Pharmaceutical Corp. v. Shalala 案中，曾經一併討論過這個問題。法院當時認為

FDA 有兩種選擇： 

第一，「等待結果」方式 (”wait-and-see” approach)，即 FDA 靜靜等待首位

ANDA 申請人進行商業販售，或者法院判決出爐，並讓 180 天專屬期屆滿以後，

再開始核准後續的 ANDA。這種方式的優點，在於幫首位 ANDA 申請人保留了

180 天專屬期的 100%的誘因 (寡占市場)，但是卻大大拖延了後續 ANDA 申請人

的核准時間 (尤其是在後續者早已拿到暫時核准的情況下)，公眾也無法快速獲

得便宜的學名藥。 

第二，「先搶先贏」方式 (win-first approach)，既然 180 天專屬期還沒有起算，

就先讓其他既已準備上市的 ANDA 申請人，先一步取得上市核准。這種方式的

優點，是鼓勵首位 ANDA 申請人進行商業販售，並大大降低了對後續 ANDA 申

請人的影響，當然，也減損了 180 天專屬期的誘因。 

美國哥倫比亞聯邦地方法院認為，FDA 原則上應該採用「等待結果」方式

較佳，但是可以進一步制定規則。法院舉例，FDA 可以制定一個法定期間，如

果 180 天專屬期遲遲無法起算，在這個法定期間屆滿，FDA 就有權核准後續的

ANDA
484。1998 年以後，FDA 確實遵守法院的建議，在取得 180 天專屬期開始

起算以前，不核准其他後續的 ANDA，2015 年的行政法規修正草案中，更是直

接將這個做法明文化485。 

                                                 

484
 Mova Pharmaceutical Corp. v. Shalala, 140 F.3d 1060 (D.C. Cir. 1998) 

485
 Proposed 21 C.F.R. § 314.107(c)(1) (2015) 

“If an ANDA contains a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for a relevant patent and the ANDA is not that 

of a first applicant, the ANDA is regarded as the ANDA of a subsequent applicant. The ANDA of 

a subsequent applicant will not be approved during the period when any first applicant is elig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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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首次商業銷售起算時點 

1984 年，HWA 所規定的 180 天專屬期起算時點共有兩種，其中的第一種是

「首次商業銷售起算時點」 (First Commercial Marketing Trigger)，指主管機關收

到 ANDA 申請人通知進行首次商業銷售之日486。 

1994 年，FDA 在的行政法規中，將起算時點改為實際進行商業販售之日487，

並進一步定義所謂「商業銷售」，指藥品脫離製造者之控制的被跨州引進、運輸，

但不包含臨床試驗，也不包含藥品在製造者/上市核准持有人之控制下，所進行

的非銷售性移轉488。另外，行政法規也要求首位 ANDA，在被專利權人提起侵

權訴訟的狀況下，應該主動通知 FDA 實際進行商業販售之日期，否則 FDA 會將

核准日視為進行首次商業銷售之日。 

                                                                                                                        

for 180-day exclusivity or during the 180-day exclusivity period of a first applicant. Any 

applicable 180-day exclusivity period cannot extend beyond the expiration of the patent upon 

which the 180-day exclusivity period was based.” FDA, supra note 60, at6866。 

486
 21 U.S.C. § 355(j)(5)(B)(iv) (1984) 

 If the application contains a certification described in subclause (IV) of paragraph (2)(A)(vii) 

and is for a drug for which a previous application has been submitted under this subsection 

continuing such a certification, the application shall be made effective not earlier than one 

hundred and eighty days after-  

(I) the date the Secretary receives notice from the applicant under the previous application of 

the first commercial marketing of the drug under the previous application, or 

(II) the date of a decision of a court in an action described in clause (i) holding the patent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the certification to be invalid or not infringed, whichever is earlier. 

487
 21 C.F.R. § 314.107(c)(1) (1994) 

 …(i) The date the applicant submitting the first application first commences commercial 

marketing of its drug product; or… 

488
 21 C.F.R. § 314.107(c)(4) (1994) 

For purposes of paragraph (c)(1)(i) of this section, the applicant submitting the first application 

shall, if sued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notify FDA of the date that it commences commercial 

marketing of its drug product. Commercial marketing commences with the first date of 

introduction or delivery for introduction into interstate commerce outside the control of the 

manufacturer of a drug product, except for investigational use under part 312 of this chapter, but 

does not include transfer of the drug product for reasons other than sale within the control of the 

manufacturer or application holder. If an applicant does not promptly notify FDA of such date, 

the effective date of approval shall be deemed to be the date of the commencement of first 

commercial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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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時的立法者並未考量到首位 ANDA 申請人販賣「授權學名藥」

(Authorized Generic) 的狀況。如之前所述，授權學名藥是經 NDA 取得核准的藥

品，通常除了包裝不同以外，骨子裡就是原廠藥品。首位 ANDA 申請人不販賣

自己的學名藥，而是販賣原廠藥品的原因，是希望避免 180 天專屬期的起算，這

樣一來，在登錄專利屆滿以前，原開發藥廠和首位 ANDA 申請人便能夠維持寡

佔市場，獲得巨額的利潤。 

2001 年的 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v. Thompson 案中489，就發生了首位

ANDA 申請人與原開發藥廠達成專利和解協議，而販售授權學名藥 (原廠藥品) 

的狀況。但當時的 FDA，認為即使首位 ANDA 申請人所販售者，係貼標的原廠

藥品，180 天專屬期仍然會起算，遂在專屬期屆滿以後，開始核准後續 ANDA

申請。首位 ANDA 申請人 Mylan 在事後控告 FDA，並聲請臨時禁制令，請求法

院撤銷 FDA 所核發的其他 ANDA。西維吉尼亞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認為 FDA

的見解並沒有錯誤，遂駁回了首位 ANDA 申請人的臨時禁制令聲請490。 

2003 年，國會以 MMA 修正 FD&C Act，使「首次商業銷售起算時點」成為

180 天專屬期唯一的起算時點，並說明即使首位 ANDA 申請人銷售其他登錄藥

品 (包含作為 NDA 核准而登錄在橘皮書上原廠藥品)，仍然會起算 180 天專屬期

491。 

                                                 

489
 “The FDA explained its ruling: ‘whether Mylan markets the produce approved in its ANDA or 

the product approved is Pfizer's NDA is of little import to the statutory scheme; Mylan has begun 

commercial marketing of ge-neric nifedipine, permitting Mylan to market nifedipine without 

triggering the beginning of exclusivity would be inconsistent with the intent of the statutory 

scheme.’” 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v. Thompson, 207 F.Supp.2d 476 (N.D.W. Va. 2001) 

490
 “Court believes that the FDA's interpretation of the phrase “commercial marketing of the drug 

under the previous application” is a reasonable one. See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v. FDA, 

182 F.3d 1003 (D.C.Cir.1999). On the basis of this part of the FDA ruling, which this Court 

believes is a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atute, Mylan must be deemed unlikely to succeed 

on the merits and, therefore, the defendants would prevail.” 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v. 

Thompson, 207 F.Supp.2d 476 (N.D.W. Va. 2001) 

491
 21 U.S.C. § 355(j)(5)(B)(iv)(I)  Effectiveness of application.—  Subject to subparagraph (D), 

if the application contains a certification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A)(vii)(IV) and is for a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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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FDA 提出行政法規修正草案，提議落實 MMA，並有兩個變革：

第一，草案稍微限縮了「商業銷售」的定義，如果獲得 180 天專屬期的學名藥廠，

將藥品交給 ANDA 中特別列名的合作廠商 (如：委外製造、包裝等)，縱使已經

脫離了上述學名藥廠的控制，將不再構成商業銷售。不過，如果將藥品交給 ANDA

中未列名的經銷商、再包裝業者，或者直接交給藥局、醫院或健康中心，仍然構

成商業銷售492；第二，草案提議加重進行「商業銷售」的通知義務，規定獲得

180 天專屬期的學名藥廠，必須在實際進行商業銷售的 30 日內，通知 FDA，以

利專屬期的起算，否則就視為自核准日起算493。 

第三目 法院判決起算時點 

1984 年，HWA 所規定的第二種 180 天專屬期起算時點，是「法院判決起算

時點」，指法院判決專利無效或未侵權之日。但這馬上產生兩個問題：究竟「法

院判決」中所指的的法院為何？判決又是否限於首位ANDA申請人自己的判決，

還是其他就相同專利進行訴訟的判決亦可？ 

一、 必須為確定判決 

                                                                                                                        

for which a first applicant has submitted an application containing such a certification, the 

application shall be made effective on the date that is 18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the first 

commercial marketing of the drug (including the commercial marketing of the listed drug) by any 

first applicant. 

492
 Proposed 21 C.F.R. § 314.3 (2015) 

“…Commercial marketing is the introduction or delivery for introduction into interstate 

commerce of a drug product described in an approved ANDA, outside the control of the ANDA 

holder, except for investigational use under part 312 of this chapter, but does not include transfer 

of the drug product for reasons other than sale to parties identified in the approved ANDA.” 見

FDA, supra note 60, at6812、6876。 

493
 Proposed 21 C.F.R. § 314.107(c)(2) (2015) 

“For purposes of paragraph (c)(1) of this section, a first applicant must submit correspondence to 

its ANDA notifying FDA within 30 days of the date of first commercial marketing of its drug 

product. If an applicant does not notify FDA, as required in this paragraph, of this date, the date 

of first commercial marketing will be deemed to be the date of the drug product’s approval.” 

FDA, supra note 60, at6866、6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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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規中「法院判決」的定義，同時影響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終止，

以及 180 天專屬期的起算，所以其立法發展與爭議都很類似。只是，180 天專屬

期發生爭議的時間比較早，也稍微曲折一些，行政法規先是被法院宣判無效，又

被國會回復，但卻在新法中刪除。以下將介紹這些爭議。 

1994 年，行政法規出爐，指「法院判決」為確定判決，並與 30 個月自動停

止核准期的終止，適用相同之規定494。 

1998~2000 年間，法院則陸續在 Torpharm v. Shalala 案495、Mylan v. Shalala

案496、Mylan v. Henney 案中497，指 FD&C Act 中所指的「法院判決」，以地方法

院判決為已足，不必是確定判決，三次宣判行政法規因牴觸法律而無效。 

由於行政法規被法院推翻，FDA 遂在 2000 年刪除了相關規定，並暫時接受

法院的解釋。這也導致之前 1999 年，FDA 為了解決專屬期不起算問題，好不容

易提出的草案，功虧一簣，是 2002 年該草案被撤回的原因之一。 

                                                 

494
 21 C.F.R. § 314.107(e) Court actions. (1994) 

(1) References to actions of “the court” in paragraphs (b) and (c) of this section are to the court 

that enters final judgment from which no appeal can be or has been taken. 

495
 Torpharm v. Shalala, 1997 WL 33472411 (D.D.C. 1997) 

“I find no ambiguity in that provision. The natural meaning of the statute's reference to “the court” 

is “the court that decides that the patent is invalid or not infringed.” That court in this case was the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Illinois. The district court's decision has a binding 

effect on the parties unless stayed or overturned on appeal.” 

496
 Mylan v. Shalala, 81 F.Supp.2d 30 (D.D.C. 2000) 

“Because the FDA has shown neither that the statute's unambiguous text is “demonstrably at odds” 

with Congressional intent nor that the text produces an incoherent regulatory scheme, the merits 

of this case will be resolved in Mylan's favor under Chevron step one.” 

497
 Mylan v. Henney, 94 F.Supp.2d 36 (D.D.C. 2000) 

“this court determines that Clause iii and Clause iv of 21 U.S.C. § 355(j)(5)(B) unambiguously 

apply to the Southern District decision that invalidated Imperial's tamoxifen patent,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at decision was later vacated. Title 21 U.S.C. § 355(j)(5)(B)(iii) and (iv) are 

unambiguous and exceedingly precise and, moreover, intend “a decision of the court” to cover a 

district court decision subsequently appealed and vacated pursuant to a settlement during the 

pendency of the app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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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十分諷刺的是，國會在 MMA 中再度推翻法院判決，以 FD&C Act

針對修法以前提出的 ANDA 申請，規定「法院判決起算時點」所指的判決，指

確定判決498；不過，針對 MMA 修正以後提出的 ANDA 申請，國會完全刪除了

「法院判決起算時點」，故如果這些藥品獲得 180 天專屬期，只能依「首次商業

銷售起算時點」起算。 

因為上述歷史，目前在專利連結中爭執「法院判決」的定義，只有在 30 個

月自動停止核准期的終止、180 天專屬期的失權上才有實益。 

二、 訴訟之當事人，不必包含首位 ANDA 申請人 

如果有首位 ANDA 申請人以外者，與專利權人就相同專利進行訴訟，並且

搶先獲得有利判決 (專利無效/無法執行/未侵權)，是否算是「法院判決」而起算

180 天專屬期呢？答案頗為令人意外，美國法律允許首位 ANDA 申請人的 180

天專屬期，被他人判決起算。 

FDA 理解到成功防禦要件被宣判無效以後，將可能導致 180 天專屬期永遠

無法起算的問題，在失權事由、起算期間都尚未被制定的背景下，遂擴大解釋了

法院判決起算時點的定義，使其他人就相同專利提起的訴訟，也可以起算 180

天專屬期，這樣一來，即使首位 ANDA 申請人故意不進行銷售，也不和專利權

                                                 

498
 關於 MMA 施行以前，180 天專屬期的起算，MMA 並沒有指定條號，而是放在 21 U.S.C. § 

355 note 中。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3, Pub. L. 

No. 108-173, 117 Stat. 2066, Subtitle B-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Review (§1102 (c)(3)). (2003) 

http://www.gpo.gov/fdsys/pkg/PLAW-108publ173/pdf/PLAW-108publ173.pdf (last visited 

2015.10.10) 

“DECISION OF A COURT WHEN THE 180-DAY EXCLUSIVITY PERIOD HAS NOT BEEN 

TRIGGERED.—With respect to an application filed before, on, or after the date of the enactment 

of this Act for a listed drug for which a certification under section 505(j)(2)(A)(vii)(IV) of that 

Act was made before the date of the enactment of this Act and for which neither of the events 

described in subclause (I) or (II) of section 505(j)(5)(B)(iv) of that Act (as in effect on the day 

before the date of the enactment of this Act) has occurred on or before the date of the enactment 

of this Act, the term ‘‘decision of a court’’ as used in clause (iv) of section 505(j)(5)(B) of that Act 

means a final decision of a court from which no appeal (other than a petition to the Supreme 

Court for a writ of certiorari) has been or can be taken.” 

http://www.gpo.gov/fdsys/pkg/PLAW-108publ173/pdf/PLAW-108publ17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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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進行訴訟，仍然能夠藉由他人的訴訟，強制起算首位 ANDA 申請人的 180 專

屬期，不失為一種應急的解決方式。 

這個解釋在 1998 年的 Granutec v. Shalala 案中，被第四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支

持，認為他人就相同專利的部分即席判決 (partial summary judgment)
499，可以起

算 180 天專屬期。更進一步，哥倫比亞聯邦上訴法院在 1999 年的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v. U.S. Food and Drug Admin 案中，認為即使上述訴訟，

並未進入判斷專利有效性/侵權，就因為其他原因 (比方：無管轄權) 被駁回，仍

可以起算 180 天專屬期500。其後，CAFC 在 Minnesota Mining And Mfg. Co. v. Barr 

Laboratories, Inc.案也持類似見解501。 

                                                 

499
 “FDA has adopted alternative positions regarding how to interpret this provision, depending 

upon our decision with regard to the validity of the ‘successful defense’ requirement. … in the 

event that we found the ‘successful defense’ requirement invalid, as we have, FDA adheres to the 

argument consistent with its original position in this suit, reflecting its acquiescence in Mova. 

That is, the ‘successful defense’ requirement being invalid, FDA argues that ‘a court’ means ‘ any 

court.’… Given the complicated and sensitive nature of the statutory drug approval mechanism, 

we choose to defer to the interpretation posited by the agency charged by Congress with 

administering the statutory scheme. FDA'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atutory language and its own 

regulations is a permissible,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of a complicated legislative framework that 

reflects a considered balance of competing statutory goals. We recognize that positions adopted 

by an agency solely for litigation do not deserve the deference of this Court.” Granutec v. Shalala, 

139 F.3d 889 (4th Cir. 1998) 

500
 “First, the FDA concedes that its refusal to recognize the California dismissal as a triggering 

‘court decision’ is not compelled by the statutory language …That Boehringer involved a 

judgment on the merits, while Teva's complaint was dismissed for lack of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does not detract from the fact that both proceedings prevent the patent holder from 

suing the ANDA applicant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Given that the California dismissal supports 

estoppel to the same extent as the grant of partial summary judgment at issue in Granutec, it is 

unclear why the California dismissal would not satisfy the ‘court decision’ requirement of § 

355(j)(5)(B)(iv)(II). At least the FDA has not provided an explanation wherein there is a material 

difference for purposes of triggering the ‘court decision’ provision... Second, it is unclear that a 

triggering ‘court decision’ need explicitly hold the patent at issue is ‘invalid’ or is ‘not infringed’ 

in order to trigger the 180–day period of market exclusivity. Both the FDA and the Federal Circuit 

recognize that a certification that a patent is ‘unenforceable’ suffices for purposes of the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Third, the FDA's treatment of the California dismissal appears 

contrary to the FDA's ‘Guidance for Industry’ in two respects….”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v. U.S. Food and Drug Admin., 182 F.3d 1003 (D.C. Cir. 1999) 

501
 “A predicate to appellants' arguments is that a dismissal with prejudice would trigger the running 

of the 180–day perio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 has explicitly held that § 

355(j)(5)(B)(iv)(II) is triggered by the termination of an action commenced by the second ANDA 

filer, and we agree. Teva, 182 F.3d at 1010, 51 USPQ2d at 1438. As the district court here noted 

‘it would be contrary to the very purpose of the Act to allow the first filer to block market entry of 

other generic manufacturers because the first filer is involved in protracted litigation.’ M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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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如同之前所述，由於 2003 年國會以 MMA 制定專屬期失權事由以後，

同時刪除了「法院判決起算時點」，因此上述爭議逐漸消失。 

第五款 移轉性 

第一目 移轉給原開發藥廠 (不起算專屬期、販賣授權學名藥) 

如之前所述，1998 年的 Mova Pharmaceutical Corp. v. Shalala 案，宣判成功

防禦要件無效以後，180 天專屬期的取得時間大幅提前。但當時法律存在嚴重的

漏洞，並沒有訂定失權事由，也沒有規定首位 ANDA 申請人何時必須起算 180

天專屬期，因此造成了許多難以想像的濫用行為，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便是「延

遲給付」(Pay-For-Delay) 的大量出現。 

「延遲給付」(Pay-For-Delay) 是聯合行為的一種，FTC 將其定義為502：以

契約限制學名藥廠販售其產品之能力503，並同時補償其損失的行為504。由於大多

數的延遲給付契約，是以專利和解/授權契約作為外觀，和傳統上由相對人向專

                                                                                                                        

Mining, 139 F.Supp.2d at 1115.” Minnesota Mining And Mfg. Co. v. Barr Laboratories, Inc., 289 

F.3d 775 (Fed. Cir. 2002) 

502
 “Agreement contain both Compensation to the generic manufacturer and a restriction on the 

generic manufacturer’s ability to market its product.” FTC, Agreements Filed with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under the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3, Staff Reports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agreements-filed-federal-trade-commissi

on-under-medicare-prescription-drug-improvement-and/130117mmareport.pdf (last visited 

2015.10.10) 

503
 根據過去的法院案例，首位 ANDA 申請人販售其產品之限制，包含但不限於：(1) 在特定

事件發生前 (法院判決日、專利屆滿日、FDA 核准日、其他 ANDA 申請人上市之日，或任

何約定的日期)，不販售學名藥，也不問是否侵權；(2) 勤勉的維持其 ANDA  (配合觸發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不轉讓 180 天專屬期、變更專利切結)；(3) 在訴訟中承認專利有效

性/侵權，並終止訴訟；(4) 不得就約定之藥品，協助他人取得 FDA 上市核准，或將原開發

藥廠之專利無效化。 

504
 根據過去的法院案例，原開發藥廠提供給首位 ANDA 申請人延遲上市的補償，包含但不

限於：(1) 在特定事件發生前的金錢給付 (法院判決日、專利屆滿日、FDA 核准日、其他

ANDA 申請人上市之日，或任何約定的日期)；(2) 與首位 ANDA 或其關係企業簽訂合作契

約 (原料供應、代工、銷售授權學名藥等)；或 (3) 終止專利侵權訴訟。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agreements-filed-federal-trade-commission-under-medicare-prescription-drug-improvement-and/130117mmareport.pdf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agreements-filed-federal-trade-commission-under-medicare-prescription-drug-improvement-and/130117mma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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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人給付和解金的態樣正好相反，因此也被稱為是「逆向給付」(Reverse 

Payment)。 

在上述契約中，首位 ANDA 申請人會和專利權人/原開發藥廠合作，專利權

人一方盡量避免法院就 Parasgraph IV 切結的標的專利與任何人進行訴訟，防止

「法院判決起算時點」生效505，並提供首位 ANDA 申請人延遲上市的補償；另

一方面，首位 ANDA 申請人則故意不進行商業販售，防止「首次商業銷售起算

時點」生效，雙方直到約定的日期為止，共享原開發藥廠因為獨佔所獲得的利潤。

其他 ANDA 申請人則因為上述約定的存在，無法在專利無效/180 天專屬期屆滿

前進入市場。 

雖然 FDA 在 1999 年即提出行政法規修正草案，提議增加「起算期間」 

(Trigger Period)，在其他 ANDA 申請人取得暫時核准以後的 180 天後，若首位

ANDA 申請人遲遲不進行商業販售，又還沒拿到法院判決，專屬期便會自動起

算，並於另一個 180 天後屆滿506。在草案中，FDA 也希望能夠透過「起算期間」，

盡量減少首位 ANDA 以不起算 180 天專屬期為標的，接受原開發藥廠的延遲給

付。可惜的是，該草案因為影響層面過於龐大，於 2002 年被 FDA 主動撤回507。 

2003 年，國會以 MMA 修正 FD&C Act 時，參考了 1999 年的草案內容，制

定了 180 天專屬期的失權事由，甚至直接將違法競爭法的行為，訂為失權事由之

一，希望解決專屬期永不起算、逆向給付的問題，但由於 180 天專屬期本身，還

是可以成為聯合行為的交易標的，加上 FTC 起訴的耗時與舉證困難度，逆向給

                                                 

505
 2003 年 MMA 修法以後，「法院判決起算時點」被刪除，因此後期的「延遲給付」中，原

開發藥廠多僅提供首位 ANDA 申請人延遲上市的補償。約有一半以上的案例，是以金錢以

外的方式進行補償，比方供應原料、供應授權學名藥、簽訂代工契約等，以增加 FTC 舉證

的困難度。 

506
 FDA, supra note 440. 

507
 FDA, supra note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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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未完全禁絕。另外，MMA也特別要求專利權人與學名藥廠間的專利和解協議，

必須送交 FTC 備查，以釐清是否有聯合行為的疑慮508。 

FTC 自 2000 年左右，即開始起訴進行此種聯合行為的藥廠，但因為態樣十

分特殊，牽涉到專屬期、專利等法定排他權，又常常具有和解或授權契約的外觀，

聯邦上訴法院間，對這種行為的觀點非常分歧509。直到 2013 年，最高法院才終

於在 FTC v. Actavis 案中，肯認逆向給付和解契約的違法可能性，並以「合理原

則」(Rule of Reason) 取代原本的「簡易觀察原則」(Quick Look)，稍稍降低了

FTC 的舉證負擔510，但後續的發展還有待觀察。 

FTC 直到 2015 年，都還在繼續調查、起訴這些進行聯合行為的藥廠，相關

案例也陸續創下了和解金的最高紀錄，其中不乏 2003年MMA修法前的案例511。

                                                 

508
 關於將契約送交 FTC 審查的部分，MMA 並沒有指定條號，而是放在 21 U.S.C. § 355 note

中。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3, Pub. L. No. 

108-173, 117 Stat. 2066, Subtitle B-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Review (§§1111-1118).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gpo.gov/fdsys/pkg/PLAW-108publ173/pdf/PLAW-108publ173.pdf (last 

visited 2015.10.10) 

509
 Andrx Pharms., Inc. v. Biovail Corp, 256 F.3d 799 (D.C. Cir. 2001)； 

In re Cardizem CD Antitrust Litigation, 391 F.3d 812 (6th Cir.2003)； 

Valley Drug Co. v. Geneva Pharm., Inc., 344 F.3d 1294 (11th Cir.2003)； 

Schering–Plough Corp. v. FTC, 402 F.3d 1056 (11th Cir.2005)； 

Andrx Pharmaceuticals, Inc. v. Elan Corp., 421 F.3d 1227 (11th Cir.2005)； 

In Re: Tamoxifen Citrate Antitrust Litigation, 466 F.3d 187 (2nd Cir.2005)； 

In re Ciprofloxacin Hydrochloride Antitrust Litigation, 544 F.3d 1323 (Fed. Cir. 2008)； 

Arkansas Carpenters Health And Welfare v. Bayer AG, 604 F.3d 98 (2nd Cir. 2010)； 

In Re: K-Dur Antitrust Litigation, No. 10-2077 (3d Cir. July 16, 2012)； 

FTC v. Watson, 677 F.3d 1298 (11th Cir.2013) 

510
 FTC v. Actavis, Inc., 133 S. Ct. 2233 (June 17, 2013) 

511
 FTC, FTC Settlement of Cephalon Pay for Delay Case Ensures $1.2 Billion in Ill-Gotten Gains 

Relinquished; Refunds Will Go To Purchasers Affected By Anticompetitive Tactics (May 28,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5/05/ftc-settlement-cephalon-pay-delay-case-

ensures-12-billion-ill (last visited 2015.10.8) 

http://www.gpo.gov/fdsys/pkg/PLAW-108publ173/pdf/PLAW-108publ173.pdf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5/05/ftc-settlement-cephalon-pay-delay-case-ensures-12-billion-ill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5/05/ftc-settlement-cephalon-pay-delay-case-ensures-12-billion-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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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多年來不斷提議進行修法，除了幾個較早的法案以外512，2015 年也再

次提出513。 

第二目 移轉給其他 ANDA 申請人 (放棄專屬期) 

理論上來說，取得 180 專屬期的 ANDA 申請人，可以在專屬期已經起算以

後，予以「放棄」(Waive)，並得指定一個以上的其他 ANDA 申請人，讓 FDA 給

予上市核准。 

在 1997 年的 Boehringer Ingelheim Corp. v. Shalala 案中，曾經發生過首位

ANDA 申請人，將 180 天專屬期轉讓給第三位 anda 申請人，而法院予以認可的

案例514。至少就既有的案例觀察，指定後續 ANDA 申請人承接 180 天專屬期，

似乎可無視原本申請日的先後順序。 

1999 年的行政法規修正草案中，曾提議將這種行為明文化。草案中解釋，

在 180 天專屬期因為他人訴訟而提早起算，但首位 ANDA 申請人尚未準備進行

首次商業販售時，FDA 特別鼓勵首位 ANDA 申請人拋棄專屬期，並指定轉讓給

已經獲得暫時核准、準備好進行販售的其他 ANDA 申請人，讓大眾及早取得較

                                                 

512
 H.R.3709 - Protecting Consumer Access to Generic Drugs Act of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congress.gov/113/bills/hr3709/BILLS-113hr3709ih.pdf (last visited 2015.10.31) 

513
 S.131 - FAIR Generics Act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congress.gov/114/bills/s131/BILLS-114s131is.pdf (last visited 2015.10.31) 

S. 2019 (is) - Preserve Access to Affordable Generics Act (2015) 

http://www.gpo.gov/fdsys/search/pagedetails.action?packageId=BILLS-114s2019is (last visited 

2015.10.10) 

514
 Boehringer Ingelheim Corp. v. Shalala, 993 F.Supp. 1 (D.D.C. 1997) 

首位 ANDA 申請人 Genpharm，雖然已經取得 180 天專屬期，但自己專利訴訟尚未結束，

這時第三位 ANDA 申請人 Geneva 卻已經獲得有利判決，180 天專屬期因而起算。Genpharm

眼看著專屬期起算，自己卻不能上市，索性將 180 天專屬期「賣/授權」 給第三位 ANDA

申請人 Geneva。首位 ANDA 申請人 Genpharm 於是向 FDA 表示放棄專屬期，並要求 FDA

立即核准第三位 ANDA 申請人 Geneva，FDA 並未拒絕。 

 

順位在後的另一家學名藥廠 Boehringer Ingelheim Corp.，遂控告 FDA，並聲請臨時禁制令，

要求法院命令 FDA 撤銷第三位 ANDA 申請人 Geneva 的上市核准，遭法院駁回。 

https://www.congress.gov/113/bills/hr3709/BILLS-113hr3709ih.pdf
https://www.congress.gov/114/bills/s131/BILLS-114s131is.pdf
http://www.gpo.gov/fdsys/search/pagedetails.action?packageId=BILLS-114s2019is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00 

便宜的學名藥515。雖然法案後來因為其他原因，在 2002 年被撤回，但這種以拋

棄進行實質轉讓的行為，理論上仍是可行的。 

有趣的是，雖然同樣是將專屬期移轉給競爭者，但和移轉給原開發藥廠構成

違法聯合行為相較，移轉給其他 ANDA 申請人反而一度被鼓勵。但要提醒的是，

上述行為並不一定符合競爭法的規定。 

由於原開發藥廠一方，通常願意在延遲給付/逆向給付和解契約中，提供比

其他 ANDA 申請人更優渥的條件 (更多的金錢給付，或者供應授權學名藥)，因

此學名藥廠間轉移 180 天專屬期的例子，相對較少一些。 

第六款 失權事由 

在特定的情況下，首位進行 Paragraph IV 的 ANDA 申請人，如果發生特定

事件，有可能喪失 180 天專屬期的優惠，稱為失權 (forfeit)。失權與否大概是目

前專利連結中，繼專利不當登錄以外的第二大爭議，至今仍在發展中。 

1984年的HWA，並沒有特別訂定失權事由。因此 180天專屬期的失權事由，

是從適格要件中反推而來的，比方首位 ANDA 申請人撤回其申請，或者將原本

的 Paragraph IV 切結變更為其他切結/聲明等屬之。 

1994 年，FDA 在制定行政法規時，創設了「未積極爭取上市核准」失權事

由，但從來沒有使用過。 

2003 年，為了防止 180 天專屬期永不起算，變相成為後續 ANDA 的永久障

礙516，國會以 MMA 直接在 FD&C Act 中新增另外 6 種失權事由，分別為「未於

                                                 

515
 FDA, supra note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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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限內上市」 (Failure to Market)、「撤回 ANDA 申請」 (Withdrawal of application)、

「變更為非 Paragraph IV 切結」 (Amendment of certification)、「未於時限內取得

暫時核准」 (Failure to obtain tentative approval)、「對照藥品所有專利屆滿」 

(Expiration of all patents)，以及「違反競爭法」(Antitrust violation)。但目前 FDA

尚未制定相關行政法規。 

2006 年以後，FDA 原則上拒絕太早判定 180 天專屬期的適格/失權問題517，

除非在首位 ANDA 申請人之外，有其他 ANDA 申請人即將取得最終核准，討論

變得有實益時，FDA 才會以正式的行政處分做出決定518。不過，自 2013 年以後，

FDA 或許是發現提前釐清的必要性，開始在少數案例中進行判斷。2015 年，FDA

也第一次就 MMA 以後的藥品，提早判斷 180 天專屬期的適格/失權問題519。 

  

                                                                                                                        

516
 “ensure that the 180-day exclusivity period enjoyed by the first generic to challenge a patent 

cannot be used as a bottleneck to prevent additional generic competition." 149 Cong. Rec. S15746 

(daily ed. Nov. 24, 2003) (statement of Sen. Schumer).” 

517
 FDA, Approval Letter of ANDA 76-969 (2003) 

“However, the agency is not making a formal determination at this time of Sandoz's eligibility for 

180-day generic drug exclusivity. It will do so only if another applicant becomes eligible for 

approval within 180 days after Sandoz begins commercial marketing of Metoprolol Succinat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 USP, 25 mg.” available at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appletter/2006/076969s000LTR.pdf (last visited 

2015.10.14) 

518
 “It is FDA's practice to make decisions on eligibility for 180-day exclusivity only in the context 

of specific ANDAs that are otherwise eligible for approval.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the 

multiple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eligibility for exclusivity or forfeiture up to the time an 

application is ready for approval (e.g., patent expiration, patent delisting, failure to obtain a 

tentative approval within 30 months, withdrawal of ANDA) and could thus render a premature 

eligibility determination incorrect.” FDA, 2007N-0389: Granisetron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and 

180-day Generic Drug Exclusivity 

http://www.fda.gov/ohrms/dockets/dockets/07n0389/07n0389.html (last visited 2015.10.13) 

519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appletter/2006/076969s000LTR.pdf
http://www.fda.gov/ohrms/dockets/dockets/07n0389/07n03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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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權事由 說明 引進時間/法源 附註 

未積極爭取上市核准 

(Not Actively Pursuing 

Approval) 

不遵守藥事法規 
1994 年/ 

行政法規  
無案例 

未於時限內上市 

(Failure to Market) 

未於核准日後 75 天

內/申請日後30個月

內上市，或 (且520
) 

未於專利爭端解決

後 75 天內上市 

2003 年/ 

21 U.S.C. § 

355(j)(5)(D)(i)(I) 

常見 

撤回 ANDA 申請 

(Withdrawal of application) 

適格要件喪失 

2003 年/ 

21 U.S.C. § 

355(j)(5)(D)(i)(II) 

少見 

變更為非 Paragraph IV 切結 

(Amendment of certification) 

適格要件喪失 

2003 年/ 

21 U.S.C. § 

355(j)(5)(D)(i)(III) 

少見 

未於時限內取得暫時核准 

(Failure to obtain tentative 

approval) 

未於申請日後 30 個

月內取得暫時核准 

2003 年/ 

21 U.S.C. § 

355(j)(5)(D)(i)(IV) 

常見 

違反競爭法 

(Antitrust violation) 

主要指聯合行為 

2003 年/ 

21 U.S.C. § 

355(j)(5)(D)(i)(VI) 

無案例 

對照藥品所有專利屆滿 

(Expiration of all patents) 

適格要件喪失，但不

包含原開發藥廠主

2003 年/ 

21 U.S.C. § 

常見 

                                                 

520
 目前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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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去登錄 355(j)(5)(D)(i)(V) 

表 4- 4 失權事由比較 (作者自行整理) 

每個失權事由，都有各自的爭議。本研究以下將一一介紹每個失權事由，並

嘗試在沒有行政法規的狀況下，說明目前 FDA 的執行狀況。 

第一目 未積極爭取上市核准 

1994 年，行政法規出爐，規定若 ANDA 申請人「未積極爭取上市核准」 (Not 

Actively Pursuing Approval)，FDA 得立即核准其他後續申請521。 

FDA 解釋，之所以創設「未積極爭取上市核准」的失權事由，是希望督促

上市核准申請人，善意的在時限內爭取上市核准。FDA 在進行判斷時，會考量

所有相關因素，比方在申請的過程中，是否遵循藥事法規、是否在法定時限內答

覆 FDA 的針對藥品缺陷的提問信函等522。 

不過，或許是因為擔心被 ANDA 申請人控告，此條文從未被 FDA 使用過，

當然也沒有衍生出任何訴訟523。2015 年，FDA 提出新的行政法規修正草案中，

提議一併刪除這個 2003 年修法以前的失權事由，但並未特別說明理由524。 

                                                 

521
 21 C.F.R. § 314.107(c)(3) 

For purposes of paragraph (c)(1) of this section, if FDA concludes that the applicant submitting 

the first application is not actively pursuing approval of its abbreviated application, FDA will 

make the approval of subsequent abbreviated applications immediately effective if they are 

otherwise eligible for an immediately effective approval. 

522
 “For purposes of this rule, the phrase “actively pursuing approval” is intended to encompass a 

drug sponsor's good faith effort to pursue marketing approval in a timely manner.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sponsor is actively pursuing marketing approval, FDA will consider all relevant factors, 

such as the sponsor's compliance with regulations and the timeliness of its responses to FDA's 

questions or application deficiencies during the review period.”見 FDA, supra note 34, at 

50354。 

523
 Kurt R. Karst, FDA Law Blog's 30 For 30 Hatch-Waxman 30th Anniversary Trivia: The Answers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fdalawblog.net/fda_law_blog_hyman_phelps/2014/09/happy-anniversary-hatch-wax

man-our-30-for-30-trivia.html (last visited 2015.10.13) 

http://www.fdalawblog.net/fda_law_blog_hyman_phelps/2014/09/happy-anniversary-hatch-waxman-our-30-for-30-trivia.html
http://www.fdalawblog.net/fda_law_blog_hyman_phelps/2014/09/happy-anniversary-hatch-waxman-our-30-for-30-triv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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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未於時限內上市 

2003 年 MMA 在 FD&C Act 中新增的第一種失權事由，是「未於時限內上

市」 (Failure to Market)
525。這大概是所有失權事由中最為複雜，但爭議也最多

者。 

這個失權事由的大概念相對簡單，如果已經取得 180 天專屬期的學名藥廠，

在有能力進行商業銷售，起算 180 天專屬期時，卻遲遲沒有販售藥品者，會在一

定期間經過後喪失 180 天專屬期。 

不過，「未於時限內上市」也是在執行面最為爭議的。由於立法文字實在過

於複雜且模糊，分成前段與後段兩種時點，又以較晚發生者為準，導致失權時點

會隨著認定時點的不同而發生變動，非常難以操作。當然，除了立法技術可以繼

續改進以外，主管機關與法院的解釋也是重點所在，但 FDA 經過了過去 31 年的

執行，目前在解釋上變得相對保守。以下重點介紹之。 

  

                                                                                                                        

524
 FDA, supra note 60, at6865、6882。 

525
 21 U.S.C. § 355(j)(5)(D)(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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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 內容 細項判斷 整體判斷 

21 U.S.C. § 

355(j)(5)(D)(i)(I) 

(aa) 

核准日後 75 天內未販售藥品者 以較早之日

為準 

以較晚發

生者，作為

失權時點 

提出 ANDA 申請後， 

30 個月內未販售藥品者 

21 U.S.C. § 

355(j)(5)(D)(i)(I) 

(bb) 

法院以確定判決，判定專利無效/

無法執行/未侵權之日後 75 天內，

未販售藥品者 

滿足其中一

項即可 

法院簽署和解命令 (settlement 

order) 或協議裁決 (Consent 

Decree)，判定專利無效/無法執行/

未侵權之日後 75 天內，未販售藥

品者 

原開發藥廠將專利從橘皮書撤下

後 75 天內，未販售藥品者 

表 4- 5 「未於時限內上市」失權事由之架構 (作者自行整理) 

一、 單純未在申請日 30 個月/核准日後 75 天內未販售藥品，使

專屬期無法起算，可能不構成失權 

Granisetron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案，是 FDA 所面臨的一個特殊案件，但

大大影響了後續對「未於時限內上市」失權事由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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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獲得了 180 天專屬期的學名藥廠 Teva，由於沒有被專利權人提告，

很順利的取得上市核准。不過，在核准後 75 天屆滿後，都還沒進行販售。數月

後，學名藥廠 Teva 寄信給 FDA，要求確認其仍持有 180 天專屬期，並未失權526。 

2008 年初，FDA 在回信中指出，單純未在申請日 30 個月內/核准日後 75 天

內未販售藥品，而沒有法院判決、和解、去登錄發生的狀況下，並不會構成失權。

只有 21 U.S.C. §§ 355(j)(5)(D)(i)(I) (aa)、(bb) 同時發生的情況下，才會失去 180

天專屬權527。因為這封信函，與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進行逆向給付的學名藥廠

Teva，仍然保有其 180 天專屬期的資格，並繼續排除後續 ANDA 申請人取得上

市核准。 

由上可知，2003 年以前專屬期不起算的問題，由於 FDA 對「未於時限內上

市」的解釋執行方式，再度出現在專利連結的爭議清單中。除非 FTC、國會盡快

解決逆向給付的違法性問題，或者讓法院重新解釋失權事由，否則可以預見逆向

給付將捲土重來。 

二、 即使不可歸責於首位 ANDA 申請人，仍可能構成失權 

另一個爭議，是「未於時限內上市」這個失權事由，依據 FDA 的解釋，並

不會考量背後的理由，是否可以歸責於首位 ANDA 申請人。換句話說，如果首

位 ANDA 申請人因為其他專屬期存在、FDA 臨時更改審查標準等原因，而無法

最終上市核准，進而無法販售產品，仍然會因此而失權。 

                                                 

526
 FDA, 2007N-0389: Granisetron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and 180-day Generic Drug Exclusivity 

http://www.fda.gov/ohrms/dockets/dockets/07n0389/07n0389.html (last visited 2015.10.13) 

527
 “The provision does not effect a forfeiture when an event under subpart (aa) has occurred, but no 

event under subpart (bb) has yet occurred.” FDA, RE: Docket No. 2007N-0389 ANDA, 77-165: 

Granisetron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1 mg/mL, Letter (2008)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HowDrugsareDevelopedand

Approved/ApprovalApplications/AbbreviatedNewDrugApplicationANDAGenerics/UCM151237.

pdf (last visited 2015.10.13)  

http://www.fda.gov/ohrms/dockets/dockets/07n0389/07n0389.html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HowDrugsareDevelopedandApproved/ApprovalApplications/AbbreviatedNewDrugApplicationANDAGenerics/UCM151237.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HowDrugsareDevelopedandApproved/ApprovalApplications/AbbreviatedNewDrugApplicationANDAGenerics/UCM151237.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Drugs/DevelopmentApprovalProcess/HowDrugsareDevelopedandApproved/ApprovalApplications/AbbreviatedNewDrugApplicationANDAGenerics/UCM15123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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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由於原開發藥廠孤兒藥專屬期未屆滿，學名藥廠 Hi-Tech 無法在時

限內取得上市核准，拖過了申請日後 30 個月內進行販賣的期限，遂向 FDA 確認

其 180 天專屬期。FDA 依據法律文義，判定學名藥廠 Hi-Tech 的 180 天專屬期已

經失權。 

FDA 解釋，立法者明知相對於暫時核准，最終核准會受到各種非專利專屬

期、自動停止核准期的影響而拖延，但卻沒有如同在另一個「未於時限內取得暫

時核准」 (Failure to obtain tentative approval) 的失權事由般，明文要求主管機關

考量背後的理由是否可歸責於 ANDA 申請人，那 FDA 就不應該擴張解釋528。 

三、 原開發藥廠主動去登錄，無法構成失權事由 

21 U.S.C. § 355(j)(5)(D)(i)(I) (bb)規定，在原開發藥廠去登錄後的 75 天內，

首位 ANDA 申請人就必須開始販售藥品，否則會失去 180 天專屬期。這個規定

乍看之下非常合理，但卻產生了問題。 

FDA 曾經認為，原開發藥廠可以自由地將專利從橘皮書上撤下，並讓首位

ANDA 申請人失去 180 天專屬期。FDA 當時還說明，2006 年 Ranbaxy Laboratories 

Ltd. v. Leavitt 案雖然禁止在他人持有 180 天專屬期的情況下，讓原開發藥廠隨意

將專利從橘皮書撤下，但其見解只適用於 MMA 修法以前529。 

                                                 

528
 FDA, RE: Docket No. FDA-2008-N-0483 (2008)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CentersOffices/CenterforDrugEvaluationandResearch/

ucm119602.pdf (last visited 2015.10.13) 

529
 “Ranbaxy held that FDA may not condition the delisting of a patent on the existence of patent 

litigation, and thus deprive an ANDA applicant that had submitted the first ANDA to contain a 

paragraph IV certification of a period of marketing exclusivity for which it would otherwise be 

eligible. 469 F.3d at 125-26. That holding does not apply to the MMA, which expressly provides 

that patent withdrawal may serve as a basis to forfeit exclusivity. The Ranbaxy court noted that 

the decisions rendered by the FDA and the district court had been made pursuant to the Act "as it 

stood before the MMA and, because the MMA was not made retroactive … this decision is also 

geared to the Act pre-MMA." 469 F.3d at 122.14 Therefore, the court did not purport to render a 

decision on patent delisting and exclusivity under the MMA.”  

FDA, RE: Docket No. FDA-2008-N-0483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CentersOffices/CenterforDrugEvaluationandResearch/ucm119602.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CentersOffices/CenterforDrugEvaluationandResearch/ucm1196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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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在 Apotex, Inc. v. Sebelius 案中，原開發藥廠在沒有提起訴訟的情

況下，直接將專利從橘皮書撤下，並更進一步，停止向 USPTO 繳納專利年費，

故意導致專利屆滿。哥倫比亞聯邦上訴法院認為，FDA 允許原開發藥廠自由去

登錄專利，造成首位 ANDA 申請人失去 180 天專屬期的解釋，因為違反法律而

無效530。法院認為，只有首位 ANDA 申請人使用 MMA 所創設的反訴條款，挑

戰其登錄適格性，成功讓專利從橘皮書上撤下的情況，才會造成 180 天專屬期的

失權，判決 FDA 敗訴531。 

第三目 撤回 ANDA 申請 

「撤回 ANDA 申請」 (Withdrawal of application)，也是 2003 年所明文化的，

是實務上常見的失權理由之一。 

由於 ANDA 本來就是取得 180 天專屬期的適格要件之一，如果撤回 ANDA

申請，或者因為不符合規定而被 FDA 視為自始撤回，當然會失去既已取得的 180

天專屬期，這在 2003 年 MMA 予以明文化前亦然532。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CentersOffices/CenterforDrugEvaluationandResearch/

ucm119602.pdf (last visited 2015.10.13) 

530
 “We see nothing in the 2003 amendments to the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that changes the 

structure of the statute such that brand companies should be newly able to delist challenged 

patents, thereby triggering a forfeiture event that deprives generic companies of the period of 

marketing exclusivity they otherwise deserve. For that reas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atute that 

the FDA has adopted in two recent adjudications, and that it regards itself as bound by law to 

apply to Teva's ANDAs for losartan products, fails at Chevron step one.”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v. Sebelius, 595 F.3d 1303 (D.C. Cir. 2010) 

531
 “The FDA's view turns the last alternative among events (3)-(5) into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orfeiture trigger: it is satisfied when the patent targeted in a paragraph-IV filing “is withdrawn by 

the” brand manufacturer, full stop—meaning that Congress has now explicitly provided for a 

scenario in which the brand maker can unilaterally deprive the generic of its exclusivity. The 

agency, however, offers not a single cogent reason why Congress might have permitted brand 

manufacturers to trigger subsection (CC) by withdrawing a challenged patent, outside the 

counterclaim scenario identified by Teva.”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v. Sebelius, 595 F.3d 

1303 (D.C. Cir. 2010) 

532
 21 U.S.C. § 355(j)(5)(D)(i)(II) Withdrawal of application.—  The first applicant withdraws the 

application or the Secretary considers the application to have been withdrawn as a result of a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CentersOffices/CenterforDrugEvaluationandResearch/ucm119602.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CentersOffices/CenterforDrugEvaluationandResearch/ucm1196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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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變更為非 Paragraph IV 切結 

同樣，「變更為非 Paragraph IV 切結」 (Amendment of certification) 這個失

權事由，也是在 2003 年被 MMA 所明文化533。 

Paragraph IV 切結本來就是取得 180 天專屬期的適格要件之一，將原本的

Parahrtaph IV 切結，改為其他切結/聲明種類，當然會失去既已取得的 180 天專

屬期，在 2003 年 MMA 予以明文化前亦然。 

第五目 未於時限內取得暫時核准 

「未於時限內取得暫時核准」 (Failure to obtain tentative approval)，是 2003

年所特別新增的失權事由。若提出 ANDA 申請人，在申請後 30 個月內仍未取得

暫時核准者，就會失去 180 天專屬期。相對於最終核准可能受到非專利專屬期、

自動停止核准期影響，暫時核准只會考量藥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品質是否符合

技術性規定。值得一題的是，如果首位 ANDA 申請人未於時限內取得暫時核准

的原因，可歸責於提出申請後藥品審查標準的改變，則例外的不會失去 180 天專

屬期534。 

一、 公民請願所造成之拖延，視為期限延長 

                                                                                                                        

determination by the Secretary that the application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approval 

under paragraph (4). 

533
 21 U.S.C. § 355(j)(5)(D)(i)(III) Amendment of certification.—  The first applicant amends or 

withdraws the certification for all of the patents with respect to which that applicant submitted a 

certification qualifying the applicant for the 180-day exclusivity period. 

534
 21 U.S.C. § 355(j)(5)(D)(i)(IV) Failure to obtain tentative approval.—  The first applicant fails 

to obtain tentative approval of the application within 30 months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application is filed, unless the failure is caused by a change in or a review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approval of the application imposed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application is filed.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10 

第三人的公民請願 (Citizen Petition)，在美國的重要性很高，有能力拖延 FDA

對特定藥品的核准時間。因為這樣的特性，原開發藥廠與專利權人時常以公民公

民請願，作為拖延學名藥廠進入市場的手段之一，並容易導致首位 ANDA 申請

人因為無法在 30 個月內取得暫時核准，進而失去 180 天專屬期。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國會在 2007 年通過的食品藥物管理局修正法案 (FDA 

Amendments Act, FDAAA)，將公民請願明文化，以方便控管的同時，規定若公

民請願有拖延 ANDA 取得臨時核准的狀況發生，則視為 30 個月的期限延長535。 

二、 期限暫時延長至 40 個月 

「未於時限內取得暫時核准」的時限，可能在先天上就過於嚴苛。雖然國會

在 2003 年時，認為申請日後 30 個月這個期限非常合理，但尷尬的是，因為審查

人力的不足、受原開發藥廠以公民請願干擾，或因為專利連結的影響，學名藥廠

常常有變更 ANDA 申請內容的需求，導致學名藥在 2012 年平均獲得最終核准的

時間，落於 32~33 個月之間，「未於時限內取得暫時核准」遂成為實務上最常見

的失權類型536。 

為解決學名藥審查過於緩慢的問題，國會在 2012 年通過的「食品藥物管理

局安全性與創新性法案」 (FDA Safety and Innovation Act, FDASIA) 中，一方面

給予 FDA 制定使用者付費 (User Fee) 的權限，讓 FDA 向藥廠收取較高額的審

                                                 

535
 21 U.S.C. § 355 (q)(1)(G)  Extension of 30-month period  

If the filing of an application resulted in first-applicant status under subsection (j)(5)(D)(i)(IV) 

and approval of the application was delayed because of a petition, the 30-month period under 

such subsection is deemed to be extended by a period of time equal to the period beginning on the 

date on which the Secretary received the petition and ending on the date of final agency action on 

the petition (inclusive of such beginning and ending dates), without regard to whether the 

Secretary grants, in whole or in part, or denies, in whole or in part, the petition. 

536
 FDA Law Blog, 180-Day Exclusivity Tracker, 

http://www.fdalawblog.net/fda_law_blog_hyman_phelps/files/180-Day%20Exclusivity%20Track

er.xls (last visited 2015.10.14) 

http://www.fdalawblog.net/fda_law_blog_hyman_phelps/files/180-Day%20Exclusivity%20Tracker.xls
http://www.fdalawblog.net/fda_law_blog_hyman_phelps/files/180-Day%20Exclusivity%20Tracker.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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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費用，這當中也包含了學名藥使用者付費規範  (Generic Drug User Fee 

Amendments, GDUFA)，以做為加速審查的財源；另一方面，規定「未於時限內

取得暫時核准」的 30 個月期限，先延長至 40 個月，再分階段調降至 36 個月，

並預計在 2016 年 9 月完全落日537，給予 FDA 改善的緩衝時間。 

第六目 違反競爭法 

「違反競爭法」(Antitrust violation) 這個失權事由，國會在 2003 年針對逆向

給付所制定的配套之一，規定若首位ANDA申請人，選擇和其他ANDA申請人、

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簽訂契約，並經 FTC 或法院確定判決認定違反競爭法，

就會喪失 180 天專屬期538。 

國會原本希望能藉由 FTC 的控管，降低學名藥廠與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進

行聯合行為的誘因，不過，由於 FTC 目前在證明逆向給付違法性的層面上，遭

遇到很大的困難，因此目前還沒有因為違反競爭法而喪失 180 天專屬期的案例。 

第七目 對照藥品所有專利屆滿 

                                                 

537
 S.3187 FDA Safety and Innovation Act (2012), Sec. 1133 

“Extends from 30 to 40 months, effective between the enactment date of this Act and September 

30, 2015,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a generic drug applicant may obtain tentative FDA approval 

without forfeiting its 180-day exclusivity period. Reduces such period to 36 months beginning on 

October 1, 2015, and ending on September 30,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gpo.gov/fdsys/pkg/BILLS-112s3187enr/pdf/BILLS-112s3187enr.pdf (last 

visited 2015.10.14) 

538
 21 U.S.C. § 355(j)(5)(D)(i)(V)  Agreement with another applicant, the listed drug application 

holder, or a patent owner.—  The first applicant enters into an agreement with another applicant 

under this subsection for the drug, the holder of the application for the listed drug, or an owner of 

the patent that is the subject of the certification under paragraph (2)(A)(vii)(IV),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or the Attorney General files a complaint, and there is a final decision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or the court with regard to the complaint from which no appeal (other than a 

petition to the Supreme Court for a writ of certiorari) has been or can be taken that the agreement 

has violated the antitrust laws (as defined in section 12 of title 15, except that the term includes 

section 45 of title 15 to the extent that that section applies to 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http://www.gpo.gov/fdsys/pkg/BILLS-112s3187enr/pdf/BILLS-112s3187en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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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藥品所有專利屆滿」 (Expiration of all patents)，也是在 2003 年被

MMA 所明文化的失權事由。 

Paragraph IV 切結之專利，本來就是取得 180 天專屬期的適格要件之一，如

果專利已經屆滿，當然會失去既已取得的 180 天專屬期，在 2003 年 MMA 予以

明文化前亦然。 

應該要注意的是，FDA在2010年的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v. Sebelius

後，認為原開發藥廠以不繳納年費為手段，故意讓專利屆滿的行為，並不會導致

180 天專屬期的失權539。 

第七款 小結 

第一目 180 天專屬期缺乏明確規則 

美國專利連結的架構極其複雜，但 FD&C Act 的規定卻相對簡略，在 180 天

專屬期方面尤其嚴重。 

從上述的幾個章節中，可以了解唯獨 180 天專屬期的法規，於 1998 年就被

陸續被宣布無效 (成功防禦要件、首位資格、起算前排他效力、起算時點)，並

在 2003 年被國會大幅修正，但 FDA 卻因為早年和法院的對立，以及過多的訴訟

干擾，在制定規則方面變得十分保守，至今沒有明確的法規可以遵循。 

                                                 

539
 “This reasoning thus appears to preclude a forfeiture of exclusivity on the basis of a patent 

expiration where the expiration is in the control of the NDA holder. Because the '075 patent 

expired due to Merck's failure to pay applicable fees, that expira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Court of 

Appeals' reasoning in Teva, is not a grounds for forfeiture of the first applicant's exclusivity. 

Although FDA believes this resul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plain language of the statute, as 

discussed above, lit believes it is appropriate to apply the Court of Appeals' reasoning to the 

present facts. In the event the D.C. Circuit reconsiders and revises the decision in Teva, FDA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visit these conclusions regarding 180-day exclusivity for ANDAs 

referencing Cozaar and Hyzaar.” FDA, to Dear ANDA Applicant, March 26, 2010 – Letter, 

available at http://www.regulations.gov/#!documentDetail;D=FDA-2010-N-0134-0012 (last 

visited 2015.10.15) 

http://www.regulations.gov/#!documentDetail;D=FDA-2010-N-0134-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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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國希望以專屬期，作為學名藥廠配合專利連結的誘因或補償，法律面

有必要制訂的更加完備，並且一開始就盡量做好，行政機關要盡量採取積極的態

度制定法規，法院也要適時尊重主管機關解決問題的用心，不能在沒有配套的情

況下，避免讓執行面發生太過劇烈、密集的改變。 

第二目 已偏離立法初衷 

美國當初制定 180 天專屬期的目的，是希望鼓勵藥品挑戰專利有效性，讓後

續申請人及早進入市場，促進藥品競爭。但從目前的 180 天的適格要件來看，卻

不像是這麼一回事。 

美國目前選擇將專屬期交給「首位對任一專利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的

ANDA 申請人」，獲得 180 天專屬期的學名藥廠，並不需要挑戰全部的專利，也

不需要實際成功挑戰專利，甚至不需要有能力獲得藥品上市核准，只要能通過

FDA 初期的實質完備要件即可。反過來說，只要不是「首位」ANDA 申請人，

縱使成功挑戰的專利再多、獲得暫時核准的時間再早，都只能等待 180 天專屬期

屆滿，才能進入市場。 

根據本節的描述，180 天專屬期，反而像在變相激勵學名藥廠，快速挑戰一

個專利以後，盡快和專利權人和解，甚至與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進行聯合行為 

(逆向給付)，共同阻擋後續的 ANDA 申請人進入市場。 

本研究認為，美國的 180 天專屬期，已經與最初的立法目的背離。不得不反

思，180 天專屬期究竟對藥品市場競爭帶來多少實質幫助？是否應該考慮使用其

他不影響市場平衡的手段？或者將獎勵交給實際幫助市場競爭者？ 

第三目 不一定能確保寡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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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80 天專屬期的效力來看，可以知道專屬期的確保利益的功能其實很有限，

但是卻嚴重影響到其他藥廠的權利，以及國民的用藥支出。 

180 天專屬期的效力，無法及於貼牌的原廠藥品，或者以 NDA 自行取得上

市許可的藥品。但這樣一來，獲得 180 天專屬期的 ANDA 申請人，其誘因很容

易被原廠所推出的授權學名藥減損。但從另外一個角度出發，將商品貼上其他品

牌，以較低的價格販售，是所有市場都存在的現象，對於消費者而言也沒有壞處，

藥品產業又何嘗不是如此。 

另外一個問題，由於美國的快速換藥機制，能讓獲得 180 天專屬期的學名藥

廠，在短時間取得 7 成以上的市占率，因此才有價值，但果是換藥制度緩慢的我

國，恐怕根本無法確保獲利。 

與其說專屬期的效力，或是長度不足，反而應該回頭思考，在確保學名藥廠

的利益上，是否有其他更直接、更適合的手段。 

第四目 起算前的排他效力，大幅延長排他期間 

在美國，180 天專屬期起算以前，就已經具有排他效力。所以嚴格的說，180

天專屬期的排他期間，其實可能長達 3~4 年 (看獲得專屬期的學名藥廠，是否有

另外受到自動停止核准期、其他非專利專屬期影響)，這段期間，所有後續的

ANDA 申請人明明已經結束了專利訴訟、拿到暫時核准，但就是不能獲得 FDA

最終核准，影響非常的大。 

如果我國要引進專屬期，應該思考起算前的排他效力是否有必要？我國市場

是否能夠承受這麼長的專屬期？獲得獎勵者為公眾帶來的利益，又是否值得犧牲

這麼龐大的公眾利益？是否會和美國相同，被首位 ANDA 申請人濫用，成為後

續學名藥廠進入市場的長期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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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目 擴張解釋「法院判決起算時點」，能減輕專屬期不起算的

影響 

由之前的介紹中可以了解，美國曾經採用「首次商業銷售起算時點」和「法

院判決起算時點」，但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 (主要是 1984 時的立法漏洞)，導致

「法院判決起算時點」被擴張解釋， 2003 年完成其階段性任務 (減輕法律漏洞

的影響)，而被國會刪除。 

1998 年以前，雖然專利連結制度在 2003 年以前，並未設有失權事由，也沒

有限定起算的期限，但由於只有 4 家學名藥廠在這十數年間取得 180 天專屬期，

所以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在 1998 年的 Mova Pharmaceutical Corp. v. Shalala 案將成功防禦要件無效

化，導致取得 180 天專屬期的藥廠數，在一年內暴增數十倍，行政法規又因為過

於爭議而無法施行的情況下，美國立即需要一套強制起算/失權機制，解決首位

ANDA 申請人故意使專屬期無法起算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法院遂在 1999

年遂擴張解釋「法院判決起算時點」，使他人的訴訟也可以起算首位 ANDA 申請

人的專屬期，並確實在 1999~2003 年之間，減輕了上述法律漏洞的衝擊。 

但 2003 年國會制定了失權事由後，理論上解決了專屬期永不起算的問題。

「法院判決起算時點」於減輕法律漏洞上的價值不再，且起算時間較早，又容易

受到他人訴訟影響，反而成為了首位 ANDA 申請人眼中的不確定因素，遂在 2003

年修法的同時被刪除了。 

雖然從鼓勵取得專屬期者的角度，「法院判決起算時點」起算時點過早，確

實不是最理想的方案，但是和「首次商業銷售起算時點」相較，相對容易認定，

主管機關的監控成本較低，也比較不會產生爭議。本研究認為，如果我國最終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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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以專屬期作為獎勵手段，「法院判決起算時點」若經過討論、修改，仍是值

得考量的立法手段。 

第六目 「首次商業銷售起算時點」的認定、監控困難 

「商業銷售」的定義是一大難題，除了要釐清轉移藥品所有權的對象、規模、

情境，還要認定藥品的種類，比方美國目前將銷售授權學名藥的行為，也納入商

業銷售的定義中。 

不過「首次商業銷售起算時點」最困難的部分在於監控。FDA 目前正在行

政法規修正草案中提議，課予學名藥廠於上市 10 天內通知 FDA 的義務，並且在

學名藥廠不進行通知時，回歸以核准日作為起算時點。 

如果從保留學名藥廠的市場利益著眼，「首次商業銷售起算時點」確實是不

錯的立法手段，但由於我國的藥品市場較為特殊，各醫院不信賴主管機關的把關

品質，偏好進行額外的「進藥試驗」，較難如美國般在短時間內全面鋪貨，若我

國決定引進，恐怕要設計出更加細緻、但又不會增加太多行政負擔、爭議的認定

方式 (比方：配合健保資料庫)，才能夠真正確保業者的誘因。 

第七目 專屬期移轉，仍有違反競爭法之疑慮 

雖然在美國，首位 ANDA 申請人可以透過放棄、不起算等手段，間接地把

180 天專屬期的利益，轉移給原開發藥廠或其他學名藥廠，但平心而論，這種行

為很有可能會構成違法的聯合行為，只是目前相關論述還在發展中，FTC 目前優

先處理首位 ANDA 申請人與原開發藥廠間，簽訂逆向給付和解契約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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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以前，專屬期存在永不起算、太早起算的問題，往往實際準備好上

市者，與持有 180 天專屬期的藥廠不同，美國遂期待以專屬期的移轉，讓這種奇

異的現象獲得緩解，才在早年採取較中性的立場。 

如果我國要引進專屬期，本研究認為宜對其轉移性持保留態度，不應該鼓勵

這一種行為，甚至要思考如美國目前國會的提案，視為非法行為。另外，如果真

的著眼公眾利益，恐怕一開始就不應該使用專屬期作為獎勵手段，或者將專屬期

交給最早上市的藥廠，而不應該期待以藥廠間的聯合行為，去解決獎勵機制設計

不良，導致市場受損的問題。 

第八目 失權事由以較晚發生者為準，操作困難且缺乏明確性 

美國訂有 7 種失權事由，主要的目的在解決專屬期遲遲不起算，導致後續

ANDA 被無限延遲的問題。 

起算事由最大的問題，應該要算是「以較晚發生者為準」的設計，導致失權

時點會隨著認定時間的不同而有所改變 (比方在一部份失權事由既已發生，另一

部份卻還沒有成就的狀況下)，讓負責認定的 FDA 非常難以操作。目前，FDA 採

取「不到最後一刻就不認定」的態度處理，只有在其他 ANDA 申請人取得最終

許可，不得不判斷專屬期適格/失權問題時，才會介入，使業界產生很大的不確

定感。 

本研究認為，如果我國要設計失權事由，寧願稍微加長緩衝期間，但務必要

提供明確的失權時點，讓主管機關能夠輕易執行，並減少爭議，比方規定失權事

由、時點之認定，以較早發生者為準。 

第九目 失權事由還有細緻化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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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於 2003 年訂定失權事由時，無法完全掌握將來的發展，導致在後來的

十數年中，漸漸與實務面脫節。 

第一，「未於時限內取得暫時核准」，立法者並未考量到 FDA 的審查時間過

長的問題，由於 ANDA 送件量增加的速度很快，平均審查時間在 2012 年達到

32~33 個月，導致許多 180 天專屬期的失權案例。不過值得讚賞的是，國會很快

通過法案，另闢財源，改善 FDA 的審查速度，並同時將取得暫時核准的期限，

從 30 個月暫調為 40 個月。如果我國要引進類似的失權事由，宜謹慎考量我國

TFDA 的審查時間，並可能要如同美國一般，一邊改善審查效率，一邊微調失權

事由的期間。 

第二，「對照藥品所有專利屆滿」，立法者並未考量到專利權人，竟然以不繳

交年費，讓專利權屆滿的手段，讓首位 ANDA 申請人失去 180 天專屬期。如果

我國打算引進類似的失權事由，建議可以將這種「人為屆滿」的情況納入考慮。 

第三，「違反競爭法」，是一個有存在必要，但是目前從未發生過的失權事由。

由於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與首位 ANDA 申請人間的逆向給付，其違法標準目前

仍是非常爭議的問題，FTC 尚難以在 180 天專屬期屆滿前，就釐清是否違反競爭

法。本研究鑒於美國嚴重的濫用行為，非常支持此項失權事由的引進，但在引進

的同時，也應該思考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的特性 (沒有美國 FTC 搜索、扣押的

權力)，減輕主管機關、法院對延遲給付行為的舉證、認定，比方強制提交專利

授權/和解契約、倒置逆向給付的舉證責任、進一步強化寬恕政策與檢舉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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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之討論與分析 

在整理了專利連結本質、架構，並討論了主要的缺失，又分析了我國的現況

以後，接下來便可以開始對我國立法提出建議。 

第一節 美國專利連結評析 

第一項 專利連結係對藥品專利「質的強化」 

根據 HWA 的立法理由，專利連結是以強化藥品專利保護為對價，開放類新

藥、學名藥引據安全性/有效性資料、試驗免責。而提升藥品專利保護，可以從

「量的強化」、「質的強化」兩分面來思考。 

在 1984 年 HWA 的架構下，專利權期間的回復/延長，即是「量的強化」；專

利連結 (Patent Linkage) 則是把原本只考量安全性、有效性與品質的藥品審查，

和專利加以連結，使 FDA 無法核准有可能侵犯專利的 505(b)(2)/ANDA 藥品，並

在爭端解決的過程中，給予專利權人非常多的利益，是屬於藥品專利「質的強化」。

這些利益包含：由原開發藥廠單獨指定「藥品專利」、以通知制度降低侵權監控

成本、創設擬制的請求權、不經法院審查的禁制令變體、弱化訴訟相對人提起確

認訴訟的請求權等。 

和專利延長不同，專利連結並非是透過專利法直接強化藥品專利，而是透過

FD&C Act，影響其他新藥申請人的取得上市核准的時間，並架空美國在普遍在

臨時禁制令、永久禁制令使用的四要件檢驗法，來達到強化專利的效果。 

這種以藥事法規的程序利益，強化藥品專利保護的做法，造成了非常可觀的

複雜度，使專利連結成為 1984 年 HWA 最爭議的部分。即使從今天的角度，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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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制度在世界上仍非常罕見，往往是迫於和美國的貿易關係而引進，且在內國法

化的過程中，也多未在爭端解決程序中，提供專利權人這麼強力的保護。 

第二項 制度缺陷 

第一款 辨識階段：功能不彰 

在登錄部分，雖然是要辨識出「疑似藥品專利」，但原開發藥廠能夠單方面、

自由的決定要登錄那些專利540，登錄的適格要件也錯誤的納入了與藥品沒有相關

性的多形體專利541，但最為嚴重的，是完全沒有審查/更正機制542，導致目前美

國的橘皮書納入了許多不當登錄的專利 (無相關性、不得登錄之類型)，但卻不

開放利害關係人尋求早期、主動的救濟543。 

在切結部分，也是類似的問題，雖然是要辨識出「疑似侵權者」，但由於美

國切結選項過於粗糙，無法排除已經授權、進行迴避設計、根本上沒有侵權可能

性的無辜藥廠，也無法排除前一個階段不當登錄的衝擊，把所有進行 Paragraph IV

切結的 505(b)(2)/ANDA 申請人，全面納入專利連結的架構下，承受後續專利強

化的後果。 

由於辨識階段的設計過於粗糙，且沒有主管機關審查，因此納入原本不應該

納入的專利、相對人，並在後續程序中被當作是「疑似藥品專利」、「疑似侵權者」

對待，當然很容易在後續實際發生權利義務影響的階段，波及無辜，並造成嚴重

的紛爭。從這個角度來說，專利連結不但無助於減少專利爭端發生，反而造成了

                                                 

540
 見第四章.第一節.登錄的義務人與強制性 

541
 見第四章.第一節.登錄的適格要件 

542
 見第四章.第一節.不當登錄的更正；陳璸如，藥品專利權與上市審查之交錯--專利連結制度

之研究，世新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頁 67，2015 年。 

543
 見第四章.第一節.不當登錄的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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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專利訴訟，並且進一步因為濫用行為，引發不公平競爭的爭議，在美國大大

增加了司法和行政機關 (作為被告) 的負擔。 

第二款 強化階段：過度保護專利權人 

在了解專利連結如何辨識「疑似藥品專利」及其專利權人、「疑似侵權者」

後，接下來便進入強化專利權保護的階段。 

第一目 擬制侵權徒增訴訟，無法確保爭端提早結束 

如之前在所述，擬制侵權重點在允許專利權人提起核准前訴訟。這種設計對

既有的專利實體法、程序法造成很大的衝擊，明明系爭產品尚無法確定、傳統侵

權行為不存在、專利權人也尚未受到損害，但法院卻必須被迫受理這些原本該被

駁回的案件，並提早判斷是否有可能發生專利侵權問題。 

2009 年美國 FTC 的報告，就指出由於辨識階段先天上就沒有納入所有專利 

(原開發藥廠也不願完全揭露)，所以核准前訴訟並無法終局的解決所有專利爭端，

只會造成訴訟分割成核准前、核准後兩階段。白話的說，擬制侵權所創造的核准

前訴訟，只能確保專利爭端提早出現，但並不會提早結束，利大於弊544。 

另外，由於擬制侵權的行為、產品，都是擬制的產物，在先天上誤判的可

能性相對高。第一，藥品申請案的內容，很可能被藥品主管機關限制，導致其

紀載在先天上和對照藥品相似，而被法院誤認為成立擬制侵權，舉美國 2013

年的 Sunovion Pharmaceuticals, Inc. v. Teva Pharmaceuticals, Inc.案來說，就是試

驗用藥品都沒有落入專利，但 FDA 卻拒絕學名藥廠在申請案的內容加上特定限

制，導致法院認為新藥申請案的內容涵蓋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成立擬制侵權，

                                                 

544
 FTC, supra note 131, at 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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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禁止學名藥廠取得上市核准545；第二，即使法院正確的找出當下「核准後

可能銷售的藥品」，卻無法避免申請過程中的變更 (可能是因為主管機關改變審

查規則/檢驗標準、原廠藥品變更、或類新藥/學名藥廠為避免侵權主動變更)，

而每次變更，都有可能造成系爭產品的改變，改變擬制侵權的判斷546。如果我

國學習美國目前採用的立法模式，鼓勵及早挑戰至少一個專利，也會出現更多

先申請再變更申請內容的案例，法院也會在擬制侵權的判斷上面臨更多困難。 

第二目 通知會促進訴訟增加、拖延後續程序，且可能洩漏營業

秘密 

專利連結要求質疑專利有效性、侵權的 505(b)(2)/ANDA 申請人，一定要通

知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主要是希望將藥品專利權人的監控成本，轉嫁到藥品

主管機關、505(b)(2)/ANDA 申請人身上。 

通知本身，由於和 505(b)(2)/ANDA 的上市核准相關，為專利權人創造了百

分之百的監控體系，當然會造成訴訟的增加。不過，由於送達的耗時耗力，會造

成後續程序的進一步拖延，尤其是在專屬授權人、專利權人、原開發藥廠都不同 

另外，由於在 505(b)(2)/ANDA 申請人主張不侵權的狀況下，美國將在通知

中附帶「接觸營業秘密之授權」，作為未來提起確認訴訟的條件。雖然在專利連

                                                 

545
 Sunovion Pharmaceuticals, Inc. v. Teva Pharmaceuticals, Inc., 731 F.3d 1271 (Fed.Cir.2013) 

該案件中的學名藥廠，希望在 ANDA 申請案中加註特定化合物的含量限制，以迴避特定專

利，但被 FDA 拒絕，導致法院判斷該 ANDA 申請內容落入申請專利範圍，成立擬制侵權。

見第四節.構成要件.系爭藥品。 

546
 根據美國實務，類新藥/學名藥在申請過程中變更內容十分常見，早年法院曾因為不理解而

延長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近年法院則開始了解這種需求，不會單以藥品變更拖延訴訟

程序，就以延長自動停止核准期作為處罰。見第四章.第六節.自動停者核准期的期間計算，

延長與縮短.在訴訟期間變更 505(b)(2)/ANDA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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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制度下，由於 505(b)(2)/ANDA 申請人對授權內容有一定的自主性，但由於會

影響後續法院的態度，其實是半被迫的揭露自己的營業祕密給直接競爭者547。 

第三目 自動停止核准期是架空法院審查、效力擴張的「臨時禁

制令變體」 

自動停止核准期雖然和臨時禁制令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平行存在，但實質

上具有取代性，明明是藥事法的規定，卻威脅到專利法侵權問題的基本架構。 

由第四章的介紹，可以了解到自動停止核准期其實是利益交換的產物，也是

美國版專利連結的核心之一，明明具有比較強大的排他性，效力擴張的藥品主管

機關對於上市核准的准駁，但卻不需要經過最高法院在 Winter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案所建立的四要件審查548，無論專利是否符合登錄

要件、品質多低劣、專利權人的受所多輕微、社會有多需要學名藥，即可立即阻

止 505(b)(2)/ANDA 申請人取得上市核准，是專利連結最受人詬病的機制之一

549。 

第四目 重定核准日是架空法院審查、效力擴張的「永久禁制令

變體」 

擬制侵權中重定核准日的救濟，也和永久禁制令 (防止侵害請求權) 平行而

不互斥，並具實質上的取代性，威脅專利法基本架構。 

                                                 

547
 見第四章.第三節.通知內容.通知內容的揭露程度 

548
 Winter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129 S.Ct. 365 (2008) 

549
 陳璸如, supra note 542, at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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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別說明的是，即使法院已經決定了專利侵權問題，美國法院針對永久禁

制令的核發，仍然要考量 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L.C.案所建立的四要件審

查550，尤其是衡平與公眾利益的考量，並非只要侵權，專利權人就當然取得排他

效力。但由於專利法規定，擬制侵權一旦成立，法院就一定要重新指定侵權藥品

的核准日。 

和自動停止核准期類似，重定核准日明明具有比較強大的排他性，效力擴張

的藥品主管機關對於上市核准的准駁，但卻不需要經過任何法院審查，無視專利

權人損失的多輕微、是否有其他手段可以獲償 (如：合理授權金)、雙方利益多

部衡平、社會公益損害多大。如果結合擬制侵權，對產品、行為進行擬制的特性，

更可以體現出這種機制的不合理，同樣是專利連結最受人詬病的機制之一。 

第五目 確認訴訟的限制過多，和擬制侵權並不對等 

為了讓核准前訴訟成為可能，專利連結為專利權人一方，制定了擬制侵權，

但針對 505(b)(2)/ANDA 申請人一方，早年沒有針對確認訴訟請求權特別立法，

即使在 2003 年引進，也加上了許多限制，導致實質的不對等。 

如第四章第八節所述，美國由 505(b)(2)/ANDA 申請人提起的確認訴訟，共

有六大限制，分別為「不得在 45 天期間屆滿前提起」、「專利權人/原開發藥廠未

於 45 天期間屆滿前提告」、「送件通知中，附帶接觸營業秘密之授權」、「於被告

公司設立地或主要營業所所在地提告」、「不得請求刪除/修正登錄之專利資訊」、

「不得請求損害賠償」。 

                                                 

550
 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L.C., 547 U.S. 388 (2006) 

四要件分別是：（1）原告已遭受不可回復之損害 (irreparable injury)」；（2）其他可用的救濟

方式無法適當地填補原告所受損害；（3）原被告雙方利益之衡平；（4）核發永久禁制令不

會危及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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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六大限制所創造出的不對等，包含：讓專利權人取得主動、優先的提告權；

方便專利權人取得證據，降低舉證責任；強制使用普通審判籍；剝奪

505(b)(2)/ANDA 申請人主動請求刪除/修正登錄之專利資訊、請求損害賠償的權

利。這些限制的主要目的，可以看出是要創造專利權人更有利的訴訟地位，並且

透過對 505(b)(2)/ANDA 申請人的限制，減輕法院的負擔。 

其中，本研究認為「不得請求刪除/修正登錄之專利資訊」、「不得請求損害

賠償」兩者明顯不合理，弱化了確認訴訟的內容，不但使確認訴訟無法處理專利

不當登錄的先決問題，也使的 505(b)(2)/ANDA 申請人明明受有損害，卻無法受

償。這兩者是美國不當登錄、逆向給付之所以如此氾濫的原因之一。如果我國要

引進專利連結制度，或許不適合在確認訴訟上加入「不得請求刪除/修正登錄之

專利資訊」、「不得請求損害賠償」這兩個限制，反而應該積極確保請求刪除/修

正專利資訊、一併請求損害賠償的請求權，使其發揮專利連結的除錯、救濟機制，

避免美國的濫用行為發生，減低制度對我國產業的不合理衝擊。 

第三款 鼓勵/補償階段：誘因失當 

如之前在第四章第七節的介紹，美國的 180 天專屬期早已偏離立法初衷，無

法達到鼓勵藥品挑戰專利有效性，讓後續申請人及早進入市場，促進藥品競爭的

目的。 

第一，適格要件設計，僅鼓勵盡早挑戰一個專利。獲得 180 天專屬期的學名

藥廠，並不需要挑戰全部的專利，也不需要實際成功挑戰專利，甚至不需要有能

力獲得藥品上市核准，只要能通過 FDA 初期的實質完備要件即可。本研究認為，

美國的獎勵適格要件可能太過寬鬆，上述既無助於藥品價格降低、又沒挑戰所有

專利的學名藥廠，並不值得專屬期的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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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於創造了寡佔市場專屬期，原開發藥廠會傾向和首位 ANDA 申請

人進行聯合行為。使用專屬期作為誘因促進競爭的誘因，在根本上就有其危險性，

更何況還是由原開發藥廠、首位 ANDA 申請人寡占的專屬期，出現聯合行為其

實並不奇怪，從另一層角度思考，在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下，首家上市的學名藥

本該具有先行者優勢，不見得要另外以專屬期額外鼓勵551。 

第三，受影響的其他 ANDA 人不但無法受償，反而會因為 180 天專屬期的

存在進一步受到阻礙。雖然受到專利連結影響，而受有實質損害的

505(b)(2)/ANDA 申請人非常多，卻只有首位 ANDA 申請人可以獲得 180 天專屬

期，屬於「贏者全拿」的模式，另外，美國所鼓勵者，並非推出學名藥，實際幫

助市場競爭的藥廠，初衷是加速學名藥上市的 180 天專屬期，反而導致嚴重的學

名藥上市延遲問題。由於起算前的排他效力、起算時點的模糊空間，以及失權事

由的操作過於複雜，更是進一步擴大了 180 天專屬期的限制競爭效果。 

第三項 小結 

由於辨識階段錯誤的累積，在強化階段過度剝奪了法院的審查，以及

505(b)(2)/ANDA 申請人的利益，最後的鼓勵/補償階段還提供了不當的誘因，間

接鼓勵了聯合行為，整個機制幾乎都以專利權人的保護作為主軸，並且充滿了各

式各樣的法律漏洞，造成嚴重的濫用，此乃美國專利連結的真正面貌。 

  

                                                 

551
 陳璸如, supra note 542, at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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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現況 

了解美國專利連結以後，應該要進一步了解我國所面臨的狀況，才能夠提出

真正適合的建議。本研究以下將我國現況，分為國內產業、國內法制、國際現實

三個層次加以論述。 

第一項 產業面 

第一款 我國產業特性與美國相異 

第一目 我國藥品市場較小 

和國際市場相比，我國的藥品市場相對較小。根據 IMS 的統計，2011 年全

球藥品銷售為美金 9555 億元，依據市場大小 (皆以美金表示)，依據是北美洲的

3471 億元、歐洲的 2654 億元、日本 1112 億元、拉丁美洲 667 億元，以及其他

市場 1653 億元。由於我國並未包含在上述報告內，但另外根據我國政府機關、

公法人統計，我國 2011 年製藥產業的市場約為新台幣 1437 億元，約合美金 45

億元552。由上可知，我國藥品銷售只佔全球的 0.5%不到，其他研究也有類似的

結論553,554。 

                                                 

552
 汪嘉林等，2013 生技產業白皮書，經濟部工業局，初版，頁 13、30 (2013) 

553
 根據 IMS 的統計，我國 2008 年藥品市場的規模為 1187.17 億元，當時全世界藥品市場的

規模為 7730 億美元，我國只佔 0.5%。參見李芳全，建構我國學名藥法制之研究，交通大

學管理學院科技法律學程論文，頁 48，2010 年 

554
 根據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的資料，我國 2011 年藥品市場的規模為 1,424 億元 (約

47.1 億美元)，而 2012 年全世界藥品市場的規模為 9,620 億美金，也得到相同的結論 

參見黃文鴻，全民健保對生技製藥產業與民眾用藥的影響，科學月刊，2014 年, available at 

http://scitechreports.blogspot.tw/2014/02/blog-post_24.html (final visited 2015.11.1) 

http://scitechreports.blogspot.tw/2014/02/blog-post_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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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國的藥品市場由於健保的藥價核定與藥價調查，成長速度比鄰近國

家要低很多。2012 年全世界藥品市場的成長率從 1999 年的 14.5%下降為 2012

年的 2.4%，此期間的平均成長率為 3~6%；同期我國藥品市場從 2000 年的 829

億元（約 27.4 億美元）到 2011 年 1,424 億元（約 47.1 億美元），12 年間市場規

模成長 71.77%，平均年成長率約是 6%，遠低於同期中國大陸與韓國藥品市場

3~10 倍的成長率555。 

從以上的資料中，可以瞭解我國藥品市場相對小，成長也遠不如近鄰國家。

以市場排他權 (專利、專屬期) 鼓勵原開發藥廠投入研發，由於先天上的市場限

制，效果非常有限，即使引進核准前藥品專利爭端解決程序，可能仍無助於鼓勵

新藥開發，最多提升引進的藥品種類、縮短引進藥品的時間而已，並無法改善我

國因為健保核價過低，造成原開發藥廠持續撤出台灣的窘境。 

圖 5- 1 2011 年我國藥品市場佔全球比重556
 

 

                                                 

555
  Id. 

556
 取 2011 年全球市場銷售額，再加上我國當年的市場銷售額。見汪嘉林等，2013 生技產業

白皮書，經濟部工業局，初版，頁 13、30 (2013) 

北美 

36%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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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12% 

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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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原廠藥使用量低，但健保支出壓力較高 

在國內市場份額方面，根據健保署的統計資料，原開發藥廠金額市佔率為

63.1%，代理商金額市佔率為 11.8%，國產學名藥廠僅佔 25.1%。實際上，原開

發藥廠的實際用量僅佔 3 成，而學名藥卻佔 7 成以上，實際在台灣投入資金，設

有生產線的 115 家西藥製劑廠中557，絕大多數都是學名藥廠。 

換句話說，我國健保能以 4 成的資源，滿足國內 7 成以上的多數用藥需求，

並實際貢獻到我國的國產藥廠的營收中，由此可見學名藥產業對我國健保支出的

重要性。 

圖 5- 2 我國健保支出之比例 (依廠商) 

 

第三目 原開發藥廠營收主要來自非專利藥品 

                                                 

557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GMP 藥廠名單 (2015.8.27),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2067&id=3475&chk=5b6f2ebd-8ed2-46ee-a

17b-f7c7517bbaf0#.ViccAv3ouos (last visited 2015.10.21) 

學名藥廠 

25% 

代理商 

12% 
原開發藥廠 

63% 

http://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2067&id=3475&chk=5b6f2ebd-8ed2-46ee-a17b-f7c7517bbaf0#.ViccAv3ouos
http://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2067&id=3475&chk=5b6f2ebd-8ed2-46ee-a17b-f7c7517bbaf0#.ViccAv3ou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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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改從專利藥品、非專利藥品觀察，專利藥品佔健保支出 26.2%，非專

利藥品則佔 73.8%。原開發廠的市場規模，僅約 42%來自專利期間的新藥，其餘

58%仍然仰賴專利逾期的原廠牌藥品558。 

從這一點看，就了解原開發藥廠，其實仍然能從專利屆滿後的藥品獲得很可

觀的利潤，這很可能和我國市場的特殊性有關。冗長的健保核價的程序、醫院執

行進藥臨床試驗 (Listing Trail) 的習慣559、藥師換藥權的缺乏、藥價差560，都造

成學名藥取代純新藥、類新藥的速度，遠遠不及美國561。換句話說，原開發藥廠

的藥品專利屆滿後，並不會像美國般快速喪失市占率，而是在冗長的健保核價、

醫院進藥試驗 (1~2 年) 完成以後，還要慢慢說服醫生改開立學名藥處方，才會

慢慢侵蝕對照藥品的市佔。 

                                                 

558
 轉引自黃文鴻，全民健保對生技製藥產業與民眾用藥的影響，科學月刊，2014 年, available 

at http://scitechreports.blogspot.tw/2014/02/blog-post_24.html (last visited 2015.11.1) 

559
 李芳全, supra note 553, at 69-78。 

560
 即使是同類的藥品，我國健保也會核定不同的價格。健保支付給醫院的價格，和醫院實際

向藥廠採購的差額，便是所謂的藥價差。健保核定的價格越高，採購價越低，醫院能夠獲

得的藥價差就越多，因此相對而言，藥價高的原廠藥品較獲得醫院青睞。陳璸如, supra note 

542, at 109。 

561
 政府研究報告中，就曾建議台灣應該從健保核價的角度，創造藥品研發、挑戰專利的誘因，

而非使用美國的專屬期模式。見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藥品許可證與專利資訊扣

合機制之研究，行政院衛生署九十六年度委託科技計畫 (2007), available at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1402913&q=(%20(%22%E8

%97%A5%E5%93%81%E8%A8%B1%E5%8F%AF%E8%AD%89%22%20PNCH_DESC%3

A%2F.*%E8%97%A5%E5%93%81%E8%A8%B1%E5%8F%AF%E8%AD%89.*%2F%20PE

NG_DESC%3A%2F.*%20%E8%97%A5%E5%93%81%E8%A8%B1%E5%8F%AF%E8%AD

%89%20.*%2F)%20%20)%20 (last visited 2015.10.18) 

http://scitechreports.blogspot.tw/2014/02/blog-post_24.html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1402913&q=(%20(%22%E8%97%A5%E5%93%81%E8%A8%B1%E5%8F%AF%E8%AD%89%22%20PNCH_DESC%3A%2F.*%E8%97%A5%E5%93%81%E8%A8%B1%E5%8F%AF%E8%AD%89.*%2F%20PENG_DESC%3A%2F.*%20%E8%97%A5%E5%93%81%E8%A8%B1%E5%8F%AF%E8%AD%89%20.*%2F)%20%20)%20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1402913&q=(%20(%22%E8%97%A5%E5%93%81%E8%A8%B1%E5%8F%AF%E8%AD%89%22%20PNCH_DESC%3A%2F.*%E8%97%A5%E5%93%81%E8%A8%B1%E5%8F%AF%E8%AD%89.*%2F%20PENG_DESC%3A%2F.*%20%E8%97%A5%E5%93%81%E8%A8%B1%E5%8F%AF%E8%AD%89%20.*%2F)%20%20)%20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1402913&q=(%20(%22%E8%97%A5%E5%93%81%E8%A8%B1%E5%8F%AF%E8%AD%89%22%20PNCH_DESC%3A%2F.*%E8%97%A5%E5%93%81%E8%A8%B1%E5%8F%AF%E8%AD%89.*%2F%20PENG_DESC%3A%2F.*%20%E8%97%A5%E5%93%81%E8%A8%B1%E5%8F%AF%E8%AD%89%20.*%2F)%20%20)%20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1402913&q=(%20(%22%E8%97%A5%E5%93%81%E8%A8%B1%E5%8F%AF%E8%AD%89%22%20PNCH_DESC%3A%2F.*%E8%97%A5%E5%93%81%E8%A8%B1%E5%8F%AF%E8%AD%89.*%2F%20PENG_DESC%3A%2F.*%20%E8%97%A5%E5%93%81%E8%A8%B1%E5%8F%AF%E8%AD%89%20.*%2F)%20%20)%20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1402913&q=(%20(%22%E8%97%A5%E5%93%81%E8%A8%B1%E5%8F%AF%E8%AD%89%22%20PNCH_DESC%3A%2F.*%E8%97%A5%E5%93%81%E8%A8%B1%E5%8F%AF%E8%AD%89.*%2F%20PENG_DESC%3A%2F.*%20%E8%97%A5%E5%93%81%E8%A8%B1%E5%8F%AF%E8%AD%89%20.*%2F)%20%20)%2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31 

圖 5- 3 我國健保支出之比例 (依專利有無) 

 

第二款 我國相對缺乏資訊、資源、經驗、專業人才 

核准前藥品專利爭端解決程序，從美國版本的專利連結就可以了解其複雜度，

視立法的方向，可能需要非常大量的司法、行政資源投入，美國挾其資源、經驗，

以及 FDA、USPTO 享譽國際的專業，也是在 1984 年立法的整整十年後，才在

1994 年摸索上路，其後續更花了數十年，經歷無數的修法、解釋、判決，仍在

摸索正確的道路，直到 2015 年的現在，HWA 相關的修正案還是不斷在國會中激

烈討論，FDA 目前也還在修正行政法規，落實 2003 年的法律變更。 

我國食品藥物管理署的的財力物力相對吃緊，若引進核准前藥品專利爭端解

決程序，且架構接近美國版本，將會大幅增加行政負擔 (受理專利登錄、每日更

新專利資訊、判定登錄日、受理切結之變更、確認通知送達、判定專利登錄與切

結之先後等)，並會帶來十分可觀的訴訟 (一部分是涉及登錄、藥品核准的行政

訴訟；另一部份是需要在專利訴訟中提供證據)。另外，由於核准前專利爭端解

決程序及其爭議，各國的法律變動十分頻繁，因此我國在落實制度的同時，也需

要預留一部份行政資源，或者借助學界、法人、產業的投入，追蹤、研究其他國

家的立法手段、修法動態，有必要大幅擴張審查人力、法制人員、公職律師的編

制。 

專利藥品 

25% 

非專利藥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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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驗與專業人才方面，由於國內法律教育，和美國學士後的體系不同，跨

領域法律人力相對不足，這點在核准前藥品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的研究與執行上，

多少會有影響。我國或許可以考慮 (1) 加強法律系所、醫藥生技系所對於藥事

法規與智慧財產權的教育，並鼓勵招收跨領域學生562；(2) 辦理長期的跨領域人

才培訓計畫、跨校學程563；(3) 以研究經費鼓勵藥品法律研究等方式，因應未來

的專業人力需求。 

第三款 我國缺乏民間共識支持 

以台灣藥物品質協會所舉辦的歷次論壇為例，政府在 TPP 條文尚未公開的

情況下，便開始大力在2014年呼籲業界支持引進核准前藥品專利爭端解決程序，

並且往美國版專利連結的架構靠攏，但直至 2015 年底，都沒有提出確切的草案

內容，也未對嚴重受到影響的學名藥廠提出配套措施，或者檢討長期遭人詬病的

進藥試驗、醫藥不分業、健保核價制度、藥品差額自負等改革，僅要求學名藥產

業單方面讓利，且還是在去年藥廠個別投入數億元的資金，輔建立 PIC/S GMP

生產線的狀況下。 

目前，以學名藥為主的業界，採取反對引進全套專利連結的立場564，學界部

分也有相當多的文獻持相同論點565。目前，僅有外商原開發藥廠566、部分律師事

                                                 

562
 吳東哲、陳桂恒, supra note 27, at 78 

563
 比方：政治大學與陽明大學所辦理的生技管理學程，歷年來培育許多跨領域工作者； 

2010-2013 年間，教育部也曾經進行過四年的暑期「轉譯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

由於辦理的學校多不限制參與學員的背景、學籍，並且開放業界人士到學校授課，在當時

開設了許多科技背景學生較難接觸的課程 (藥品查驗登記法規、藥品開發、專利智財實務、

商業模式、業界實務)，促進了大量的產學/跨校合作，也吸引了非常多技術背景的學生投入

法律、商業領域，甚至進一步報考法科/科法、科管所。 

564
 社團法人台灣藥物品質協會，103 年度「藥品專利及生體相等性試驗相關資料庫建置計畫」，

頁 68-92 (2014), available at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8434314&q=(%20(%22%E5

%B0%88%E5%88%A9%22%20PNCH_DESC%3A%2F.*%E5%B0%88%E5%88%A9.*%2F%2

0PENG_DESC%3A%2F.*%20%E5%B0%88%E5%88%A9%20.*%2F)%20%20)%20 (last 

visited：2015.10.18)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8434314&q=(%20(%22%E5%B0%88%E5%88%A9%22%20PNCH_DESC%3A%2F.*%E5%B0%88%E5%88%A9.*%2F%20PENG_DESC%3A%2F.*%20%E5%B0%88%E5%88%A9%20.*%2F)%20%20)%20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8434314&q=(%20(%22%E5%B0%88%E5%88%A9%22%20PNCH_DESC%3A%2F.*%E5%B0%88%E5%88%A9.*%2F%20PENG_DESC%3A%2F.*%20%E5%B0%88%E5%88%A9%20.*%2F)%20%20)%20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8434314&q=(%20(%22%E5%B0%88%E5%88%A9%22%20PNCH_DESC%3A%2F.*%E5%B0%88%E5%88%A9.*%2F%20PENG_DESC%3A%2F.*%20%E5%B0%88%E5%88%A9%20.*%2F)%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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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所567、政府委託上述律師事務所進行的研究報告568，明確支持全套引進美國版

本專利連結。在這樣的狀態下，本文認為專利連結要取得立法的實質正當性，有

一定的困難度。 

第二項 法制面 

第一款 僅具形式的專利登錄、切結 

我國迫於美國的壓力，強化藥品智慧財產權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83 年，

就藥品安全監視期間之名，引進非專利專屬期，甚至早於美國自身的 HWA。自

那之後，我國也陸續建立引據 (類新藥/學名藥)、試驗免責、專利延長制度。 

由於早年美國將施壓重點放在開放醫藥品專利、非專利專屬期、藥價、偽藥、

等層面，我國目前只在 2005 年引進僅具形式的專利登錄、切結規定，以應付美

國的壓力，並且沿用至今，沒有實際引進任何「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當

然更沒有專利連結。 

                                                                                                                        

565
 鄭耀誠，論藥品研發、上市許可之規範與相關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專利連結、資料專屬與

專利權之探討，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李芳全, supra note 553；陳蔚奇，

論美國專利連結制度於我國實行之妥適性，交大科法所碩士論文，2010 年；黃秋蓉，美國

藥品上市審查之專利連結程序，雲科大科法所碩士論文，2013 年；廖柏豪，論專利連結與

資料保護對我國醫藥產業之影響，台北大學法研所法專組碩士論文，2013 年；楊馥璟，醫

藥品上市審查規範與專利權保護之研究 -從學名藥到生物相似性藥品之演進，政大法律科

際整合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陳璸如, supra note 542。 

566
 以具有美商背景的輝瑞 (pfizer) 為代表。參見財團法人台灣藥物品質學會，臺灣藥事論壇，

第 49 屆、第 61 屆、第 63 屆、第 64 屆藥事論壇，輝瑞總經理蔡德揚之簡報與發言。 

567
 張哲倫，產業契機與挑戰－國際專利制度調和與藥品審查機制政策建言，2015 年推進國際

區域經濟論壇 加 TPP、RCEP 對生技新藥產業之契機與挑戰，頁 70-71 (2015)；蕭郁溏、

陳誌雄，從比較法觀點建構台灣專利連結制度，萬國法律 第 200 期，頁 92-110 (2015.4)；

林宗緯，Hatch-Waxman 法案及我國既有法規之比較-對我國引進專利連結制度之建議，萬

國法律，頁 47-57 第 201 期 (2015.5) 

568
 理律法律事務所, supra note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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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9 月，在一連串的公聽會、座談會、協調會以後，在我國業者大多

持反對態度的情形下，行政院仍通過了藥事法修正草案，引進新成分新藥的非專

利專屬期、試驗免責的同時，也引進了初步的專利登錄規定569。 

2005 年 1 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衛生署藥政處 (即目前衛生服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藥品組的前身)，公告切結書 (甲)，要求申請許可證的藥商，都應該切

結若侵犯他人專利權，願自負法律上一切責任570。換句話說，我國引進切結的時

間，其實比登錄要早一些。 

2005 年 2 月，我國修正藥事法第 40-2 條第一項，規定：「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於核發新藥許可證時，應公開申請人檢附之已揭露專利字號或案號。」 目前的

立法理由，專利登錄的部分在二讀時被刪除，但根據行政院原本的提案，係「藥

商申請藥品之查驗登記，本即應注意有無侵及他人專利，尤其是新藥部分，為資

提醒，爰於第一項規定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於核發新藥許可證時，對於申請人所檢

附以揭露之專利字號或案號，予以主動公開」571。 

2005 年 10 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衛生署藥政處 (即目前衛生服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藥品組的前身)，公告「已揭露專利字號/案號切結書」，允許藥品許

可證申請人，揭露所申請之藥品名稱、是否有申請我國專利、已公告的專利的證

書號/專利權期間、申請中專利的申請號/申請日期、藥商名稱、負責人及地址572。

                                                 

569
 楊代華，處方藥產業的法律戰爭-藥品試驗資料保護，元照出版公司，初版，頁 216-221 

(2007.11) 

570
 衛生署藥政處，切結書 (甲) (2005) 

http://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id=897&chk=936a8bd8-cd34-47ac-9b9e-bf09f355

d4be&param=pn&cid=3&cchk=46552e96-810a-42c3-83e1-bd5e42344633&key1=%e5%88%87

%e7%b5%90#.ViPZUv3ouos (last visited 2015.10.18) 

571
 立法院，立法院公報 第 94 卷 第 7 期 院會紀錄，頁 342-356 (2005) 

available at http://lis.ly.gov.tw/ttscgi/lgimg?@940701;0342;0356 (last visited 2015.10.18) 

572
 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公告「已揭露專利字號/案號切結書」，衛署藥字第 0940330797 號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tw/pda/page01Content.aspx?id=1032&chk=787b7135-d0b9-467f-b572-9054f

9a4af0d&param=pn%3D145 (last visited 2015.10.18) 

http://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id=897&chk=936a8bd8-cd34-47ac-9b9e-bf09f355d4be&param=pn&cid=3&cchk=46552e96-810a-42c3-83e1-bd5e42344633&key1=%e5%88%87%e7%b5%90#.ViPZUv3ouos
http://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id=897&chk=936a8bd8-cd34-47ac-9b9e-bf09f355d4be&param=pn&cid=3&cchk=46552e96-810a-42c3-83e1-bd5e42344633&key1=%e5%88%87%e7%b5%90#.ViPZUv3ouos
http://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id=897&chk=936a8bd8-cd34-47ac-9b9e-bf09f355d4be&param=pn&cid=3&cchk=46552e96-810a-42c3-83e1-bd5e42344633&key1=%e5%88%87%e7%b5%90#.ViPZUv3ouos
http://lis.ly.gov.tw/ttscgi/lgimg?@940701;0342;0356
http://www.fda.gov.tw/pda/page01Content.aspx?id=1032&chk=787b7135-d0b9-467f-b572-9054f9a4af0d&param=pn%3D145
http://www.fda.gov.tw/pda/page01Content.aspx?id=1032&chk=787b7135-d0b9-467f-b572-9054f9a4af0d&param=pn%3D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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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該切結書也聲明若專利資訊有異動，會儘速主動補正切結；若使主管機關

刊載不實資料，而導致訴訟或法律上責任時，由切結藥商應自行負責。 

綜上，我國目前在藥事法中，允許藥證持有人揭露專利資訊，但是並沒有特

別規定適格要件，也不予審查，根據立法理由，僅係用來提醒藥證申請人注意專

利侵權之風險而已，並沒有特殊效果。另外，我國目前要求藥證申請人繳交的切

結書(甲)，也並沒有要求要針對特定專利進行切結，切結內容也完全不會影響藥

品核准。換句話說，我國目前並沒有引進類似美國專利連結的核准前專利爭端解

決程序，藥品審查與專利侵權問題間，仍保持互相獨立的健康狀態。 

雖然食品藥物管理署，似有認為藥事法第 40-2 條已經授權主管機關建立類

似橘皮書的專利登錄制度，並以此為由委外進行專利登錄表格的立法工作 (行政

法規層級)
573，但如之前所述，無論就立法理由或者執行狀況，都僅有提醒功能，

和嚴重影響專利權人、藥證申請人的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有別，現行的專利

登錄完全不設限的狀況，並不適合做未來核准前專利登錄程序的基礎574。 

第二款 類專利連結案例與修法 

雖然我國至今沒有特別建立專利連結，但在我國早年在智慧財產權案件中，

確實發生過以無關之專利，在被告獲得上市核准前，就提起專利侵權訴訟，並透

過 2003 年剛剛在民事訴訟法中修正的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利用其可以用擔保代

替釋明的特性575，成功讓衛生署停止核准的案例。 

                                                 

573
 社團法人台灣藥物品質協會，104 年度「藥品專利資料建立計畫」 (2015)  available at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

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1515715&tenderCaseNo=104-TFDA-P-036 

(last visited 2015.10.18) 

574
 陳璸如, supra note 542, at 125-128。 

575
 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之 4 準用第 533 條、第 526 條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1515715&tenderCaseNo=104-TFDA-P-036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1515715&tenderCaseNo=104-TFDA-P-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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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樣的案例在學名藥取得上市核准以前提出，當時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的

漏洞又非常接近自動停止核准期，加上使用了在美國屬於不當登錄的製程、複方

專利，本文認為非常具有指標性，假設我國引進美國版的專利連結，類似的案例

將會層出不窮。雖然該案例在當時造成莫大的風波，但因為間接促成了智慧財產

法院的建立，及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的增訂，在引進專利連結以前，應該不至

於再次發生。 

第一目 武田 v. 健亞案 

自 2001 年在我國上市的糖尿病藥品 Actos
®
 (Pioglitazone Hydrochloride) ，其

原開發藥廠武田，持有第 135500 號專利 (‘500 專利)、第 30032 號專利 (‘032 專

利)。其中，‘500 專利，是藥品複方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涵蓋一種醫藥組成物，

是將促進胰島分泌之藥品 (比方原廠藥品 Actos
®
)，和α-葡萄糖抑制劑、雙胍、

statin 化合物、或者血管收縮素轉換酵素抑制劑加以混合而成，用以預防及治療

糖尿病；‘032 專利，則是藥品製程專利，用來製造涵蓋藥品 Actos
®在內的化合

物。 

2004 年，學名藥廠健亞，就 Actos
®的學名藥 Vippar

®  
(嚴格的說，此時係試

驗用藥品)，進行臨床試驗，並即將終結，正準備向衛生署申請上市核准。 

2004 年 6 月底，原開發藥廠武田，遂依據‘500 藥品複方專利，附帶內容有

錯誤的鑑定報告576、擔保金，向台中地方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獲准577，禁

止學名藥廠健亞自行或委託、授權他人使用、製造、販賣、為販賣要約、進口學

                                                 

576
 該專利侵害鑑定報告，係由原開發藥廠武田之訴訟代理人－聯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出具，

未有鑑定人署名，針對試驗用藥品進行侵權鑑定，雖內容記載未文義侵權，但結論卻與內

文不符。順帶一題，該事務所並非司法院公布「侵害專利鑑定專業機構之參考名冊」之列。 

577
 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3 年度裁全字第 3340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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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藥 Vippar
® 578。過程中並未給學名藥廠答辯之機會，亦未審理其主張之實體內

容、真實性。另外，原開發藥廠武田也同時就‘500 藥品複方專利、‘032 藥品製

程專利，正式提起侵權訴訟。 

2005 年 3 月底，行政院衛生署完成學名藥 Vippar
®的審查，給予上市核准，

並通知學名藥廠健亞領取藥品許可證579。惟，同年 4 月底，台中地方法院竟依原

開發藥廠武田的請求，行文行政院衛生署，命令暫緩學名藥 Vippar
®之領證程序580。

換句話說，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的效力，從「訴訟當事人」擴張到「藥品主管機關」、

從「試驗用藥品」擴張到「核准藥品」、從「使用、製造、販賣、進口」擴張到

「藥品上市核准之領證」，成為實質上的專利連結。 

由於‘500 專利系藥品複方專利，但原開發藥廠武田所控告的學名藥 Vippar
®

 

(其實是試驗用藥品) 卻是單方藥品581，只有 Pioglitazone Hydrochloride 一種有效

成分，並未和其他藥品併用，不可能構成侵權；‘032 藥品製程專利部分，原開發

藥廠武田則完全未舉證。案件從台中地方法院582、高等法院台中分院583、最高法

                                                 

578
 原開發藥廠武田，疑似還聲請禁止學名藥廠健亞進行臨床試驗，被地方法院以試驗免責為

由駁回，該裁定被抗告到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後，於 2005 年 3 月被最高法院宣判抗告無理

由。見臺灣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抗字第 229 號民事裁定、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3 年度抗

字第 857 號民事裁定。 

579
 「衛生署於 94 年 2 月 22 日發函予原告通知該署同意備查系爭 Vippar 藥品供查驗登記用

藥品臨床試驗計畫報告。衛生署藥政處於同年 4 月 4 日通知原告於同年 7 月 19 日前辦理

系爭 Vippar 藥品之許可證（見臺北地院卷第 36 至 38 頁之衛生署 94 年 2 月 22 日函、衛生

藥政處書函、藥品許可證）。」見臺灣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民公訴字第 6 號民事判決 

580
 「新竹地方法院於 94年 4 月 20日通知衛生署有關系爭假處分乙事，而原告所為系爭Vippar

藥品之查驗登記申請及臨床試驗報告之審查，應受系爭假處分執行命令之拘束，並請衛生

署暫緩審查程序。衛生署藥政處於同年 6 月 7 日通知原告依新竹地院前開公函，暫緩原告

辦理系爭 Vippar 藥品之領證手續，俟法院判決確定後再行處理（見臺北地院卷第 39 至頁之

新竹地院民事執行處函、衛生署藥政處函）。」見智慧財產法院臺灣 98 年度民公訴字第 6

號民事判決 

581
 「被告生產之 Vippar 藥品其主要成份為 pioglitazone hydrochloride 為單方藥品，業據本院

函查行政院衛生署，經該署以 95 年 12 月 18 日、衛署藥字第 0950064228 號函第 1 點敘明。」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5 年度智更字第 1 號民事判決 

582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5 年度智更字第 1 號民事判決 

583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6 年度智上字第 18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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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584，都認為原開發藥廠武田，未能證明學名藥廠健亞公司侵害事實，駁回原告

之訴。2009 年 3 月初，隨著最高法院的判決出爐，案件至此確定，學名藥廠健

亞也才向法院聲請撤銷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同年 9 月，才完成 Vippar
®的領證程

序。 

後續，學名藥廠健亞由於延遲4年多上市，喪失了先行者優勢與龐大的利潤，

遂另案向法院控告原開發藥廠武田違反民法、公平交易法之規定，故意以顯有錯

誤的證據，誤導法院核發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求償 5000 萬元。新成立的智慧財

產法院，考量原開發藥廠的鑑定報告明顯錯誤，如果不是故意，至少也有過失，

遂在 2010 年 12 月准許了學名藥廠之聲請585。 

  

                                                 

584
 臺灣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367 號民事判決 

585
 臺灣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民公上字第 3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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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日期 法院 裁判字號 裁判 裁判案由 

2004.06.29 台中地院 93,裁全,3340 裁定 聲請假處分 

2004.12.30 台灣高等法院  

台中分院 

93,抗,857 裁定 聲請假處分 

2005.03.17 最高法院 94,台抗,229 裁定 聲請假處分 

2005.04.20 台中地院   要求暫緩衛生署領證

程序 

2005.11.14 台中地院 94,智,42 裁定 損害賠償等（專利權） 

2006.05.24 台中地院 95,智更,1 裁定 損害賠償等（專利權） 

2006.11.21 台中地院 95,聲,2639 裁定 返還擔保金 

2007.05.31 台中地院 95,智更,1 判決 損害賠償等（專利權） 

2008.04.23 台灣高等法院  

台中分院 

96,智上,18 裁定 損害賠償等（專利權） 

2008.09.17 台灣高等法院  

台中分院 

96,智上,18 判決 損害賠償等（專利權） 

2009.03.05 最高法院 98,台上,367 判決 損害賠償等（專利權） 

2009.09 台中地院 98,裁全聲,378 裁定 撤銷假處分 

2009.10.22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98,抗,557 裁定 變換提存物 

2010.03.01 智慧財產法院 98,民公訴,6 判決 公平交易法損害賠償 

2010.12.02 智慧財產法院 99,民公上,3 判決 公平交易法損害賠償 

2011.02.23 最高法院 101,台上,235 裁定 公平交易法損害賠償 

2011.07.12 最高法院 101,台聲,706 裁定 聲請核定第三審律師

酬金 

2011.08.29 最高法院 101,台聲,901 裁定 聲請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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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武田 v. 健亞案之訴訟歷史 (作者自行整理) 

第二目 案件評析 

如果將本案與美國的專利連結加以比較，可以看出以下幾個重點： 

第一，我國並沒有建立嚴謹的專利登錄，主管機關也不予以審查，因此當然

有不當登錄的問題。不過，由於我國沒有後續強化專利效力的措施，目前的專利

登錄，並不會影響藥品核准程序。順帶一提，如果按照美國的專利登錄適格要件，

本案中的製程專利、與原廠藥品無相關性的複方專利，都不得登錄，應該一開始

就被排除在專利連結的體系外，待學名藥上市以後，才得提告。 

第二，雖然我國沒有建立切結、送件通知，但是本案中的原開發藥廠，透過

公開資訊，甚至是原料藥廠商、臨床試驗醫院等關係，還是可以探知其他藥商進

行查驗登記的狀態狀態，因此能在此案例中及時提起訴訟，只是不一定能夠提早

得知相對人對專利無效/無法執行/未侵權的意見。 

第三，既然沒有登錄、切結，我國當然也沒有擬制侵權，照理來說，原開發

藥廠就其他藥商核准前的行為主張專利侵權，多會落入試驗免責的範圍內，試驗

用藥品也不應該被當作是侵權分析的對象，並作為法院後續執行的基礎。不過，

法院在本案中，並沒有特別論述，為何武田用試驗用藥品的進行鑑定，但在定暫

時狀態處分、請求不得製造/販賣的客體部分，卻是核准藥品？ 

第四，管轄也是一個問題，學名藥廠健亞的總公司、工廠都在新竹，並於台

北設有辦公室，如果放在美國專利連結的體制下，將 Paragraph IV 切結擬制為侵

權行為，照理說只能在或者新竹、台北提告。不過，由於我國沒有引進擬制侵權，

所以原開發藥廠武田所控訴的行為，係針對臨床試驗之進行，因為學名藥廠健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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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進行一部份臨床試驗，法院就以侵權行為地的特別審判

籍取得管轄。 

第五，我國並沒有自動停止核准期，但在本案中，由於早年在准駁智慧財產

權案件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時，允許以擔保代替釋明義務，加上當時的衛生署，

在沒有法律授權的情況下，於判決出爐前停止核准學名藥，上述兩個因素共同作

用下，我國的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竟然與自動停止核准期十分相似。另外，從美

國的自動停止核准期，尚要求專利登錄必須早於 505(b)(2)/ANDA 的申請日、必

須在通知後 45 天內起專利訴訟，並設有 30 個月的法定期間，本案例中的定暫時

狀態假處分只要求擔保金，但對於學名藥廠的影響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六，我國既然沒有專利連結，當然並沒有特別設計如180天專屬期的鼓勵、

賠償措施。不過，由於本案例中原開發藥廠，由於具有損害學名藥廠的故意過失，

且違反，因此被學名藥廠依公平交易法請求損害賠償，多少具有宣示意義。 

綜上，武田 v. 健亞案，大概是我國目前唯一一例，類似專利連結的案例，

由於原開發藥廠武田，在美國即以熟悉專利連結制度而著名，因此在這個案例中，

一口氣將類似美國不當登錄 (與藥品無關之專利、製程專利)、擬制侵權 (提早起

訴訟)、自動停止核准 (判決確定前無法領證) 的缺點嶄露無遺，也因此間接促成

了智慧財產法院成立，以及特別訴訟法的制定。 

第三目 後續修法 

從武田 v. 健亞案中，除了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的濫用問題以外，可以知道普

通法院的審判時間極長，加上智慧財產權常牽涉跨領域問題，只依賴法官的純法

律專業，不見得能夠有效率的解決智慧財產權爭端。另外，民事訴訟法上的定暫

時狀態假處分，確實有其存在需求，但由於智慧財產權的存在本身、權利範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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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確定的特性，若沒有任何審查，很容易遭受濫用，武田 v. 健亞案並非唯一的

案例586。 

由於對專業法庭、專業訴訟法的需求，我國在 2007 年 3 月 28 日公布智慧財

產法院組織法、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並在 2008 年 7 月 1 日正式施行，智慧財

產法院也於同日成立。為了解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過於氾濫、相對人陳述意見機

會不足、且效力擴張到第三人的問題，2008 年與母法一同施行的智慧財產案件

審理細則，做出了重大變革。 

第一，特別加重了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聲請人的釋明義務，不得准提供擔保代

之或以擔保補釋明之不足，並同時引進美國的四要件審查，審酌聲請人將來勝訴

可能性、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將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並應權衡

雙方損害之程度，及對公眾利益之影響587；第二，規定法院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前，應令相對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第三，限縮定暫時狀態處分的內容，不受聲

請人聲請之拘束，也不得悖離處分之目的而逾越其必要之程度588。 

                                                 

586
 武田其實同時針對健亞、正和、培力三家學名藥廠，向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但是

只有健亞的部分獲准。 

587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37 條 

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智慧財產法律關係聲請定其暫時狀態之處分者，須釋明該法律關係存在

及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其釋明不足者，應駁回聲請，不得准提供擔保代之或以擔保補釋

明之不足。 

聲請人雖已為前項釋明，法院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裁定時，仍得命聲請人提供相當之擔保。 

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時，就保全之必要性，應審酌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聲

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將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並應權衡雙方損害之程度，及

對公眾利益之影響。 

前項所稱將來勝訴可能性，如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或廢止之原因，並為

相當之舉證，法院認有撤銷或廢止之高度可能性時，應為不利於智慧財產權人之裁定。 

588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38 條 

法院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除聲請人主張有不能於處分前通知相對人陳述之特殊情事，

並提出確實之證據，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外，應令相對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方法，由法院酌量情形定之，不受聲請人聲請之拘束。但其方法應以執

行可能者為限，不得悖離處分之目的而逾越其必要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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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隨著智慧財產法院成立，特別為智慧財產案件所制定的程序法也同時

上路，由於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的嚴格審查，濫用行為大多獲得緩解。不過，由於

新法的增修、濫用案例的曇花一現，對於武田 v. 健亞案的檢討時間並不長，或

許是我國目前對專利連結的警覺性有些不足的原因之一。 

第三項 國際現實面 

在各式國際經貿協定中，WTO 確實是涵蓋會員國最廣的國家，但對於美國、

歐洲、日本等以新藥為市場主力的國家而言，這樣多元的組成，尤其開發中國家

的參與，並不利於引進醫藥品專利的強化機制，更遑論最複雜且充滿濫用的專利

連結了。綜觀 1994 年的「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的內容，並沒有強制會員國

建立專利連結589，反而是在 2001 年的杜哈宣言中，表態支持藥品強制授權，並

認為 TRIPs 的專利保護規定，應該考量會員國國民使用便宜藥品的需求590。 

由於在 WTO 遭遇困難，美國近年改採「循序漸進」、「各個擊破」的方式遂

行其目的。第一階段，要求對美國貿易依賴較強的國家，直接引進核准前藥品專

利爭端解決程序，比方加拿大591、日本592、中國屬之593，或者在雙邊貿易協定中

                                                 

589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1994), availbale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27-trips.pdf (last visited 2015.10.31) 

590
 “We agree that the TRIPS Agreement does not and should not prevent Members from taking 

measures to protect public health. Accordingly, while reiterating our commitment to the TRIPS 

Agreement, we affirm that the Agreement can and should be interpreted and implemented in a 

manner supportive of WTO Members' right to protect public health and, in particular, to promote 

access to medicines for all. In this connection, we reaffirm the right of WTO Members to use, to 

the full, the provisions in the TRIPS Agreement, which provide flexibility for this purpose.” 

Declaration On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Public Health (2001) , availbale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minist_e/min01_e/mindecl_trips_e.pdf (last visited 

2015.10.31) 

591
 加拿大在 1993 年修正專利法，引進與美國十分相似的專利連結制度。由於美國自己的行

政法規也是在 1994 年才出爐，2003 年才進行第一次修法，因此加拿大可能繼承了許多美國

早年的法律漏洞。Patented Medicines (Notice of Compliance) Regulations (SOR/93-133), 

available at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regulations/sor-93-133/index.html (last visited 

2015.10.31) 

https://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27-trips.pdf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minist_e/min01_e/mindecl_trips_e.pdf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regulations/sor-93-13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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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核准前藥品專利爭端解決程序，新加坡594、智利595、澳洲596、祕魯597、韓國

屬之598；第二階段，促成已依美國要求強化專利保護的國家，在排除其他國家加

入談判的狀況下，共同簽訂多邊/區域經貿協定，讓核准前藥品專利爭端解決程

                                                                                                                        

592
 日本在 1994 年引進專利連結，但目前僅以行政規則的方式存在，但實際的執行細節並不

清楚。see 厚生労働省医薬食品局審査管理課，医療用後発医薬品の薬事法上の承認審査及

び薬価収載に係る医薬品特許の取扱いについての訂正について (2010) , availbale at 

https://www.jpo.go.jp/shiryou/toushin/shingikai/pdf/entyou-wg05_shiryou/sankou_2.pdf (last 

visited 2015.10.31) 

593
 中國在 2007 年所制定的藥品註冊管理辦法中，有專利連結的規定，也建置有登錄制度，

但實際的執行細節並不清楚。 

 

藥品註冊管理辦法 

第 18 條 申請人應當對其申請註冊的藥物或者使用的處方、工藝、用途等，提供申請人或

者他人在中國的專利及其權屬狀態的說明；他人在中國存在專利的，申請人應當提交對他

人的專利不構成侵權的聲明。對申請人提交的說明或者聲明，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在行

政機關網站予以公示。藥品註冊過程中發生專利權糾紛的，按照有關專利的法律法規解決。 

 

第 19 條 對他人已獲得中國專利權的藥品，申請人可以在該藥品專利期屆滿前 2 年內提出

註冊申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按照本辦法予以審查，符合規定的，在專利期滿後核

發藥品批准文號、《進口藥品註冊證》或者《醫藥產品註冊證》。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藥品註冊相關專利信息公開公示, availbale at 

http://app1.sfda.gov.cn/datasearch/face3/base.jsp?tableId=65&tableName=TABLE65&title=药品

注册相关专利信息公开公示&bcId=124356711071575646230151929841 (last visited 

2015.10.31) 

594「新加坡-美國自由貿易協定」在 ARTICLE 16.8 中訂有專利連結的規定 

United States – 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 (2004), availbale at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singapore-fta/final-text (last visited 

2015.10.31) 

595
 「智利-美國自由貿易協定」在 ARTICLE 17.10 中訂有專利連結的規定 

Chile – 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 (2004) , availbale at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chile-fta/final-text (last visited 

2015.10.31) 

596
 「澳洲-美國自由貿易協定」在 ARTICLE 17.10 中訂有專利連結的規定 

Australia – 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 (2005) , availbale at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australian-fta/final-text (last visited 

2015.10.31) 

597
 「祕魯-美國自由貿易協定」在 ARTICLE 16.10 中訂有專利連結的規定 

Peru – 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 (2006) , availbale at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peru-tpa/final-text (last visited 

2015.10.31) 

598
 「韓國-美國自由貿易協定」在 ARTICLE 18.9 中訂有專利連結的規定 

Korea – 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 (2012) , availbale at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korus-fta/final-text (last visited 

2015.10.31) 

https://www.jpo.go.jp/shiryou/toushin/shingikai/pdf/entyou-wg05_shiryou/sankou_2.pdf
http://app1.sfda.gov.cn/datasearch/face3/base.jsp?tableId=65&tableName=TABLE65&title=药品注册相关专利信息公开公示&bcId=124356711071575646230151929841
http://app1.sfda.gov.cn/datasearch/face3/base.jsp?tableId=65&tableName=TABLE65&title=药品注册相关专利信息公开公示&bcId=124356711071575646230151929841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singapore-fta/final-text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chile-fta/final-text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australian-fta/final-text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peru-tpa/final-text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korus-fta/fina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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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甚至是美國架構的專利連結，成為經貿協定的新加入會員國的強制義務599；

第三階段，挾上述多邊/區域經貿協定的市場優勢，引誘/逼迫其他國家加入，進

一步擴張專利連結的涵蓋範圍600。 

在自由貿易協定以外，美國政府也會利用在 1988年所建立的特別 301條款，

揚言對未建立專利連結的國家進行貿易制裁601。民間的美國商會，也不時透過白

皮書，要求各國建立專利連結602。 

第一款 TPP 的要求 

第一目 TPP 簡介 

由於 WTO 的整合速度不如預期，目前國際間的經貿整合，遂逐漸轉往區域

貿易協定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可能是區域、多邊或雙邊，亞洲市場也不例外。 

2005 年 6 月，新加坡、紐西蘭、汶萊、智利四個國家，共同發起「跨太平

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599
 比方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 (TPP) 就是一例，在 Article 18.51: Measures Relating 

to the Marketing of Certain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中訂有專利連結的規定。參見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TPP Full Text (2015), availbale at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trans-pacific-partnership/tpp-full-text 

(last visited 2015.11.6) 

600
 台灣就是最好的例子，因為擔心被邊緣化，政府似乎有意接受美國關於專利連結的要求。 

呂雪彗，搶 TPP 第二輪門票 政院下動員令，工商時報 (2015.10.26) , availbale at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026000028-260202 (last visited 2015.10.31) 

601
 Ambassador Michael B.G. Froman,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5 Special 301 

Report (2015) , availbale at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15-Special-301-Report-FINAL.pdf (last visited 2015.10.31) 

602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aipei, Taiwan White Paper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amcham.com.tw/publications/white-papers (last visited 2015.10.18)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trans-pacific-partnership/tpp-full-text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026000028-260202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15-Special-301-Report-FINAL.pdf
http://www.amcham.com.tw/publications/white-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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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SEP)，也被稱為「Pacific 4」或「P4」，由於涵蓋的市場也有限，因此最初並

未受到重視603。 

2008 年，隨著美國的加入，TPSEP 才更名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由於 TPP 所涵蓋的市場突然擴大，帶

兩大影響：第一，TPP 談判動能增加，在 2010 年 3 月開始第一輪談判；第二，

吸引更多成員加入，並進一步擴大市場，澳洲、祕魯、越南、馬來西亞、墨西哥、

加拿大以及日本陸續成為談判會員國，TPP 的經濟規模高達 28 兆美元，占全球

生產總值的 36%，甚至高於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604。 

2015 年 10 月 5 日，TPP 終於在美國亞特蘭大部長會議完成談判，其中的紐

西蘭與美國在同年 11 月公布文本605。 

應該注意的是，根據 TPP 的內文，美國完成國內程序是必要生效條件606，

但美國目前檢討聲浪不斷，尤其是 TPP 智慧財產權章節對原開發藥廠的過度保

護，受到總統候選人607、美國學名藥廠608的強烈批評，無國界醫生組織甚至在美

                                                 

603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TPP 簡介，頁 1 (2015) , available at http://www.tpptrade.tw/intro1.aspx 

(last visited 2015.12.20) 

604
 Id. at 1 

605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TPP Full Text (2015), availbale at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trans-pacific-partnership/tpp-full-text 

(last visited 2015.11.6) 

606
 其生效條件有三：(1) 協定簽署後 2 年內，所有會員國完成國內程序，於完成國內程序之通

知送達存放機構 (紐西蘭) 的 60 日後生效；(2) 協定簽署後 2 年內，僅有 6 個以上的締約方

完成國內程序，且 GDP 總和達所有締約方之 85%以上時，於上述 2 年、通知送達後 60 天

之期限屆滿後，對完成國內程序者生效；(3) 協定簽署後 2 年屆滿後，若 6 個以上的締約方

完成國內程序，且 GDP 總和達所有締約方之 85%以上時，協定於通知送達存放機構 (紐西

蘭) 後 60 日生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TPP 簡介，頁 4-5 (2015) , available at 

http://www.tpptrade.tw/intro1.aspx (last visited 2015.12.20) 

607
 Jennifer Epsteint, Hillary Clinton Comes Out Against TPP, Bloomberg Politics (October 8,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bloomberg.com/politics/articles/2015-10-07/hillary-clinton-comes-out-against-tpp 

(last visited 2015.12.20) 

http://www.tpptrade.tw/intro1.aspx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trans-pacific-partnership/tpp-full-text
http://www.tpptrade.tw/intro1.aspx
http://www.bloomberg.com/politics/articles/2015-10-07/hillary-clinton-comes-out-against-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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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會作證反對609。從這些發展來看，美國國會是否願意在2年內完成國內程序，

通過目前的 TPP 版本，或者推翻 2015 年的談判結果，還有待觀察。但撇開美國

國內因素，目前我國政府樂觀的預估，TPP 會於 2017 達成生效條件610，也因此

積極拉攏美國、公開表達參與意願。 

第二目 TPP 的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 

目前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加入 TPP，或者更準確地說，在加入 TPP 以前爭取

美國、日本的支持，但我國仍必須先行理解 TPP 的的要求，釐清目前握有的籌

碼以後，才能進一步發展談判策略，並根據該策略進行國內的改革。其中的藥品

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也不例外。 

首先要說明的，TPP 的談判具有秘密性，官方並未定期公開其談判過程，因

此本研究以下的內容，必須依賴非營利團體自2010年開始對外洩漏的TPP內文，

包含知識生態國際組織（Knowledge Ecology International, KEI）、公民貿易運動 

（Citizens Trade Campaign），以及維基解密 (WikiLeaks)。在談判過程中，藥品

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的談判從 2011 年到 2015 年，經歷四個版本，本研究分

別稱之為「美國版本」、「美日版本」、「祕魯版本」，以及「折衷版本」，以下一一

介紹。 

                                                                                                                        

608
 Knowledge Ecology International, Mylan criticisms of the TPP provisions as regards generic 

medicines, warns USTR on "lazy drafting" (2015), available at http://keionline.org/node/2287 

(last visited 2015.12.20) 

609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MSF Oral Testimony to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 (December 08, 2015) , available at 

http://www.doctorswithoutborders.org/article/msf-oral-testimony-united-states-house-representati

ves-committee-ways-and-means (last visited 2015.12.20) 

610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TPP 簡介，頁 4 (2015) , available at http://www.tpptrade.tw/intro1.aspx 

(last visited 2015.12.20) 

http://keionline.org/node/2287
http://www.doctorswithoutborders.org/article/msf-oral-testimony-united-states-house-representatives-committee-ways-and-means
http://www.doctorswithoutborders.org/article/msf-oral-testimony-united-states-house-representatives-committee-ways-and-means
http://www.tpptrade.tw/intro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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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4 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在 TPP 中之談判 (作者自行整理) 

 

  

2005 
• TPP發起 (汶萊、智利、紐西蘭、新加坡) 

2008 
• 國家加入 (美國、澳洲、祕魯、越南) 

2010 
• 國家加入 (馬來西亞) 

2011 

• 條文洩漏 (By CTC) 

• [美國版本] (辨識+通知+核准前訴訟+停止核准+挑戰專利之專屬期) 

允許以專屬期延長作對價，與藥品核准脫鉤；若未脫鉤，允許在非
專利專屬期上，加上限期於締約國提出上市申請之限制。 

2012 
• 國家加入 (墨西哥、加拿大) 

2013 

• 第19回合談判開始 

• 國家加入 (日本) 

• 條文洩漏 (By WikiLeaks) 

• 維持[美國版本] 

2014 

• 條文洩漏 (By WikiLeaks) 

• [美日版本]，分為兩個選項 

Paragraph 1 (通知+專利屆滿前防止販售) 

Paragraph 2 (通知+專利屆滿前不得核准) 

2015 

• 條文洩漏 (By KEI) 

• [美日版本]和[祕魯版本] (通知+早期爭端解決，允許與藥品核准脫
鉤)並列 

• 談判完成，條文公告 (紐西蘭, 美國) 

• [折衷版本]，分為兩個選項： 

Paragraph 1 (通知+早期爭端解決，允許與藥品核准脫鉤) 

Paragraph 2 (專利屆滿前不得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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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國版本 (2011 年 9 月) 

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的納入，應該是發生在 2011年的2~9月之間611，

由於是美國的所提出，架構和美國的藥品專利連結非常類似，本研究將其稱為「美

國版本」，至少到 2013 年的 11 月，TPP 的談判都是以這個版本為主，文字完全

沒有改變612。 

2011 年 TPP 的 Article 9，paragraph 5 規定613，締約方在核准藥品上市許可

時，若允許非原安全性及有效性資料提供者之第三人，引據先前已核准產品之安

全性及有效性資料或證據 (例如：先前締約方或其他國家核准上市許可之證據)， 

該締約方應提供： 

(a) 一個透明且有效率的系統，以 (i) 辨識涵蓋一核准藥品或其使用方法

之專利；(ii) 並在有他人就類似藥品申請上市核准時，將該他人之身

分通知專利權人。 (即辨識、通知) 

(b) 除非該他人願意待上述專利期間屆滿才上市，否則應該提供專利權人

於上述他人取得針對疑似侵權藥品取得核准前，獲得以下救濟：(i) 一

                                                 

611
 2011 年 2 月時，KEI 所洩漏的版本並沒有相關規定；2011 年 9 月，CTC 所洩漏的美國提

案中，即在 Article 9 的 paragraph 5 出現的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機制。See Knowledge 

Ecology International, The complete Feb 10, 2011 text of the US proposal for the TPP IPR 

chapter, available at http://keionline.org/node/1091 (last visited 2015.12.21); Citizens Trade 

Campaign, Leaked Trans-Pacific FTA Texts Reveal U.S. Undermining Access to Medicine 

(2011.10.22), available at 

http://www.citizenstrade.org/ctc/blog/2011/10/22/leaked-trans-pacific-fta-texts-reveal-u-s-underm

ining-access-to-medicine/ (last visited 2015.12.21) 

612
 2013 年 11 月時，維基解密所洩漏的版本，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機制，改列在 Article 

QQ.E.17，但內容並沒有改變。WikiLeaks, Secret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 IP 

Chapter (13 November,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ikileaks.org/tpp/ (last visited 2015.12.21) 

613
 由於 2013 年的版本中，由於條號經過調整，相關規定的內文描述與條號不一致 (比方：內

文所指”5(b)(i)” 這個詞，是 2011 年時還被放置在 paragraph 5 的規定，但 2013 年相關條文

被移置到 Article QQ.E.17 後，便無法對應)，因此本研究仍然是以 2011 年的版本為主。 

See TPP Article 9, paragraph 5 (2011.9), available at 

http://keionline.org/sites/default/files/tpp-10feb2011-us-text-ipr-chapter.pdf (final visited 

2015.12.21) 

http://keionline.org/node/1091
http://www.citizenstrade.org/ctc/blog/2011/10/22/leaked-trans-pacific-fta-texts-reveal-u-s-undermining-access-to-medicine/
http://www.citizenstrade.org/ctc/blog/2011/10/22/leaked-trans-pacific-fta-texts-reveal-u-s-undermining-access-to-medicine/
https://wikileaks.org/tpp/
http://keionline.org/sites/default/files/tpp-10feb2011-us-text-ipr-chapt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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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間延遲藥品上市核准，讓專利權人能針對有效性/侵權問題，有請

求裁定的時間與機會 (並非最終裁定) 及 (ii) 包含有效臨時程序 

(effective provisional measures)，且能及時釐清上述專利之有效性與侵

權問題的行政或司法程序。 (即專利切結、擬制侵權、自動停止核准

期) 

(c) 若上述他人之所申請核准之藥品，被認定侵犯前揭經辨識之有效專利，

(締約方) 應於上述藥品核准以前，提供防止其上市之措施 (即重定核

准日之救濟) 

(d) 若締約方因(b)(i)之規定延遲藥品上市核准，應提供成功挑戰專利有效

性或侵權問題者有效的獎勵 (締約方得對首位挑戰任一專利者，提供

一定期間的市場專屬期，以滿足本項之要求)
 614

  (即 180 天專屬期) 

                                                 

614
 Id. at paragraph 5 

1. Where a Party requires or permits, as a condition of approving the marketing of a 

pharmaceutical product, persons, other than the person originally submitting safety or efficacy 

information, to rely on that information or on evidence concerning safety or efficacy information 

for a product that was previously approved, such as evidence of prior marketing approval in 

another territory, each Party shall: 

(a) provide a transparent and effective system to: 

(i) identify a patent or patents covering an approved pharmaceutical product or its approved 

method of use; and 

(ii) provide notice to a patent holder of the identity of another person who intends to market, 

during the term of the identified patent or patents, a product that is the same as, or 

similar to, the approved pharmaceutical product referenced in subparagraph 5(a)(i). 

(b) unless such other person agrees to defer the marketing of the product until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an identified patent, ensure that a patent holder may seek, prior to granting of 

marketing approval to an allegedly infringing product, available remedies by providing:  

(i) an automatic delay of the grant of marketing approval that remains in place for a period 

of time designed to ensure sufficient opportunity to adjudicate (does not mean final 

adjudication) disputes concerning the validity or infringement of allegedly infringed 

patents; and 

(ii) judicial or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including effective provisional measures, to allow 

for the timely adjudication of disputes concerning the validity or infringement of an 

allegedly infringed patent. 

(c) If such other person's product has been found to infringe a valid patent identified pursuant 

to subparagraph (a), provide measures that operate to prohibit the unauthorized marketing 

of that product prior to the expiration of the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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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果締約國願意延長新成分專屬期的保護，達 5 年以上，則可以不必

引進 3 年的新臨床試驗專屬期、自動停止核准期，以及挑戰專利所獲得之專屬期

等規定615。但如果選擇遵守自動停止核准的規定，則可以在非專利專屬期之上，

加上必須於首次在他國提出藥品上市申請後，限期在締約國提出申請的條件616。 

由上可知，TPP 最早採用的「美國版本」，要求會員建立辨識、通知、擬制

侵權、自動停止核准期、重定核准日，以及挑戰專利所獲得之市場專屬期，完全

是美國藥品專利連結的翻版。但應該注意的是，上述條文並未區分藥品與生物藥

品，換句話說，即使是美國在 2009 年於生物藥品上，將專利與藥品審查完全脫

鉤的另一套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專利舞蹈，除非以延長 NCE 專屬期達 5

年以上做為交換條件，也沒有辦法符合 TPP 的要求。因此美國貿易代表處的背

後，很可能是在 2009 年於國會敗下陣的原開發藥廠一派，希望通過拉高 TPP 的

                                                                                                                        

(d) when a Party delays the grant of marketing approval consistent with subparagraph 5(b)(i), 

provide an effective reward, consistent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for the 

successful challenge of the validity or applicability of the patent. (A Party may comply with 

paragraph 5(d) by providing a period of marketing exclusivity in appropriate circumstances 

to the first such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challenge a patent) 

2. In implementing subparagraph 5(b)(i), and as a condition for providing the automatic delay of 

the grant of marketing approval specified in subparagraph 5(b)(i) for a new pharmaceutical 

product approved consistent with subparagraph 2(b) or 2(d), a Party may require that an 

applicant that has submitted an application for marketing approval consistent with 

subparagraph 2(b) or 2(d) to commence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marketing approval for that 

new pharmaceutical in the Party within [X] years of the date of first marketing approval of the 

pharmaceutical product in another Party.) 

615
 Id. at paragraph 7 

(“Where a Party provides for a period of data protection for a pharmaceutical product of more 

than [5+Y] years pursuant to subparagraph 2(a) or 2(b) of this Article, that Party is not required to 

implement for that pharmaceutical product subparagraphs 2(c), 2(d) (3-year data prote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submission of new clinical information), 5(b)(i) (automatic delay of marketing 

approval) or 5(d) of this Article (reward for the successful challenge of the validity or 

applicability of a patent).”) 

616
 Id. at paragraph 6 

(“In implementing subparagraph 5(b)(i), and as a condition for providing the automatic delay of 

the grant of marketing approval specified in subparagraph 5(b)(i) for a new pharmaceutical 

product approved consistent with subparagraph 2(b) or 2(d), a Party may require that an applicant 

that has submitted an application for marketing approval consistent with subparagraph 2(b) or 2(d) 

to commence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marketing approval for that new pharmaceutical in the 

Party within [X] years of the date of first marketing approval of the pharmaceutical product in 

another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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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回頭提高美國國內對於原開發藥廠的保護，並且只能在嚴格的專利連結、

延長專屬期兩者擇一，且不分藥品或生物藥品。 

圖 5- 5 TPP「美國版本」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 (作者自行整理) 

 

二、 美日版本 (2014 年 10 月) 

2013 年日本加入以後，由於涵蓋市場的進一步擴大，TPP 也在同年進入第

19 回合談判，也是最終在 2015 年達成協議的一輪。但在這段過程中，藥品核准

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成為各成員國爭執的重點，因此條文有很大的變動。 

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的第一次改變，大概是發生在 2013 年 11 月到

2014 年 10 月這段期間617，由美國單獨提出的「美國版本」，被美國與日本共同

                                                 

617
 到 2013 年 11 月，TPP 都還是使用「美國版本」作為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的架構，

而「美日版本」第一次出現，是在 2014 年 10 月由維基解密所洩漏的 TPP 文本中。See 

WikiLeaks, Secret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 IP Chapter (November, 2013), 

「美國版本」 
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機制 

辨識 
藥品專利&疑似侵權者 

辨識藥品專利  

 辨識疑似侵權者 

(切結) 

強化 
藥品專利 

提早提起訴訟 
(擬制侵權/確認訴訟) 

降低監控成本 

(通知) 

架空臨時禁制令 

 (自動停止核准期) 

架空永久禁制令 

 (重定核准日) 

鼓勵 
首位挑戰專利者 

市場專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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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美日版本」所取代，一直持續到 2015 年談判完成前幾個月，都仍是 TPP

所採用的條文618。 

2014 年 TPP 的 Article QQ.E.17 的 Paragraph 1 規定，締約方在核准藥品上市

許可時，若允許非原安全性及有效性資料提供者之第三人，引據先前已核准產品

之安全性及有效性資料或證據 (例如：先前締約方或其他國家核准上市許可之證

據)，該締約方應提供： 

(a) 一個在上市核准流程中的措施，除非經專利權人同意或默許，能防止他

人於藥品專利、核准藥品使用方法專利期間屆滿以前，販賣被上述專利

所涵蓋之產品。 

(b) 若締約方允許第三人，在上述專利期間屆滿以前，針對被上述專利所涵

蓋之產品申請上市核准，締約方應使專利權人知悉該申請之事實，及該

第三人之身分619。 

                                                                                                                        

available at https://wikileaks.org/tpp/ (last visited 2015.12.21); WikiLeaks, Updated Secret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 IP Chapter (second publication)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ikileaks.org/tpp-ip2/ (last visited 2015.12.21) 

618
 2015 年 5 月，由 KEI 所洩漏的條文中，與祕魯所提出的版本並列；2015 年 11 月談判完成

後，被祕魯版本取代，只留下一小段條文，允許締約方將專利與藥品核准加以掛勾。See 

Knowledge Ecology International, May 11, 2015 consolidated tex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hapter for TPP http://keionline.org/tpp/11may2015-ip-text (last visited 2015.12.22);  

619
 WikiLeaks, Updated Secret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 IP Chapter (second 

publication)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ikileaks.org/tpp-ip2/ (last visited 2015.12.21) 

1. Where a Party permits, as a condition of approving the marketing of a pharmaceutical product, 

persons, other than the person originally submitting the safety or efficacy information, to rely 

on evidence or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safety or efficacy of a product that was previously 

approved, such as evidence of prior marketing approval by the Party or in another territory: 

(a) that Party shall provide measures in its marketing approval process to prevent those other 

persons from: 

i. marketing a product, where that product is claimed in a patent; or 

ii. marketing a product for an approved use, where that approved use is claimed in a patent, 

during the term of that patent, unless by consent or acquiescence of the patent owner; 

and 

(b) if the Party permits a third person to request marketing approval to enter the market with: 

https://wikileaks.org/tpp/
https://wikileaks.org/tpp-ip2/
http://keionline.org/tpp/11may2015-ip-text
https://wikileaks.org/tpp-i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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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TPP 的 Article QQ.E.17 的 Paragraph 2 規定，若締約方選擇不履行

Paragraph 1，則針對被專利所涵蓋的藥品 (可限於 Paragraph 1的兩種專利類型)： 

(a) 除非專利權人同意或默許，締約方不得在上述專利屆滿前，核准第三人

藥品申請。 

(b) 締約方應使專利權人知悉/有權知悉在專利期間屆滿以前，提出藥品上

市申請之第三人身分620。 

TPP 從 2011 年最早的「美國版本」，到 2014 年的「美日版本」，可以理解為

美國的退讓，不再堅持 TPP 的締約方，建立與專利連結完全相同的程序，而是

開放一定的空間，刪除了爭端解決、「自動」停止核准、挑戰專利之專屬期等細

節，只保留了通知、核准前排他效力的核心機制，並讓締約方自由選擇是否要把

專利與藥品脫鉤，成為 Paragraph 1 (防止藥品販售)、Paragraph 2 (不得核准藥品) 

兩個選項，也不把延長新成分專屬期長度、在專屬期上增加限期提出申請限制，

做為建立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的對價。 

但應該注意的是，透過刪除擬制侵權，「美日版本」並未特別規定「核准前

爭端解決」這個最核心的功能，是否暗示締約方可以一方面將專利與藥品核准加

以掛勾，但另一方面不開放核准前專利有效性、侵權的救濟，又或者不給予足夠

                                                                                                                        

i. a product during the term of a patent identified as claiming the product;or 

ii. a product for an approved use, during the term of a patent identified as claiming that 

approved use, the Party shall provide for the patent owner to be notified of such request 

and the identify of any such other person. 

620
 Id.  

2. Where a Party chooses not to implement paragraph 1, such Party shall provide that with 

respect to any pharmaceutical product that is subject to a patent: 

(a) the Party shall not grant marketing approval to any third party prior to the expiration of the 

patent term, unless by consent or with the acquiescence of the patent owner; and  

(b) the Party shall provide for the patent owner to be notified of, or make available to the 

patent owner, the identify of any third party requesting marketing approval effective during 

the term of the patent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55 

的時間進行救濟，值得玩味。舉例來說，若藥品主管機關直到學名藥核准前，才

以對照藥品上存在專利為理由，不核准類新藥/學名藥的上市申請，並通知專利

權人，仍可以滿足「美日版本」的規定，但是類新藥/學名藥廠即使馬上提起行

政訴訟，卻已經錯失於在核准前釐清專利有效性、侵權問題的機會，專利權人便

在沒有司法審查的情況下，獲得排他效力。另外，即使藥品主管機關提早告知不

核准的理由係因為專利，在沒有擬制侵權、正式行政處分，藥品又還沒有核准的

狀況下，類新藥/學名藥廠希望尋求行政/民事救濟時，是否滿足法院對於訴訟利

益的要求，也還有疑問621。 

美國之所以在「美日版本」有所退讓，可能是因為以下原因：第一，美國貿

易代表處，終於發現「美國版本」對美國自身都過於嚴苛，2009 在生物藥品上

的建立的專利舞蹈，其實並沒有與藥品核准掛勾，在沒有區別藥品與生物藥品的

情況下，只能回頭放寬 TPP 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的要求；第二，即使是如

美國與日本般緊密的貿易夥伴，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的架構仍有很大差

異，若美國太注重制度細節，可能導致 TPP 談判破局。 

                                                 

621
 美國早年，就曾經因為類新藥/學名藥廠在藥品核准以前，是否能夠針對專利有效性、侵權

問題提起確認訴訟，又是否能夠針對不當登錄提起行政訴訟，爭執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

2003 年 MMA 新增確認訴訟請求權、不當登錄反訴請求權，才告一段落。參見本研究第四

章的專利登錄、確認訴訟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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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6 TPP「美日版本」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 (作者自行整理) 

 

三、 祕魯版本 (2015 年 5 月) 

2015 年，TPP 的談判接近完成，但卻在幾個敏感議題上遇到阻礙，一度面

臨破局，除了新生物藥品專屬期、日本的汽車、紐西蘭的乳品以外，也包含本研

究所討論的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才甫在 2014 被提出的「美日版本」

之所以會在 2015 年被挑戰，是曾經與美國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而引進藥品

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的祕魯，在 TPP 中提出了第三個選項，本文將其稱為

「祕魯版本」。 

2014年11月到2015年5月這段期間，祕魯在Article QQ.E.17的Paragraph 1、

Paragraph 2 以外，另外提出替代方案 (原文並未指定條號)，該替代方案要求締

約方在核准藥品上市許可時，若允許非原安全性及有效性資料提供者之第三人，

引據先前已核准產品之安全性及有效性資料或證據 (例如：先前締約方或其他國

家核准上市許可之證據)， 該締約方應提供： 

「美日版本」 
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機制 

Paragraph 1 
強化 藥品專利 

降低監控成本 

(通知) 

防止藥品販售 

 (回歸法院禁制令) 

Paragraph 2 
強化 藥品專利 

降低監控成本 

(通知) 

防止藥品核准 

 (自動停止核准、 

重定核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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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確定侵權之藥品核准以前，給予專利權人尋求救濟的合理時間與

機會，該救濟為快速釐清藥品或核准使用方法專利之有效性與侵權

問題，透過一定的行政或司法程序，所取得的快速救濟手段 (比方

暫時禁制令或其他臨時措施)。 

(b) 一個將他人引據其藥品提出上市申請，並欲在藥品或核准使用方法

專利之有效期間，販售自身藥品之事實，通知專利權人或使其知悉

之系統622。 

從祕魯所提出的替代方案，可以看出其實和 Paragraph 1 很接近，仍然允許

締約方將專利與藥品核准脫鉤，但此替代方案還進一步確保了「核准前爭端解決」

這個最核心的功能，改善了「美日版本」原本可能在沒有經過審查的狀況下，直

接給予專利權排他效力的問題，以及受影響第三人 (類新藥或學名藥廠) 可能無

法尋求救濟的風險。 

「祕魯版本」的替代方案提出以後，很快受到美國、日本以外的其他國家支

持，並在最終完全取代「美日版本」，是 TPP 建立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

過程中，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 

                                                 

622
 Knowledge Ecology International, May 11, 2015 consolidated tex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hapter for TPP http://keionline.org/tpp/11may2015-ip-text (last visited 2015.12.22) 

[Peru’ alternative proposal on patent linkage QQ.E.17] 

As an alternative to paragraphs 1 and 2, A Party shall provid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with 

respect to any pharmaceutical product that is subject to a patent:  

a) sufficient time and opportunity for a patent holder to get the expeditious adjudication of 

disputes concerning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patent, prior to the marketing of an allegedly 

infringing product through procedures, such as judicial or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and 

available remedies, such as preliminary injunctions or equivalent effective provisional 

measures; and 

(b) a transparent system to provide notice to a patent holder that another person is seeking to 

market an approved pharmaceutical product during the term of the protection of a patent. 

http://keionline.org/tpp/11may2015-ip-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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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7 TPP「祕魯版本」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 (作者自行整理) 

 

四、 折衷版本 (2015 年 11 月) 

2015 年 11 月 5 日， 美國與紐西蘭公布了 TPP 最終達成協議的版本。TPP

將原本 Article QQ.E.17 移到 Article 18.51，由於「美日版本」受到許多國家的疑

慮，「祕魯版本」替代方案快速獲得多數國家的支持，在文字上稍做調整以後，

成為與藥品核准脫鉤的 P aragraph 1，而原本「美日版本」的部分條文，則同樣

在文字調整以後，成為與藥品核准連結的 Paragraph 2，本研究稱為「折衷版本」。

另外，條文的標題也正名為「關於特定藥品上市之相措施」 (Measures Relating to 

the Marketing of Certain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Article 18.51 的 Paragraph 1，要求締約方在核准藥品上市許可時，若允許非

原安全性及有效性資料提供者之第三人，引據先前已核准產品之安全性及有效性

資料或證據 (例如：先前締約方或其他國家核准上市許可之證據)， 該締約方應

提供 (1) 一個在藥品核准前，將他人引據其藥品提出上市申請，並欲在藥品或

「祕魯版本」 
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機制 

Paragraph 1 
強化 藥品專利 

降低監控成本 

(通知) 

防止藥品販售 

 (回歸法院禁制令) 

Paragraph 2 
強化 藥品專利 

降低監控成本 

(通知) 

防止藥品核准 

 (自動停止核准、 

重定核准日) 

替代方案 

降低監控成本 

(通知) 

行政/司法核准前專
利爭端解決程序，
防止藥品販售 

(回歸法院禁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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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使用方法專利之有效期間，販售自身藥品之事實，通知專利權人或使其知悉

之系統、(2) 在確定侵權之藥品核准以前，給予專利權人尋求救濟的合理時間與

機會、(3) 上述救濟，指為快速釐清藥品或核准使用方法專利之有效性與侵權問

題，透過一定的行政或司法程序，所取得的快速救濟手段 (暫時禁制令或其他臨

時措施623
)
 624。 

Article 18.51 的 Paragraph 2，則是要求締約方採用或維持一個司法外程序，

基於專利權人所提交的專利資訊，或基於藥品與專利主管機關之間的直接合作，

除非經專利權人同意或默許，防止第三人獲得藥品上市核准625。 

                                                 

623
 指司法上的臨時禁制令/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或美國專利連結中的行政自動停止核准期。 

624
 Article 18.51: Measures Relating to the Marketing of Certain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1. If a Party permits, as a condition of approving the marketing of a pharmaceutical product, 

persons, other than the person originally submitting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information, to rely 

on evidence or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a product that was previously 

approved, such as evidence of prior marketing approval by the Party or in another territory, 

that Party shall provide: 

(a) a system to provide notice to a patent holder or to allow for a patent holder to be notified 

prior to the marketing of such a pharmaceutical product, that such other person is seeking to 

market that product during the term of an applicable patent claiming the approved product 

or its approved method of use; 

(b) adequate time and opportunity for such a patent holder to seek, prior to the marketing of an 

allegedly infringing product, available remedies in subparagraph (c); and 

(c) procedures, such as judicial or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and expeditious remedies, such 

as preliminary injunctions or equivalent effective provisional measures, for the timely 

resolution of disputes concerning the validity or infringement of an applicable patent 

claiming an approved pharmaceutical product or its approved method of use. 

2. As an alternative to paragraph 1, a Party shall instead adopt or maintain a system other than 

judicial proceedings that precludes, based upon patent-related information submitted to the 

marketing approval authority by a patent holder or the applicant for marketing approval, or 

based on direct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marketing approval authority and the patent office, 

the issuance of marketing approval to any third person seeking to market a pharmaceutical 

product subject to a patent claiming that product, unless by consent or acquiescence of the 

patent holder.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TPP Full Text (2015), availbale at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trans-pacific-partnership/tpp-full-text 

(last visited：2015.11.6) 

625
 Id.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trans-pacific-partnership/tpp-f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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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由秘魯替代方案所變化而成的 Paragraph 1，可以了解到 TPP 目前的談

判趨勢，是允許締約國家只單純建立通知與早期爭端解決的制度，但允許專利有

效性/侵權問題與藥品審查脫鉤，被稱為「柔性專利連結」626。事實上，這也和

美國近年在生物藥品所建立的第二代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專利舞蹈 

(Patent Dance) 相符合；Paragraph 2，是由原本「美日版本」的 Paragraph 2 變化

而來，將辨識專利的方式限定為登錄或審查，刪除了通知的要求，但還是保留將

專利與藥品准駁加以連結的特色，也因此被稱為「剛性專利連結」627。 

圖 5- 8 TPP「折衷版本」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 (作者自行整理) 

 

                                                 

626
 Burcu Kilic & Peter Maybarduk, What’s New in the TPP Intellectual Property Text? 

Pharmaceutical Provisions (2015) , availbale at 

https://wikileaks.org/tpp-ip3/pharmaceutical/Pharmaceutical%20Provisions%20in%20the%20TP

P.pdf (last visited：2015.10.31) 

627
 Id. 

「折衷版本」 
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機制 

Paragraph 1 
強化 藥品專利 

降低監控成本 

(通知) 

行政/司法核准前專利
爭端解決程序，防止

藥品販售 

(回歸法院禁制令) 

Paragraph 2 
強化 藥品專利 

防止藥品核准 

 (自動停止核准、 

重定核准日) 

https://wikileaks.org/tpp-ip3/pharmaceutical/Pharmaceutical%20Provisions%20in%20the%20TPP.pdf
https://wikileaks.org/tpp-ip3/pharmaceutical/Pharmaceutical%20Provisions%20in%20the%20TP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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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折衷版本」的 Paragraph 1、Paragraph 2 跟美國的專利連結比較，可

以發現 TPP 的兩個選項都只涵蓋了美國專利連結的一部份，整體而言，要求是

低於美國專利連結，但還是有與藥品核准連結、脫鉤的不同。 

 TPP Paragraph 1  

(柔性專利連結) 

TPP Paragraph 2 

(剛性專利連結) 

美國原生專利連結  

辨識機制 不限 專利登錄，或專利

與藥品主管機關合

作審查 

專利登錄 + 切結 

強化機制  通知 

 無涉藥品審查

的爭端解決程

序 (含擬制侵

權；確認訴訟

請求權) 

 與藥品審查連

結的非司法程

序 (行政停止

核准) 

 通知 (含營業

秘密授權) 

 擬制侵權、確

認訴訟請求權 

(含限制) 

 與藥品審查連

結之程序 (行

政自動停止核

准+重定核准

日) 

補償/鼓勵機制 不限 不限 180 天專屬期 

表 5- 2 2015 年 TPP 二方案與美國專利連結之比較 (作者自行整理) 

第三目 我國對 TPP 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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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以後，美國商會每年透過白皮書施加壓力，要求建立如美國般的專

利連結制度628，我國政府曾經小規模的委託民間研究629，但並不予以回應。由於

相關議題的浮現，及之前武田 v. 健亞案的影響，民間也開始有期刊論文、學術

論文產出630。 

2008 年我國政黨輪替以後，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TIFA) 雖然未見進展，美國官方卻在 TIFA 談判中要求我

國引進專利連結，並正式列入談判議題631。雖然我國曾經過進行研究計畫，但並

不支持引進632。 

2011 年 9 月，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談判中，正式納入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而且當時的談判條文內容，與美國

                                                 

628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aipei, Taiwan White Paper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amcham.com.tw/publications/white-papers (last visited 2015.10.18) 

629
 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supra note 561, at 97. 

630
 林于令、侯春岑，新藥與學名藥的戰爭─淺談 Hatch-Waxman 法案及其最新修正，萬國法

律，136 期，2004 年； 

黃慧嫺，淺析美國藥品上市審查程序之專利連結機制及其實施對我國可能產生之影響 （上），

科技法律透析，第 18 卷第 6 期，頁 2-7，2006 年 6 月； 

黃慧嫺，淺析美國藥品上市審查程序之專利連結機制及其實施對我國可能產生之影響 （下），

科技法律透析，第 18 卷第 7 期，頁 2-8，2006 年 7 月； 

黃慧嫻，專利連結(Patent Linkage)--藥品研發與競爭之阻力或助力？：談藥品查驗登記程序

與專利權利狀態連結之發展 (上)，科技法律透析，21 卷第 2 期，頁 24-37，2009 年 2 月； 

黃慧嫻，專利連結(Patent Linkage)--藥品研發與競爭之阻力或助力？：談藥品查驗登記程序

與專利權利狀態連結之發展(下)，科技法律透析，21 卷第 3 期，頁 32-48，2009 年 3 月； 

鄭耀誠, supra note 565；李芳全，建構我國學名藥法制之研究，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科技法律

學程論文，2010 年；陳蔚奇, supra note 565；王立達、陳蔚奇，學名藥上市審查之專利連結

制度：從美國經驗檢證其存立基礎與制度設計，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39 卷第 4 期，

頁 349-406 ，2010 年；黃秋蓉, supra note 565；廖柏豪, supra note 565。 

631
 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智慧財產權與學名藥產業發展之研究，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輔助

研究，第二次專家委員會會議紀錄，頁 13 (2008), available at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1602121&q=(%20(%22%E6

%99%BA%E6%85%A7%E8%B2%A1%E7%94%A2%22%20PNCH_DESC%3A%2F.*%E6%9

9%BA%E6%85%A7%E8%B2%A1%E7%94%A2.*%2F%20PENG_DESC%3A%2F.*%20%E6

%99%BA%E6%85%A7%E8%B2%A1%E7%94%A2%20.*%2F)%20AND%20(%22%E8%97%

A5%22%20PNCH_DESC%3A%2F.*%E8%97%A5.*%2F%20PENG_DESC%3A%2F.*%20%E

8%97%A5%20.*%2F)%20%20)%20 (last visited 2015.11.8) 

632
 Id.，報告本文，頁 24-25。 

http://www.amcham.com.tw/publications/white-papers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1602121&q=(%20(%22%E6%99%BA%E6%85%A7%E8%B2%A1%E7%94%A2%22%20PNCH_DESC%3A%2F.*%E6%99%BA%E6%85%A7%E8%B2%A1%E7%94%A2.*%2F%20PENG_DESC%3A%2F.*%20%E6%99%BA%E6%85%A7%E8%B2%A1%E7%94%A2%20.*%2F)%20AND%20(%22%E8%97%A5%22%20PNCH_DESC%3A%2F.*%E8%97%A5.*%2F%20PENG_DESC%3A%2F.*%20%E8%97%A5%20.*%2F)%20%20)%20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1602121&q=(%20(%22%E6%99%BA%E6%85%A7%E8%B2%A1%E7%94%A2%22%20PNCH_DESC%3A%2F.*%E6%99%BA%E6%85%A7%E8%B2%A1%E7%94%A2.*%2F%20PENG_DESC%3A%2F.*%20%E6%99%BA%E6%85%A7%E8%B2%A1%E7%94%A2%20.*%2F)%20AND%20(%22%E8%97%A5%22%20PNCH_DESC%3A%2F.*%E8%97%A5.*%2F%20PENG_DESC%3A%2F.*%20%E8%97%A5%20.*%2F)%20%20)%20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1602121&q=(%20(%22%E6%99%BA%E6%85%A7%E8%B2%A1%E7%94%A2%22%20PNCH_DESC%3A%2F.*%E6%99%BA%E6%85%A7%E8%B2%A1%E7%94%A2.*%2F%20PENG_DESC%3A%2F.*%20%E6%99%BA%E6%85%A7%E8%B2%A1%E7%94%A2%20.*%2F)%20AND%20(%22%E8%97%A5%22%20PNCH_DESC%3A%2F.*%E8%97%A5.*%2F%20PENG_DESC%3A%2F.*%20%E8%97%A5%20.*%2F)%20%20)%20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1602121&q=(%20(%22%E6%99%BA%E6%85%A7%E8%B2%A1%E7%94%A2%22%20PNCH_DESC%3A%2F.*%E6%99%BA%E6%85%A7%E8%B2%A1%E7%94%A2.*%2F%20PENG_DESC%3A%2F.*%20%E6%99%BA%E6%85%A7%E8%B2%A1%E7%94%A2%20.*%2F)%20AND%20(%22%E8%97%A5%22%20PNCH_DESC%3A%2F.*%E8%97%A5.*%2F%20PENG_DESC%3A%2F.*%20%E8%97%A5%20.*%2F)%20%20)%20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1602121&q=(%20(%22%E6%99%BA%E6%85%A7%E8%B2%A1%E7%94%A2%22%20PNCH_DESC%3A%2F.*%E6%99%BA%E6%85%A7%E8%B2%A1%E7%94%A2.*%2F%20PENG_DESC%3A%2F.*%20%E6%99%BA%E6%85%A7%E8%B2%A1%E7%94%A2%20.*%2F)%20AND%20(%22%E8%97%A5%22%20PNCH_DESC%3A%2F.*%E8%97%A5.*%2F%20PENG_DESC%3A%2F.*%20%E8%97%A5%20.*%2F)%20%20)%20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1602121&q=(%20(%22%E6%99%BA%E6%85%A7%E8%B2%A1%E7%94%A2%22%20PNCH_DESC%3A%2F.*%E6%99%BA%E6%85%A7%E8%B2%A1%E7%94%A2.*%2F%20PENG_DESC%3A%2F.*%20%E6%99%BA%E6%85%A7%E8%B2%A1%E7%94%A2%20.*%2F)%20AND%20(%22%E8%97%A5%22%20PNCH_DESC%3A%2F.*%E8%97%A5.*%2F%20PENG_DESC%3A%2F.*%20%E8%97%A5%20.*%2F)%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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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專利連結相似程度非常高。2014 年，我國為了加入 TPP，開始進行藥事法修

正的研究，並且密集舉辦研討會。 

2015 年，我國正式在 TIFA 中，向美國承諾引進核准前藥品專利爭端解決程

序633，甚至訂有引進時程634,635。政府不但在智財法院、智慧局、食品藥物管理

署間定期舉辦工作會議，討論藥事法的修正636，更委託民間單位進行研究637、制

定草案638、評估經濟衝擊639、研究行政法規640、舉辦研討會641，這些研究的初步

結果，預計在 2015 年末出爐，民間也再度出現相關的期刊論文642。 

                                                 

633
 “為促進新興生技產業發展及尊重智慧財產權保護，我政府已將建立資料專屬保護與專利

連結列為重要施政方向，朝國際趨勢進行研議，並依據現行藥事法優先建立專利資料庫，

以供藥業進行檢索。美方對我方該項積極作為極表肯定，並表示願提供我國相關國家立法

例及專業訓練。我食品藥物管理署盼與美國 FDA就簽署備忘錄進行對話，以利就資訊交換、

共同審查、人員互訪/訓練等議題強化合作關係，美方表示願在 TIFA 下之 TBT 工作小組與

我方進行討論。” 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第 8 屆臺美 TIFA 會議相關資訊 (2015) , available at 

https://www.moea.gov.tw/Mns/otn/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14117 (last visited 

2015.10.31) 

634
 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於 2015 年 10 月 5 日的「推進國際區域經濟論壇－加入 TPP、RCEP

對生技產業之契機與挑戰」研討會上，親口說明。 

635
 郭建志，TPP 談判 經長： 2017 加入、2 年談完，工商時報 (2015.10.14) available at 

http://ctee.com.tw/News/Content.aspx?id=658442&yyyymmdd=20151014&f=0ebae44a076d047

5c18fd31b25cae744&h=0dd41d89c03443ae95a2b97037512940&t=t5d (last visited 2015.10.18) 

636
 參見社團法人台灣藥物品質協會，103 年度「藥品專利及生體相等性試驗相關資料庫建置

計畫」, supra note 564, at 72。 

637
 理律法律事務所, supra note 129. 

638
 國立臺北大學，104 年度「自由化法規鬆綁落實藥品智慧財產保護之法規修訂計畫」 (2015) 

available at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

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1499096&tenderCaseNo=MOHW104-FDA-D

-114-000436 (last visited 2015.10.18) 

639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104 年度「專利連結產業經濟衝擊評估」 (2015)  available at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

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1573716&tenderCaseNo=MOHW104-FDA-D

-113-000437 (last visited 2015.10.18) 

640
 社團法人台灣藥物品質協會，104 年度「藥品專利資料建立計畫」 , supra note 573；社團

法人台灣藥物品質協會，103 年度「藥品專利及生體相等性試驗相關資料庫建置計畫」supra 

note 564。 

641
 財團法人台灣藥物品質學會，臺灣藥事論壇，第 49 屆、第 61 屆、第 63 屆、第 64 屆藥事

論壇；國立台北大學 藥品專利連結中部南部座談會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tpmma.org.tw/epaper/Upload_Files/%E8%97%A5%E5%93%81%E5%B0%88%E5%

88%A9%E9%80%A3%E7%B5%90%E5%88%B6%E5%BA%A6_%E4%B8%AD%E9%83%A8

https://www.moea.gov.tw/Mns/otn/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14117
http://ctee.com.tw/News/Content.aspx?id=658442&yyyymmdd=20151014&f=0ebae44a076d0475c18fd31b25cae744&h=0dd41d89c03443ae95a2b97037512940&t=t5d
http://ctee.com.tw/News/Content.aspx?id=658442&yyyymmdd=20151014&f=0ebae44a076d0475c18fd31b25cae744&h=0dd41d89c03443ae95a2b97037512940&t=t5d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1499096&tenderCaseNo=MOHW104-FDA-D-114-000436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1499096&tenderCaseNo=MOHW104-FDA-D-114-000436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1499096&tenderCaseNo=MOHW104-FDA-D-114-000436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1573716&tenderCaseNo=MOHW104-FDA-D-113-000437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1573716&tenderCaseNo=MOHW104-FDA-D-113-000437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1573716&tenderCaseNo=MOHW104-FDA-D-113-000437
http://www.tpmma.org.tw/epaper/Upload_Files/%E8%97%A5%E5%93%81%E5%B0%88%E5%88%A9%E9%80%A3%E7%B5%90%E5%88%B6%E5%BA%A6_%E4%B8%AD%E9%83%A808.20_%E5%8D%97%E9%83%A808.21%E5%BA%A7%E8%AB%87%E6%9C%83.pdf
http://www.tpmma.org.tw/epaper/Upload_Files/%E8%97%A5%E5%93%81%E5%B0%88%E5%88%A9%E9%80%A3%E7%B5%90%E5%88%B6%E5%BA%A6_%E4%B8%AD%E9%83%A808.20_%E5%8D%97%E9%83%A808.21%E5%BA%A7%E8%AB%87%E6%9C%8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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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近期開始研究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的時間，是落在 2013~2014

年，因此我國在制定藥事法修正草案過程中，在各場研討會都透漏與美國專利連

結十分相近，恐怕也是因為將「美國版本」或「美日版本」作為立法根據所導致

643，但隨著 2015 年「折衷版本」的出現，似乎也開啟了跟隨美國腳步以外的另

一個選擇。 

鑒於 Article 18.51 的 Paragraph 1 將藥品核准與專利託收的做法，不管在美國

國內還是國際談判，都是目前的趨勢，在辨識或強化藥品專利的部分，也都具有

比較大的彈性，另外，根據美國專利連結的經驗，若如 Paragraph 2 般將專利與

藥品核准掛勾，較容易造成爭議、訴訟，甚至濫用。因此，本研究較鼓勵我國採

用 Article 18.51 的 Paragraph 1 為基礎架構，再進一步微調，既能維持早期爭端解

決的核心功能，也可以將專利問題回歸單純的民事爭議，減輕藥品主管機關的行

政負擔。 

第四項 小結 

在產業界方面，不管是從我國學名藥取代專利藥品的速度，還是健保支出的

比例觀察，其實並未刻意打壓原開發藥廠，反而是佔業界大多數的學名藥廠，僅

分配四分之一的資源，卻涵蓋了七成以上的用藥量，這是整體健保的支付總額、

                                                                                                                        

08.20_%E5%8D%97%E9%83%A808.21%E5%BA%A7%E8%AB%87%E6%9C%83.pdf (last 

visited 2015.8.17) 

642陳璸如 , supra note 542；蕭郁溏、陳誌雄, supra note 567, at 92-110；林宗緯, supra note 567, at 

47-57。 

643
 見財團法人台灣藥物品質學會，臺灣藥事論壇，第 63 屆，楊培侃教授之分享簡報；國立

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跨太平洋合作夥伴協定醫藥衛生部門談判草案與爭議之研

究，科技部學術補助計畫 (2014) , available at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8323026&q=(%20(%22%E8

%B7%A8%E5%A4%AA%E5%B9%B3%E6%B4%8B%22%20PNCH_DESC%3A%2F.*%E8%

B7%A8%E5%A4%AA%E5%B9%B3%E6%B4%8B.*%2F%20PENG_DESC%3A%2F.*%20%

E8%B7%A8%E5%A4%AA%E5%B9%B3%E6%B4%8B%20.*%2F)%20%20)%20 (last visited 

2015.11.8)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8323026&q=(%20(%22%E8%B7%A8%E5%A4%AA%E5%B9%B3%E6%B4%8B%22%20PNCH_DESC%3A%2F.*%E8%B7%A8%E5%A4%AA%E5%B9%B3%E6%B4%8B.*%2F%20PENG_DESC%3A%2F.*%20%E8%B7%A8%E5%A4%AA%E5%B9%B3%E6%B4%8B%20.*%2F)%20%20)%20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8323026&q=(%20(%22%E8%B7%A8%E5%A4%AA%E5%B9%B3%E6%B4%8B%22%20PNCH_DESC%3A%2F.*%E8%B7%A8%E5%A4%AA%E5%B9%B3%E6%B4%8B.*%2F%20PENG_DESC%3A%2F.*%20%E8%B7%A8%E5%A4%AA%E5%B9%B3%E6%B4%8B%20.*%2F)%20%20)%20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8323026&q=(%20(%22%E8%B7%A8%E5%A4%AA%E5%B9%B3%E6%B4%8B%22%20PNCH_DESC%3A%2F.*%E8%B7%A8%E5%A4%AA%E5%B9%B3%E6%B4%8B.*%2F%20PENG_DESC%3A%2F.*%20%E8%B7%A8%E5%A4%AA%E5%B9%B3%E6%B4%8B%20.*%2F)%20%20)%20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8323026&q=(%20(%22%E8%B7%A8%E5%A4%AA%E5%B9%B3%E6%B4%8B%22%20PNCH_DESC%3A%2F.*%E8%B7%A8%E5%A4%AA%E5%B9%B3%E6%B4%8B.*%2F%20PENG_DESC%3A%2F.*%20%E8%B7%A8%E5%A4%AA%E5%B9%B3%E6%B4%8B%20.*%2F)%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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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藥價過低所導致644。在這樣的背景下，引進核准前藥品專利爭端解決程序，

拉高健保對於專利藥品的支出比例，一方面可能會對財務已經十分緊張的健保，

帶來更加沉重的負擔，另一方面更可能導致甫在 2013~2014 年間，投入巨額資源

提升製造品質的學名藥產業萎縮645，對健保的影響進一步擴大。 

順帶一提，我國目前投入新藥開發的藥廠中，很大一部份是以學名藥的營收

做為後盾，逐漸轉型，比方今年成功將我國第一顆新藥，於美國、日本、歐洲取

得上市核准的寶齡富錦。另外，由於各廠商都在 2013~2014 年間，因應政府對於

品質的要求，分別投入數億元的資金建置符合 PIC/S GMP 標準的廠房646，在近

期引進核准前藥品專利爭端解決程序、非專利專屬期，很可能造成新學名藥上市

的空窗期，進而對整體產業產生財務壓力，值得我國立法者深思647。 

在國內法制面上，我國並沒有建立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而是刻意在藥

品審查程序中，建立徒具形式的登錄、切結，來抵禦美國要求建立專利連結的壓

力。雖然 2004~2009 年間，曾經出現過非常類似專利連結的案例，不過隨著智財

                                                 

644
 參見藥事論壇講座(第六十一屆)，台灣藥學會理事長李芳全發言紀錄，見社團法人台灣藥

物品質協會，103 年度「藥品專利及生體相等性試驗相關資料庫建置計畫」，頁 71 (2014) 

available at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8434314&q=(%20(%22%E5

%B0%88%E5%88%A9%22%20PNCH_DESC%3A%2F.*%E5%B0%88%E5%88%A9.*%2F%2

0PENG_DESC%3A%2F.*%20%E5%B0%88%E5%88%A9%20.*%2F)%20%20)%20 (last 

visited 2015.10.18) 

645
 參見藥事論壇講座(第六十一屆)，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李建宏主委發言紀錄，見社團法

人台灣藥物品質協會，103 年度「藥品專利及生體相等性試驗相關資料庫建置計畫」, supra 

note 564, at 73。 

646「國際醫藥品稽查協約組織」（The 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onvention and 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o-operation Scheme, PIC/S），該組織之使命為持續致力於西藥 GMP 之法規協合、

標準一致化、國際合作。PIC/S 國際組織共有 44 個會員，我國食品藥物管理署 (TFDA)於

2013 年成為第 43 個會員，並於 2015 年全面在國內強制所有藥廠，從原本的 cGMP 升級為

PIC/S GMP。由於廠房氣流、動線等條件較為嚴苛，國內大多藥廠都採重新建廠的方式為之，

僅少數採用既有廠房升級的方式，因此花費十分龐大，每家廠商花費從 1 億到 10 多億台幣

不等。 

647
 參見藥事論壇講座(第六十三屆)，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陳誼芬主委發言紀錄，見社團法人

台灣藥物品質協會，103 年度「藥品專利及生體相等性試驗相關資料庫建置計畫」, supra note 

564, at 84。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8434314&q=(%20(%22%E5%B0%88%E5%88%A9%22%20PNCH_DESC%3A%2F.*%E5%B0%88%E5%88%A9.*%2F%20PENG_DESC%3A%2F.*%20%E5%B0%88%E5%88%A9%20.*%2F)%20%20)%20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8434314&q=(%20(%22%E5%B0%88%E5%88%A9%22%20PNCH_DESC%3A%2F.*%E5%B0%88%E5%88%A9.*%2F%20PENG_DESC%3A%2F.*%20%E5%B0%88%E5%88%A9%20.*%2F)%20%20)%20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show_doc.jsp?id=8434314&q=(%20(%22%E5%B0%88%E5%88%A9%22%20PNCH_DESC%3A%2F.*%E5%B0%88%E5%88%A9.*%2F%20PENG_DESC%3A%2F.*%20%E5%B0%88%E5%88%A9%20.*%2F)%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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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建立，以及對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審查的強化、效力的限制，可以說我國已

經明確拒絕了專利連結，目前不太可能有核准前訴訟的出現。 

在國際現實面上，主要的壓力來自美國與 TPP，但在談判的過程中，由於美

國與日本的逐漸退讓，加上祕魯在 2014 年所提出的版本受到採用，目前的 TPP

並未要求要引進美國版的全套專利連結，僅要求會員國建立通知制度，並讓司法

機關受理核准前訴訟，方便聲請臨時禁制令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而已，不強制

締約方將專利的效力擴張到藥品主管機關對於藥品的准駁。本研究認為上述 TPP

的規定，對我國是一個突破口，應該充分作為經貿談判的籌碼，我國也不妨將現

行條文作為藥事法修正的基礎。 

近年，由於 TIFA、TPP 的談判影響，美國要求建立專利連結的壓力突然加

大，我國政府目前以由上而下引進專利連結，若情勢繼續發展，很可能將會在 2

年內，重現 2004 年 9 月引進非專利專屬期的模式，在業界的一面倒的反對聲中

強硬引進。如果我國產學界不盡快提升研究深度，並參與立法討論，恐怕在引進

過程中，將會連同美國的濫用行為一併帶入，導致藥價高昂、學名藥產業式微、

健保負擔增加，造成國民健康的損害，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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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立法建議 

第一項 大方向：謹慎保守、暫緩引進 

本研究認為，應該強化我國目前對於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的了解，

對各國的立法架構與細節做全面性的檢視，並且制定防止濫用並符合我國需求的

配套後，再進行引進工作，以免步上美國專利連結制度每 10 年一修、主管機關

疲於訂定行政規則、訴訟氾濫、濫用頻頻 

由之前各章節的敘述和整理，可以了解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若採

取美國專利連結模式，會是一套對專利權人極為有利的制度，除了衝擊專利法的

既有理論，嚴重干擾藥品審查程序，大幅增加行政、司法的負擔，還帶有嚴重限

制競爭的色彩，連健保和國民健康都會受到影響。 

本研究建議用最謹慎的態度看待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並且在引進

與否的議題上，應該採取保守的立場，尤其是對以學名藥產業為主的我國而言。

如果考慮目前我國加入 TPP 會員國、簽訂 TIFA 的壓力，就算真的要引進，應該

盡量維持專利與藥品審查間的互相獨立，並以其他配套，包含減輕美國既有的濫

用行為，整體而言符合貿易協定或美國的基本要求即可。 

不過，我國目前本質的問題，是尚未建立對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的

完整問題意識，以及相對應的解決方法。如同本研究在第四章的介紹，美國原生

的專利連結十分複雜且龐大，每一個步驟的修正，都會牽動的整體制度的衡平，

但根據美國的執行經驗來看，太容易發生濫用，而不適合我國照單全收。如果真

的要引進類似制度，不得不詳細的檢視其他立法手段，比方：美國在這 31 年來

的修法提案 (未通過者)、美國藥廠每次對行政法規草案、行政處分的建議、其

他國家與美國簽訂貿易協定，而被強迫引進後的執行方式等。在完成上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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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應對方案、配套以前，不適合引進這種嚴重衝擊現有法制、產業的制度，尤

其不應該全套引進美國版的專利連結648。 

整體來說，我國目前對於相關制度之研究，尚在萌芽階段，且就台灣的角度，

實不應該主動去迎合不利台灣的要求，本研究主張應暫緩引進相關專連結制度，

至少爭取我國產官學界進行深入研究的時間，研究出可行的配套，降低引進的衝

擊，始能降低對我國產業、法制與健保的衝擊，也才能夠在民間的支持下，順利

完成國內程序，達到加入 TPP 的最終目的。 

第二項 立法建議 

第一款 修正版柔性專利連結 

如之前所述，要找到達到上述理想的立法手段，必須綜覽美國、其他國家的

所有執行方式 (比方研究美國 2009 年生物藥品的專利舞蹈、祕魯/澳洲/韓國在引

進過程中的修正) 才能夠提出比較完整、細緻的立法建議。但鑒於我國簽訂貿易

協定的急迫性，本研究在探討美國制度缺陷的同時，也蒐集、發想了不少可行的

立法方向、手段，以下將先嘗試提出一部份立法建議。 

首先，雖然本文缺乏對其他國家類似制度的深入了解，但不管是哪一種類型

的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大致都可以拆解為辨識、強化、補償/鼓勵三大步

驟。相對的，要解決專利連結的濫用，也可以從這三個面向下手，即：(1) 加強

辨識功能、(2) 合理專利合理保護、(3) 提供受專利連結影響者充分且適當的補

償/鼓勵機制；其次，既然 TPP 僅要求締約方建立通知制度、早期爭端解決兩種

強化專利的機制，換句話說，其他的部分都可以依據我國的需求抽換或增減。 

                                                 

648
 吳東哲、陳桂恒, supra note 27, at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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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方向，加上我國其他文獻的建議649，本研究提出「修正版柔性專利

連結」，建立專利登錄、切結、通知、擬制侵權、確認訴訟請求權，以及非排他

性的類新藥/學名藥鼓勵措施。整體來說，這種設計的特色在於 (1) 確保藥品專

利符合一定的要求，並透過公示而有明確範圍、(2) 滿足 TPP 的 Article 18.51 中

Paragraph 1 所要求的通知與早期爭端解決兩大核心要素、 (3) 維持專利與藥品

審查的獨立，原則上專利的排他效力僅及於訴訟相對人，並不會況張到藥品主管

機關的行政處分准駁，以及 (4) 細節會根據美國的執行經驗、我國的需求進行

微調，以確保運行的順暢並減少濫用。 

不過應該提醒的是，本研究僅處理了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部分，但正如其他

研究者所提出的建議，我國的癥結在於健保核價普遍過低，學名藥取代原廠藥品

的速度緩慢，因此可能還需要搭配學名藥明文化650、藥價改革651、抑止醫院的進

藥試驗652、強化專利有效性的異議/舉發制度653、食品藥物管理署/法院/健保核價

的加速審查等配套，才能夠真正、確實滿足我國的需求，並衡平我國以類新藥、

學名藥為主所受到的衝擊。 

                                                 

649
 見陳蔚奇, supra note 565；黃秋蓉, supra note 565；廖柏豪，論專利連結與資料保護對我國

醫藥產業之影響，台北大學法研所法專組碩士論文，2013 年；楊馥璟，醫藥品上市審查規

範與專利權保護之研究 -從學名藥到生物相似性藥品之演進，政大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碩

士論文，2013 年；陳璸如, supra note 542。 

650
 黃秋蓉, supra note 565，頁 86-87。 

651
 李芳全, supra note 553, at 86-87。 

652
 Id.。 

653
 林宗緯, supra note 567, at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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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9 修正版柔性專利連結架構 (本研究自行提出) 

 

第二款 理想制度 

正因為美國身為制度的原產地，明顯未達到當初制定的理想，本研究才會主

張在找到達成上述理想的手段以前，應該暫緩引進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制度。

不過，究竟理想中的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要解決甚麼樣的問題呢？又應該

具有甚麼樣的特徵呢？  

以美國當初的立法理由、執行經驗為基礎，一套「理想的」核准前專利爭端

解決程序，應該是透過明確的法規，以和藥品實際相關、品質無虞的專利為基礎，

把未來實際可能侵權的藥廠辨識出來，在創造核准前訴訟的同時，也給予雙方充

分、對等的救濟手段；另一方面，應盡量不對實際上未侵權的藥廠造成影響，反

而要給予適度的鼓勵，讓公眾盡早取得較便宜的藥品，國家也因為健保支出的減

少而受惠，足以打平為了建立此程序所負擔的行政、司法開銷。 

修正版 

柔性專利連結 

加強辨識 
藥品專利&疑似侵權者 

辨識藥品專利  

(登錄+審查+救濟) 

 辨識疑似侵權者 

(切結) 

合理強化 
藥品專利權 

提早提起訴訟 

(擬制侵權/確認訴訟) 

降低監控成本 

(通知) 

適度鼓勵 
實際受影響、上市者 

健保核價優惠或 

其他非專屬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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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我國需求 

如之前所述，我國無論是就產業面、法制面，都不適合引進全套美國版專利

連結，但面對加入 TPP 的需求，我國應該如何因應？本文認為，就算是要引進

類似制度，應該抓住引進的核心目的，再訂定調整的策略。 

和早期美國特別 301 條款的壓力不同，此次的核心目的是「加入 TPP」，因

此我國的合理策略應該是「建立符合 TPP標準的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

而非全套引進美國版專利連結。 

第一目 不須以全套美國版專利連結，提升藥品專利保護 

美國版專利連結，整體來說以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之利益為導向，是以對

藥品審查的干擾、架空法院對禁制令的審查，達到強化專利保護、提早排除競爭

者的目的，訴訟增加會造成類新藥、學名藥上市延遲與進入門檻的提高，並由於

制度的漏洞，受到原開發藥廠的嚴重濫用，不太可能是中性的。另外，以藥品審

查作為無關政策的執行工具，如本研究對自動停止核准期、重定核准日機制的批

評，可能有行政不當連結、違反憲法比例原則的疑慮。 

一、 新藥產業 

首先，我國新藥產業的發展、引進問題，主要的障礙是技術面、法規面、商

業面的問題，比方：國內藥品法規與外國接軌有待加強、審查期間過長、缺乏跨

國合作/併購、缺乏跨領域人才、藥價過低等，並不是本土專利保護不足。單純

引進專利連結，並不會解決這些核心問題，很難讓已經將台灣藥廠賣光的原開發

藥廠回流投資，或鼓勵我國藥廠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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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開發的成本，其實是由全世界市場分擔，市占率不到百分之一的台灣市

場，其實在獎勵新藥開發的層面上幫助有限。 

其次，目前我國已經有智慧財產法院，也有專利侵權的規定，雖然實際提告

的案例不多，勝訴的機率也不高，但從個案上觀之，會發現許多藥廠間的專利訴

訟，有些是常見的專利撰寫品質問題，有些以代謝物654、複方專利655控告學名藥

廠，當然會影響勝訴率。既然這些疏失可歸責於原開發藥廠/專利權人，不能謂

訴訟稀少、勝訴率低，就認為我國專利保護不足。縱使要提升專利保護，也可以

另外透過提高侵權損害賠償等方式為之，不一定要將核准前爭端解決機制，設計

為偏袒專利權人一方。 

二、 學名藥產業 

如果我國要促進學名藥產業轉型，可以著眼於改善健保藥價、國內市場的競

爭環境，加速學名藥取代原廠藥品的速度，促進學名藥廠轉型，盡量與國際「藥

品法規」接軌，方便國內藥廠進軍美國、歐洲、日本等主要市場，把資源投注在

應付他國專利連結、非專利專屬期的障礙。在國內建立與外國類似的障礙，僅是

單純墊高進入市場的成本，對我國類新藥、學名藥廠的轉型，以及國際市場競爭，

恐怕幫助有限。 

第二目 我國產業有自己的衡平 

1984 年的 HWA 施行以後，由於開發學名藥的影響，學名藥市占大幅提升。

有論者認為，台灣已經引進 1984 年 HWA 中的引據、非專利專屬期、專利延長、

                                                 

654
 武田以代謝物專利控告中化。臺灣智慧財產法院 97 年度民專上字第 20 號民事判決 

655
 武田以複方專利控告健亞。臺灣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民公上字第 3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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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免責等機制，也要全盤引進美國版專利連結，才能透達到衡平，並容易操作。

另外，也有認為引進試驗免責，就要引進專利連結進行衡平的看法656。 

第一，如本研究之前的介紹，美國 1984 年的產業幾乎沒有學名藥，之所以

在 HWA 施行以後，學名藥會大幅增加，並不是專利連結的功勞，而是開放引據

安全性/有效性資料、試驗免責的效果，相比之下，專利延長、專利連結、非專

利專屬期是為了確保原開發藥廠的利益而生，並非中性。 

第二，據當時的立法紀錄，專利連結主要是開放學名藥的對價，並在引進試

驗免責時進一步提升自動停止核准期的長度，尚難謂試驗免責與專利連結間缺一

不可。另外，如本研究之前的介紹，我國 2015 年的情況和美國 1984 年的背景有

很大差異，以學名藥為為主，很難有一體適用的衡平標準。 

第三，如本研究之前的介紹，我國學名藥也面對了許多美國沒有的障礙，如

健保核價、進藥試驗，目前試驗免責的範圍也不如美國 Momenta Pharmaceuticals 

v. Amphastar Pharma 案寬廣，只包含了核准前的臨床試驗，尚未包含核准以後的

其他行為657。換句話說，即使是美國今日的衡平，可能也不是台灣引進專利連結

就能達到。 

另外，從 HWA 的目的－降低藥價、促進競爭出發，近年來美國高藥價問題

成為總統候選人攻防焦點658，美國甚至曾自我國取經藥價控管的經驗來看659，目

前專利連結所造成的高藥價衡平，是否為美國大眾所接受也還有疑問。 

                                                 

656
 陳蔚奇，論美國專利連結制度於我國實行之妥適性，交大科法所碩士論文，頁 99，2010

年 

657
 Momenta Pharmaceuticals v. Amphastar Pharma., 686 F.3d 1348 (Fed. Cir. 2012)  

該判決將試驗免責的範圍，擴張到學名藥核准後的所使用的確效方法。 

658
 Dan Merica, Clinton takes on 'profiteering' drug companies, CNN (2015) 

http://edition.cnn.com/2015/09/22/politics/hillary-clinton-drug-companies-obamacare/ (last 

visited 2015.10.21) 

http://edition.cnn.com/2015/09/22/politics/hillary-clinton-drug-companies-obama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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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TPP 允許核准前爭端解決程序與藥品核准脫鉤 

拜 TPP 採用祕魯所提出的「柔性的專利連結」條文所賜，2015 年 TPP 的最

新條文並不要求會員國建立全套專利連結660。Article 18.51 的第一種方案，僅要

求會員國應該針對藥品專利、使用方法專利，建立核准前通知機制，並給予專利

權人適當的期間，尋求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或類似的行政/司法救濟，不需要引進

自動停止核准期、鼓勵也不限於專屬期。換句話說，即使是在 TPP 的架構下，

藥品主管機關仍然能夠和專利主管機關、司法系統間維持實質的獨立。 

TPP 的「柔性的專利連結」，對我國來說應該是突破重圍的機會，本文以下

提出的建議，將以 TPP 的方案一為基礎，並依據美國的執行經驗加以修正。 

第三項 加強辨識功能 

如果在辨識的階段，就將無關、品質低的專利、無辜的藥廠排除在外，當然

可以大幅降低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的影響與濫用。 

第一款 手段選擇 

嚴格的說，辨識這個步驟，並不一定要以登錄、切結，或者是行政機關的審

查為之661，依據美國目前的趨勢，在確保當事人進行核准前訴訟的自由意願、專

                                                                                                                        

659
 吳靜美，全民健保的推動與實施，臺灣民眾滿意度高 臺灣健保 美國發光 (2008)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17&menu_id=1028&webdata_id=2305 (last 

visited 2015.10.21) 

660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TPP Full Text (2015), availbale at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trans-pacific-partnership/tpp-full-text 

(last visited 2015.11.6) 

661
 韓國的藥品專利連結採取此種模式。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17&menu_id=1028&webdata_id=2305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trans-pacific-partnership/tpp-f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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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與藥品審查脫鉤的大前提下，甚至可以交由即將進行爭端解決的雙方自行協商

662。 

對於專利權人而言，一個可以自由協商哪些專利要進入後續程序的平台，與

有主管機關審查風險、需要負擔沉重保證義務，又可能因此影響未來法院認定的

登錄制度來說，應該是相對受歡迎的，尤其是後續爭端解決機制有利於專利權人

時，更是如此；對於類新藥或學名藥廠，如果在協商過程中，能夠有機制衡平雙

方的談判地位663，一定程度上尊重其進行核准前訴訟與否的意願，相對於具有強

制力的切結/聲明制度來說，也同樣不會太過反彈。不過，在缺乏公示、行政監

督機制的狀況下，藥品專利的範圍相對不明確，且因為協商的時點通常是落在類

新藥/學名藥提出申請以後，因此有拖延迴避設計時機的風險664。 

對於法院而言，撇開擬制侵權標的之不確定性，其實對專利爭端能在早期一

次性解決的作法，只要該程序能夠考量法院的負擔，並注重當事人間進行訴訟的

意願，應該也不至於太排斥。 

對於行政機關而言，維持登錄、切結或審查制度，需要很高的行政成本，且

審查登錄專利與藥品間的相關性、類新藥/學名藥是否落入上述專利這兩個問題，

其實都與專利侵權分析十分相似，是法院才有資格判斷的問題，這也是為何各國

藥品主管機關，甚至是美國 FDA
665，都傾向只建立早期爭端解決機制，但不干

涉其運作，保持專利與藥品審查間的獨立，讓專利問題回歸民事訴訟。不過，如

                                                 

662
 美國在生物藥品上所建立的專利舞蹈採取此種模式。 

663
 美國生物藥品專利舞蹈而言，生物相似性藥廠一方在協商破局後，可以決定專利的「數量」，

但以至少一個為限。42 U.S.C. § 262(l)(5) 

664
 由於美國專利舞蹈是自 2009 年才開始運作，目前爭議多集中在生物相似性藥品是否能在

程序開始前提起確認訴，因此尚不明朗。 

665
 即使是自 1984 年開始運作專利連結的美國 FDA，也不願意在 2009 年的生物藥品專利舞蹈

扮演任何腳色，辨識交由當事人自行協商，訴訟的開啟與結果都不影響藥品准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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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從監督的角度出發，完全開放當事人自行協商，將會較難控管其談判之標的、

過程，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比方：納入不符規定的專利、針對後續程序的優惠 (專

屬期) 進行交易的聯合行為等，因此在規定的設計上，還是要有一定程度的防弊

機制，比方協商過程的紀錄、契約提交公平會備查、擬制侵權的構成要件設限、

專屬期設有失權事由等。 

礙於篇幅，本研究並未介紹美國 2009 年所制訂專利舞蹈及其運作現況，因

此對於這種第二代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並無法進一步深入探討，僅提

出另一個可行的選項，待未來再投入研究。由於我國目前的立法，傾向引進專利

登錄與切結機制，並在後續的爭端解決程序中給予專利權人較高的保護，因此以

下本研究選擇著重在對登錄、切結的分析與建議。 

第二款 專利登錄 

從辨識專利的角度，其實專利登錄有增加明確性的優點，透過集中的登錄、

公開，所有利害關係人都能夠隨時掌握最新的登錄狀況，並視情況挑戰登錄的適

格性。美國版專利連結的不足之處，主要是前端的審查、後續的更正/救濟機制

完全失靈，只要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就可以大幅減少不當登錄的濫用，建立高品

質的辨識機制。 

第一目 登錄專利的適格要件 

專利登錄的適格要件只有兩個：專利有效/可執行、專利有實際被使用於原

廠藥品中 (關聯性)。美國也是使用這種原則，只是由於早期法院的誤解，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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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明明沒有被實際使用於藥品中的多形體納入，FDA 站在讓產業有明確規則遵

循的角度，才予以妥協。但我國沒有必要承受單一法院的錯誤見解666。 

FDA 開放了多形體專利的改變，明顯和法律不合，並在美國受到批評667。

如同 FTC 報告所述，藥品有效成分的多形體，係不同的化學分子，甚至可以通

過新穎性與進步性的檢驗，單獨取得專利，沒道理在專利登錄中，就視為與藥品

有效成分相同。允許不存在核准藥品中的成分進行登錄，更是超出了原本 FD&C 

Act 的授權。 

第二目 逐項登錄 

強化專利，係針對與藥品相關的請求項，這個概念早就使用於專利延長機制

中，只有與藥品相關的部分，可以獲得效力的延長。專利本來就是由請求項所構

成，一個專利可能同時包含藥品有效成分、藥品組成與治療方法請求項，專利登

錄應該以請求項為單位較為合理。FDA 在 2002 年的修正草案中，原本也打算全

面進行逐項登錄，但因為既得利益者的反對而作罷668，我國並沒有這樣的包袱，

因此大可以採行此手段，目前也確實被納入研究計畫中669。 

逐項登錄除了能有效辨識專利與藥品間的關聯性，對於行政審查、後續的訴

訟都有幫助，也能進一步限縮後續優惠的適用，比方：只有以登錄請求項作為基

                                                 

666
 開放多形體的判決，完全來自美國紐澤西州聯邦地方法院，是許多原開發藥廠的所在地。

Zenith Laboratories, Inc. v. Abbott Laboratories, Inc., 1996 WL 33344963 (D.N.J. 1996)；Ben 

Venue Laboratories, Inc. v. Novartis Pharmaceutical Corp., 10 F. Supp.2d 446 (D.N.J. 1998) 

667
 Srivastava D.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Patent Law at a Crossroads: The Listing 

of Polymorph Patents as a Barrier to Generic Drug Entry, Food Drug Law J. 2004;59(2):339-54. 

668
 FDA, supra note 441. 

669
 於本研究撰寫時尚未結案，但在研討會上已經公開部分內容。 

社團法人台灣藥物品質協會，104 年度「藥品專利資料建立計畫」，2015 年, available at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

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1515715&tenderCaseNo=104-TFDA-P-036 

(last visited：2015.10.18)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1515715&tenderCaseNo=104-TFDA-P-036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1515715&tenderCaseNo=104-TFDA-P-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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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才有辦法循常規途徑主張擬制侵權，在類新藥、學名藥核准以前提起侵權訴

訟，或者觸發自動停止核准期、挑戰成功者取得專屬期等；反之，如果是登錄專

利中無關原廠藥品的請求項，便難以主張擬制侵權，或者必須承受若干限制670，

也不能觸發自動停止核准期、挑戰成功者也無法享受專屬期。 

第三目 登錄的審查 

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最核心的問題，是無論專利登錄要件為何，都

一定需要手段落實，若我國打算引進，應該考慮建立行政審查、利害關係人舉發、

行政機關的執法、損害賠償請求權等更正機制，否則都將踏上美國不當登錄氾濫

的窘境。 

應該先說明的是，審查的密度，其實和登錄專利後續獲得甚麼樣的強化息息

相關，屬於源頭控管的概念。後續的強化機制效果越強，前端的審查就要更加嚴

格，否則最終還是要付出龐大的社會成本；反之，如果強化機制影響有限，比方

通知內容不強制揭露營業秘密、並未和藥品審查掛勾 (無自動停止核准期、重定

核准日)，也沒有限制相對人的救濟權利，又不是用專屬期作為補償手段，那大

可進行簡單的形式審查，不必浪費行政、司法資源。 

讓專利或藥品主管機關審查專利登錄適格性，會在還沒確定是否會有類新藥、

學名藥前，就要投入大量行政資源，也會導致行政訴訟的增加。不過，如果主管

機關與法院希望在藥品實際製造、銷售前，介入專利侵權問題，並在後續給予專

利權人更高的排他效力 (比方影響他人藥品申請之准駁)，本來就很難同時兼顧

行政/司法資源的負擔。行政/司法資源的額外開銷，尚可以透過使用者付費、國

                                                 

670
 本研究認為，擬制侵權的構成要件其實也有彈性，有 (1) 完全排除未登錄/切結專利、或

者 (2) 在附加若干限制的情況下 (比方需要被告同意、不能享受其他專利連結的優惠、限

期主張等)，開放非登錄專利主張擬制侵權，詳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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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稅收解決，但若因為不當登錄氾濫，導致如美國般的濫用，而付出龐大社會成

本，就得不償失了。 

另外，本研究也思考另一種方式：準司法審查或司法審查。在專利或藥品主

管機關下，設立類似美國專利審判與上訴委員會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PTAB) 的準司法機關671，或者在智財法院設立專庭，專門針對專利與藥品間的

關聯性問題進行審查。準司法或司法審查的好處，是讓第三人參與審查程序，予

主管機關單獨審查相比，能減輕主管機關的負擔；不過，在立法的層面上可能較

有挑戰性，且若制度設計過於冗長，也有可能反倒造成整體爭端解決機制的拖延

或可考慮在提起時機、上訴審級、主張內容、審判時間等層面予以限制672。 

第四目 登錄內容盡量詳細 

登錄的內容越詳細，TFDA、公平會和法院在判斷登錄是否適當、是否有濫

用程序時，效率就越高，後續程序也會更加順暢。比方美國 FDA 要求原開發藥

廠揭露專利用途編號 (使用方法請求項與藥品間的關聯性) 以後，便有能力決定

是否讓後續 505(b)(2)/ANDA 申請人使用 section viii 聲明，脫離藥品核准前專利

爭端解決程序的範圍。 

不過所指的登錄內容，是指切結/宣示條款。宣示條款可以確保在不當登錄

發生後，政府機關能事後以公務員登載不實、偽造文書、不公平競爭為由、裁罰

登錄義務人，並減輕舉證責任。當然，根據美國的執行經驗，還是要和主管機關

的積極執法，才能對不當登錄實際產生嚇阻效果。 

                                                 

671
 USPTO, About PTAB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patent-trial-and-appeal-board/resources/about-p

tab (last visited 2015.11.5) 

672
 韓國的專利連結於 2015 年開始運作，比較接近這種模式，但詳細的規定後續效果都還有

待研究。 

http://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patent-trial-and-appeal-board/resources/about-ptab
http://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patent-trial-and-appeal-board/resources/about-p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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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目 可限縮登錄時點，並考慮主管機關的行政負擔 

登錄的時點務必要明確，才能夠讓後續程序順利運作，尤其是在判定

505(b)(2)/ANDA 申請人是否需要切結、辨識首位 ANDA 申請人時，美國在這方

便有很豐富的經驗。 

登錄時點越多，專利登錄的數量與頻率越高，主管機關的行政負擔越大，法

院的訴訟也越多。依照美國的經驗，登錄時點可以訂定期限，也可以排除比較不

重要的藥品變更，甚至排除核准後的變更，甚至要求在原廠藥品的特定面相有變

更時，才能夠登錄特定類型的專利 (適應症對應使用方法專利) 等，值得我國參

考。 

第六目 不當登錄的救濟途徑 

救濟的途徑，和前端的審查、後續的保護很有關係。如果是行政審查，自然

會有行政訴訟發生；如果是準司法審查，或可考量讓利害關係人參與程序。另外，

或許也可以給予利害關係人獨立的民事請求權，方便後續針對原開發藥廠/專利

權人提起確認訴訟，不過這時的救濟通常已有些緩不濟急。另一方面，如同之前

在登錄審查中所描述，後續的強化機制越強，前端的不當登錄救濟就要越完善。 

僅用反訴來更正/刪除錯誤的專利資訊，美國的經驗已經證實，反訴條款限

制過多、過於被動、救濟時間太晚，幾乎沒人使用，12 年來救濟成功者僅僅 2

例，明顯無法滿足產業需求，應該可以被認為是失敗的立法。當初國會加以限制

的原因，是擔心會有過多的訴訟，但從事後的觀點，不當登錄專利的增加，造成

了非常龐大的行政 (審核受干擾)、司法 (更多擬制侵權訴訟)、社會成本 (取得

類新藥、學名藥時間變晚)，並不亞於開放主動、獨立不當登錄救濟請求權所造

成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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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保護專利權人的目的，將法院上原本不應受理的案件、尚不足以判斷的

問題，用擬制侵權予以提前送入法院，雖然可以理解國會對司法資源有限的擔憂，

但本研究認為並不適合以限制相對人 (類新藥、學名藥廠) 的方式為之，將其請

求權設計為被動，反而是該在受益的專利權人一方進行把關，於登錄上增加更多

限制、除錯機制才是。 

另外，如果要設計早期的救濟機制，由於專利登錄的日期，發生在類新藥/

學名藥廠提出申請以前，如果把可提挑戰正確性的救濟，限於利害關係人 (假設

拭淚新藥、學名藥廠) 始得行使，恐怕會發生原廠藥品的安全性、有效性數據尚

未被他人引據，就不能挑戰專利登錄的適格性的問題。當然，由於美國並沒有上

述早期的救濟機制，有必要參考其他國家的制度設計，是如何在請求權人的資格

限制、行政機關的負擔，以及除錯機制的效果間取得平衡。 

第七目 不當登錄的罰則 

不管受影響的類新藥/學名藥廠如何救濟，假設事後法院判明該登錄確實不

適當，除了專利權人可能對他人富有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以外，公平會和食品藥物

管理署也應該訂有行政的罰則，降低其濫用程序的誘因。 

不過應該注意的是，美國並未特別為不當登錄制定罰則，因此不管是 FTC

還是 FDA，都要以一般的罰則去涵蓋這種特殊行為，因此也會有舉證的問題，

我國如果希望強化行政機關的事後控管，不妨訂定特殊的條款，減輕主管機關的

舉證責任，以客觀且容易認定的事實，作為裁罰基礎。 

第三款 專利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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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是辨識可能侵權者的機制，也是除登錄以外，另外一個可以排除藥品核

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適用範圍者。如果切結的制度完善，可以有效降低被影響

的類新藥、學名藥廠。 

第一目 切結選項的設計 

然之前所介紹，美國目前共有六種切結/聲明方式，但是最重要的 Paragraoh 

IV 切結 (專利無效或未侵權)，涵蓋範圍過廣，納入太多無辜的藥廠，無法排除

已經獲得授權、藥品申請範圍自始無侵權可能、專利明顯不當登錄者。不過，美

國在使用方法專利上利用 section viii 聲明，設計除錯/排他機制，讓新藥申請人

證明顯無侵權之可能性後(刪除仿單上有疑慮的適應症)，在藥品審查上，與專利

爭端脫鉤，值得我國參考。 

不過要注意的是，美國允許 505(b)(2)/ANDA 申請人，改變仿單上的使用方

法以迴避專利，但我國依藥事法第 39 條第四項授權衛生署訂定之藥品查驗登記

審查準則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款，卻規定：「三、監視藥品之學名藥仿單，應依已

核准之首家仿單核定方式記載；非監視藥品應依原廠仿單據實翻譯」，剝奪了學

名藥廠商以仿單迴避使用方法專利的可能性，有一併修改的必要。 

國內有其他研究提出不同的見解，認為 section viii 聲明可以被 Paragraph I、

IV 取代，建議我國不要引進，有可能忽略了無專利登錄、專利無效/未侵權，以

及顯無侵權可能性間的差異，以及 section viii聲明作為除錯/排他機制的重要性，

本研究認為值得進一步思考673。 

第二目 切結時點的設計 

                                                 

673
 理律法律事務所, supra note 129, at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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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允許延遲登錄專利進行登錄，但是遲延期間提出申請的

505(b)(2)/ANDA 並不需要進行切結。本研究認為，如果我國真的對後續的司法

資源、行政資源投入有疑慮，或許也可以考慮不允許登錄、不要求後續申請人進

行切結的方式。 

就像是登錄時點一樣，如果 505(b)(2)/ANDA 的申請內容有更動，也要考量

是否要重新切結。如果我國希望引進，可以考慮限縮切結時點，只有重要的藥品

變更，505(b)(2)/ANDA 申請人才需要重新切結，或者限制僅有第一次切結，才

有必要配合後續義務 (若引進通知、自動停止核准等)。另外，或許也可以考慮

只有核准前變更需要切結，核准後則不加要求，讓侵權監控的義務回歸專利權

人。 

第四項 提供藥品專利合理保護 

第一款 擬制侵權 

第一目 引進必要性 

擬制侵權的訂立與否，主要和核准前訴訟的運作有關，尤其和管轄權、權利

保護利益之標準、試驗免責的分界、侵權比對產品有關。 

如果我國希望引進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為了減經對專利審理一般

原則的衝突，勢必要建立擬制侵權。如果在沒有擬制侵權的情況下，直接允許藥

品專利權人在相對人取得上市核准前提起訴訟，並肯認其訴訟利益，則未來所有

具上市前核准機制的產品，包含醫療器材、健康使品、化妝品、食品添加物等，

都有可能出現核准前訴訟的態樣，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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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如同之前在第四章第四節的描述，擬制侵權會創造更多訴訟，並且將

時點遠遠提前，但卻不會讓整體專利爭端提早結束，僅是讓訴訟成為兩階段罷了 

(登錄在先天上就不能納入所有專利)，因此必須要謹慎看待，將其視為例外而非

原則，並注意其擬制面向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第二目 法院管轄權 

根據武田 v. 健亞案的經驗，目前如果希望在核准以前控告其他藥廠，是透

過主張臨床試驗侵犯專利，讓試驗醫院所在地之法院，依侵權行為所在地的特別

審判籍，取得管轄權，或者直接到類新藥、學名藥廠主要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

依普通審判籍取得管轄。 

如果將申請藥品核准，但未來即將侵權的行為，擬制成侵權行為。如之前所

述，美國並不使用侵權行為地的特別審判籍，而是以公司設立地/主要營業所所

在地的普通審判籍，選擇管轄法院。 

不過，本研究認為我國並不一定要採取美國的模式，反而應該考慮，讓專業

度較高的法院 (比方智慧財產法院) 專屬管轄相關案件，盡量兼顧訴訟時間與審

判品質，避免讓法院訴訟影響到藥品市場競爭。 

第三目 提起時間的限制 

擬制侵權鼓勵早期爭端解決，相對的，也可以設定一定的時間限制，並區別

現實提出者與遲疑者所能獲得的救濟，比方：於收到通知後 45 天內提起訴訟者，

可以正常請求臨時禁制令/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惟在收到通知後 45 天後始提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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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者，僅能夠請求合理賠償金674。透過這樣的設計，也可以鼓勵專利權人及早開

始訴訟，以免拖延後續程序進行。 

第四目 專利的限制 

如之前在引進必要性所述，擬制侵權對於既有專利制度的衝擊很大，如果擴

散到其他需要上市前核准的領域，將會是法制面的災難，美國就曾一度發生過擬

制侵權擴張到舊抗生素藥品的案例，雖然後續因為專利連結整體適用範圍的擴張，

使類似問題不再存在，但不可不慎。 

另外，美國目前在地方法院層級，確實出現了擬制侵權構成要件的爭議。雖

然美國 CAFC 與最高法院的見解，多對用以主張擬制侵權的專利，採取較嚴格

的解釋，限於經登錄、為 Paragraph IV 切結標的之專利，但許多地方法院以一次

性解決專利爭議為理由，認為 Paragraph IV 切結並非構成要件，這和擬制侵權建

立目的明顯衝突。 

本研究傾向同意美國 CAFC 與最高法院的限縮解釋，擬制侵權的成立，有

賴於專利權人欲主張專利的意思表示 (登錄)，以及類新藥學名藥廠欲挑戰的意

思表示 (切結)，不應該隨便將其擴散到當初法律未設想的領域，況且，核准前

後的兩階段訴訟，本來就是專利連結的必然結果，並非擴張擬制侵權的構成要件，

就能解決這種先天缺陷。 

但不能夠迴避的問題是，如果專利權人直到提告時，才突然想主張未登錄/

無法登錄的專利，站在一次性爭端解決的角度，似乎也難以忽視。本研究認為，

在種種狀況下可尊重類新藥、學名藥廠商的自由意志，甚至考慮課與若干限制，

比方提告需要被告同意、原開發藥廠最晚必須在收到送件通知後的一定期間內揭

                                                 

674
 美國生物藥品專利舞蹈的擬制侵權，就在專利法有類似的規定。35 U.S.C. § 271(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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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上述專利、不能享受其他核准前爭端解決機制的優惠 (比方：自動停止核准期、

重定核准日、專屬期、確認訴訟之限制) 等。 

第五目 申請人之定義 

如之前所介紹，在美國的制度下，不只是申請人，甚至連協助準備送件文件

的關係企業、其他策略聯盟藥廠、甚至是臨床試驗醫院都會受到波及，雖然我國

並不存在間接侵權的問題，但同樣有共同侵權的主張，我國很可能要思考是否要

加以限縮，減輕擬制侵權的波及效應。 

第六目 侵權比對標的之擬制 

如果把比對的對象直接設定為藥品申請案內容，很可能會發生藥品主管機關

對類新藥/學名藥申請案記載的要求 (尤其是在與對照藥品一致的要求上，比方

仿單)，反而造成類新藥/學名藥廠很容易成立擬制侵權的狀況。 

如之前所述，美國在擬制侵權的比對客體方面，以「核准後可能銷售的藥品」

為基準，並應考量所有相關證據，雖然原則上優先從最新的藥品申請案內容中探

求，但若申請案內容不夠明確，無法明確定義「核准後可能銷售的藥品」，則會

進一步以樣品、生物相等性試驗資料、批次製造紀錄等其他證據佐證，並非單純

以藥品申請案內容判斷擬制侵權的成立與否。本研究認為這樣的解釋很值得參考，

甚至可以直接規定在法條中。 

不過，若我國要引進擬制侵權，應盡快建立「藥品申請案內容是否明確」的

判斷標準，以解決目前美國法院標準不一的問題。如之前所述，美國 Sunovion 

Pharmaceuticals, Inc. v. Teva Pharmaceuticals, Inc.案中，曾經發生過學名藥廠欲額

外在仿單上，增加原開發藥廠所無之限制，但卻被 FDA 反對，導致法官遽以其

申請內容作為侵權比對之標的，而直接論斷專利侵權，但實際所生產的樣品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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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入申請專利範圍的奇異狀況，法院判斷擬制侵權的問題時，應適時以試驗用藥

品、樣品等其他證據輔佐，謹慎使用新藥申請案、仿單的記載內容。 

另外，應該注意藥品主管對於新藥申請內容的要求，確實有可能導致擬制侵

權的概念出現問題，尤其是我國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款仍

規定學名藥廠的仿單，必須與原開發藥廠的對照藥品一致，將來有可能在仿單著

作權的爭議以外，對擬制侵權的認定造成影響，這跟我國早年學名藥廠仿單，侵

犯原開藥廠著作權的例子，有異曲同工之處。本研究認為這種情況下，我國應該

思考，在一定程度內開放新藥申請內容的撰寫自由。 

第七目 既判力與爭點效的先天限制 

擬制侵權其實有很大的先天限制，其既判力與爭點效，僅止於侵權比對的產

品沒有變化的狀況。由於作為侵權比對的產品是擬制的，如果在法院決定擬制侵

權成立與否後，藥品申請有所變更，或者核准後後實際生產的藥品有所差別，都

還是有可能成立另外的擬制侵權/一般侵權。 

換句話說，由於擬制侵權本身的限制，理論上不會減少訴訟，反而比較有可

能讓訴訟大幅增加。但不能否認的是，在核准前訴訟敗訴後，專利權人在後續訴

訟中，確實也較為不利。 

第二款 送件通知 

第一目 通知內容的控管 

由於通知的內容可以十分複雜，如之前所述，甚至包含認為專利無效/未侵

權中的主張、營業秘密的授權條款等，實際上很難審查，美國也並未賦予通知內

容特殊的法律效果，不會拘束後續在訴訟中的主張。因為這樣，法律也並未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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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人或原開發藥廠提起救濟的請求權。如果我國要引進通知制度，可以效法

美國的處理方式，由原開發藥廠與專利權人自行負擔擬制侵權的舉證責任。 

第二目 通知時點 

在美國，由於通知的時點會拖延後續程序，還會牽涉 180 天專屬期的適格認

定 (首位 ANDA 申請人)，因此對最早的通知時點、最晚通知期限都有規定，前

者主要和專利登錄時點、申請案是否實質完備有關；後者則和法定期間有關。在

監控方面，則課予 505(b)(2)/ANDA 申請人主動回報、切結的義務。 

如果我國未來的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制度，在通知完成後，還會續

行其他強化專利的機制，甚至影響藥品申請之准駁與專屬期的取得資格時，就要

特別對通知時點，設下嚴格的期限，避免藥廠不當拖延。美國對於通知時點的規

定，確實值得我國參考。 

如果發生遲延，又應該如何處理？美國目前並沒有罰則，但最新的行政法規

修正草案，提議用延後學名藥申請日，讓學名藥廠負擔審查拖延、喪失 180 天專

屬期的風險，藉此督促藥廠盡速通知，但對類新藥則沒有特別要求。我國如果要

引進類似制度，也可以思考以喪失優惠的方式作為通知遲延的罰則。 

第三目 通知方式的選擇 

美國有考慮到如果運輸時間過長，很可能導致程序拖延問題，因此原則上以

美國郵政署附回執之掛號 (registered or certified mail, return receipt requested) 為

之，否則要另外徵詢 FDA 之同意。另外，可能因為通知的內容十分敏感，所以

並未開放公示送達的手段。由於近年來太多藥廠就其他運輸服務，尋求 FDA 之

同意，因此 FDA 正提議用認證、推薦的方式，減輕行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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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我國決定要控管通知方式，本研究認為美國的經驗很值得參考，可以採

用認證方式，指定符合特定條件的業者為之，不過，若我國沒有要求揭露太過於

敏感的事項 (比方：營業秘密、未來訴訟主張等)，或許也可以開放公示送達的

選項，取其快速與明確。 

第三款 不與藥品審查掛勾 (自動停止核准期、重定核准日) 

本研究不贊同引進自動停止核准期、重定核准日。在藥品審查程序中提醒藥

品申請人注意相關問題，或者鼓勵及早解決是一回事；要把專利納入審查的主要

考量，影響藥品准駁本身，則是另外一回事。將和藥品審查目的無關的專利爭端，

提升為主要考量，嚴重違反行政不當連結、比例原則。 

國內尚有其他研究，以增加新藥投入誘因，建議政府全面引進美國原生的全

套專利連結，有可能輕忽了對我國法制的衝擊、藥品變更所造成的多次停止核准

期觸發，以及藥品所帶有的公眾利益性質，本研究認為值得進一步思考675。 

第一目 藥品上市核准之准駁與專利無關 

第一個理由，如第二章所述，藥品主管機關建立藥品上市核准流程的藥品審

查的建立目的，是在確保藥品進用的前提下，有限度的要求藥品安全、有效與品

質，增進國民健康。相對而言，「防止申請人侵犯專利」屬於於無關審查的政策

性目標，如果將其作為許可證准駁的主要考量，會與審查本身的目的相牴觸，造

成競爭者利益受損，並增加監督的難度676。 

                                                 

675
 理律法律事務所, supra note 129, at 120。 

676
 陳璸如, supra note 542, at 70-7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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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達到「防止申請人侵犯專利」的政策目標，還有其他更單純、影響較小的

手段，比方加重損害賠償、懲罰性賠償，就算真的要引進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

決程序，也可以只引進登錄、切結、通知部分，不一定要綑綁許可證准駁677。 

將專利與藥品審查掛勾的機制，在美國國內法層次，藉由與其他對公益有利

的制度一起闖關 (學名藥、試驗免責)，在國際法層次又綑綁經貿協議，所以討

論才相對稀少，但不代表這個問題不重要。進一步思考，如果單以「防止申請人

侵犯專利」、「鼓勵創新」作為與藥品核准掛勾 (自動停止核准期、重定核准日) 的

理由，其他產品是否也能以相同的理由引進類似機制，比方疫苗、生物藥品、醫

療器材、健康食品、化妝品、食品添加物、農藥？再進一步，專利以外，比方弱

勢族群、環保、碳足跡、員工人數等與藥品核准無關的因素，會不會也要一併納

入考量？本研究認為應該謹慎看待這樣的問題。 

第二目 剝奪法院審查，與現有法制嚴重衝突 

專利權取得實際的排他效力前，都應該經過法院審查。我國目前在定暫時狀

態假處分中 (即美國的臨時禁制令)，已經引進了美國式勝訴可能性、聲請之准

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將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並應權衡雙方損害之程度，

及對公眾利益之影響的四要件檢驗；在防止侵害請求權中，雖然尚未引進 eBay 

Inc. v. MercExchange 案的另一套四要件檢驗，但也要分析專利權人在客觀上日後

被侵害之可能性，並說明藥品取得上市核准，是否會讓上述可能性升高到法律所

不容許的範圍。 

自動停止核准期、重定核准日兩個機制，刻意架空了法院上述的審查，與既

有機制嚴重牴觸，枉費我國在 2008 年特別制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明確拒

                                                 

677
 王立達、陳蔚奇, supra note 630, at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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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專利藥品准駁的掛勾。在藥品這種和國民健康密切相關的產品中，剝奪掉法院

對公眾利益的判斷，將會造成嚴重的後果。本研究認為不應該以「保護創新」、「防

止申請人侵犯專利」的名義，輕易架空原本該由司法論證、思辨、判斷的問題，

從根本上剝奪司法審查、僭越審判專業678。 

第三目 擬制侵權 

自動停止核准期，根本沒有經過任何司法審查，別說是公眾利益，連專利是

否有侵權可能都還未確定，完全不應該作為藥品核准的考量基礎。那如果法院已

經判定擬制侵權呢？是否代表未來製造的藥品絕對會構成一般專利侵權？答案

是否定的。 

如之前所述，核准前訴訟中的侵權比對產品，是擬制出來的，新藥申請案的

內容不見得能夠直接回答侵權問題，而且很大一部份要遷就原廠藥品的描述，很

容易造成誤判，之前舉過的 Sunovion Pharmaceuticals, Inc. v. Teva Pharmaceuticals, 

Inc.案，就是明明試驗用藥品沒侵權，卻因為 FDA 對新藥申請案的內容限制，導

致學名藥廠被判定侵權的經典案例，這跟我國早年學名藥廠仿單，侵犯原開藥廠

著作權的例子，有異曲同工之處。 

第四目 美國的立法理由薄弱 

雖然本研究認為「防止申請人侵犯專利」，並不足以作為引進自動停止核准

期、重定核准日的理由，但還是進一步說明。如之前在第四章第六節所描述。美

國當時之所以會有這種論調，是因為 1984 年時的學名藥廠的規模、資本通常遠

                                                 

678
 Id. at 38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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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於原開發藥廠679，原開發藥廠遂似是而非的主張，這些學名藥廠可能無法負擔

專利侵權的巨額損害賠償，進而導致原開發藥廠受償不易，故有必要防止學名藥

廠在釐清專利爭端以前，就取得上市核准進入市場，導致藥品價格下降680。 

就拿美國自己為例，的學名藥廠的規模早就不可同日而語，且由於市場龐大，

學名藥廠進行藥品研發、原開發藥廠分食學名藥市場的情形，比比皆是，早就已

經不存在學名藥廠太小，原開發藥廠難以受償的假設情境681。 

回到我國的狀況，我國產業以學名藥廠佔絕對多數，且多數擁有實際的生產

線，資本十分雄厚，和美國 1984 年的背景完全不同，不存在引進自動停止核准

期、重定核准日的理由。 

第五目 自動停止核准期、重定核准日並非核心要素 

2002年時，美國國會曾經討論過把自動停止核准期完全自專利連結中移除，

改以將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效力擴張到藥品核准的方式替代，該法案也被參議院通

過，只是在眾議院碰了壁，是後來 2003 年的 MMA 的前身，由此可見自動停止

核准期的重要性，即使是在美國版專利連結中，也並非不可撼動682。 

TPP 內文，如同在之前所述，第一種選擇方案採取柔性專利連結，僅要求會

員國建立核准前請求權、通知制度，並未要求要納入自動停止核准期、重定核准

                                                 

679
 僅有 1962 年以後，依行政法規上的 paper-NDA 取得藥品核准者，嚴格的說，這些藥廠會

歸類在今天的 505(b)(2)中，不一定符合學名藥廠的定義 

680
 “In 1984, the supporters of the 30-month stay argued that because generic drug companies were 

small and essentially judgment-proof, the prospect of damages in a patent infringement action 

would not deter infringement by these companies.” Generic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supra 

note 370. 

681
 Id.。 

682
 S. 812 (107th): Greater Access to Affordable Pharmaceuticals Act of 2002, availabale at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07/s812/text/es (last visited 2015.11.5)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07/s812/tex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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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再次應證了兩者皆非專利連結的核心要素，即使沒有辦法影響藥品主管機關

的審查與核准流程，並未完全剝奪專利連結解決爭端的功能，只是讓專利排他效

力，回歸一般程序中禁制令的審查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防止侵害請求權)。另

外，我國也有其他學者，同意自動停止核准期，其實並非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

決程序的核心，並同樣建議不予引進683。 

第四款 確認訴訟請求權的設計 

確認訴訟可以說是擬制侵權的一體兩面，如果法律承認藥品在核准以前，就

有專利侵權的爭議存在，那照理說專利權人與藥品申請人雙方，都應該有辦法針

對登錄專利去尋求法院的救濟，這也是美國在 2003 年，創造確認訴訟請求權的

初衷。但若我國決定引進，要不要也一併引進美國額外課予的 6 種限制？本研究

認為要有所微調，因為美國的制度明顯限制過多，導致救濟功能下降。 

由於之前的章節已經詳細敘述過微調的方式，本研究在此僅重申不應該引進

「不得請求刪除/修正登錄之專利資訊」、「不得請求損害賠償」兩個限制，以防

止美國目前明明制度遭受濫用，當事人也確實受有損害，但卻無法救濟、受償的

窘境，如果我國要訂立確認訴訟的相關規定，甚至應該反過來確保「刪除/修正

登錄之專利資訊」、「請求損害賠償」兩種請求權。 

國內有其他研究，認為應該效法美國的制度，在「刪除/修正登錄之專利資

訊」的層面，限制反訴以外的所有行政、民事請求權684。不過如同之前所述，根

據美國目前的施行經驗，至今透過反訴成功更正/刪除專利資訊的案例僅僅 3個，

其中 1 次還是發生在 2003 年修法引進反訴條款以前，可見目前美國對確認訴訟

                                                 

683
 王立達、陳蔚奇, supra note 630, at 384-386。 

684
 理律法律事務所, supra note 129, at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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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已經過於嚴苛，無法滿足實務需求685，本研究認為，如果我國要引進藥品

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或許要更謹慎看待請求權限制所造成的影響。 

第五項 適度鼓勵/補償學名藥廠 

第一款 考慮專屬期以外的誘因 

花費時間挑戰專利有效性、快速將學名藥上市，確實都可以加速藥價下跌，

促進國民健康。不過應該思考的是，這些價值真的值得用專屬期予以獎勵嗎？如

果不使用專屬期，還有哪些鼓勵手段呢？ 

站在主管機關與公眾的角度，使用專屬期最大的麻煩，是創造了寡佔市場，

間接鼓勵原開發藥廠、取得專屬期的學名藥廠間 (不見得實際完成藥品查驗登

記)，進行聯合行為，甚至利用法律漏洞，共同阻擋其他學名藥廠上市，結果反

倒是實際完成學名藥查驗登記的廠商，遲遲無法進入市場的詭異狀況。站在取得

專屬期的學名藥廠角度，就算拿到了專屬期，也沒辦法阻止原開發藥廠販賣「授

權學名藥」 (改貼其他品牌的原廠藥品)，也只有跟原開發藥廠合作，才有辦法

獲得最大利潤，由此可見，專屬期或許不是合適的誘因686。 

既然濫用的問題無法解決，那還有哪些手段可以鼓勵學名藥廠呢？本研究認

為應該從改善健保核價機制、加速學名藥取代原廠藥品的面向下手，比方：在一

定期間給予較高的健保核價、將引進首位學名藥的速度納入醫院評鑑 (阻絕進藥

試驗)、給予藥師換藥權、學名藥與原廠藥間的差額由民眾自付 (鼓勵使用學名

藥) 等。 

                                                 

685
 Sotomator 法官在 Caraco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Ltd. v. Novo Nordisk 案的協同意見書

中，點出反訴條款過於被動、緩不濟急，無法解決不當登錄的問題。Caraco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Ltd. v. Novo Nordisk, 132 S.Ct. 1670 (2012) 

686
 陳璸如, supra note 542, at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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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若使用專屬期，需要大幅修改 

如果我國堅持要使用專屬期作為鼓勵手段，那可能要慎選獎勵對象與效果。 

在獎勵對象方面，若專屬期落到不打算實際生產藥品的藥廠手上，就會產生

類似美國的問題，以排除他人競爭作為主要目的，和原開發藥廠進行聯合行為，

共享獨/寡占利益，其他學名藥廠卻被阻擋在外的窘境；在效果方面，如果專屬

期的取得、起算之間的時間過長，卻又擁有排他效力，恐怕就換如美國一般，雖

然名義上是 180 天專屬期，但計入起算前的期間可以長達 3 年 (申請日後 30 個

月失權，加上 180 天專屬期本身)。 

本研究依據美國曾經提出的立法例，提出幾種解決方式。第一，可以讓符合

獎勵條件的複數學名藥廠，都能夠共享專屬期，互相競爭，提高原開發藥廠進行

聯合行為的成本687,688；第二，專屬期在起算以前並沒有排他效力，只有在起算

後 (核准/上市/勝訴/和解)，才能開始享受排他效力689，避免讓沒對市場競爭做出

貢獻的藥廠取得獎勵。 

第六項 打擊違反公平交易法的行為 

專利連結中的自動停止核准期、專屬期設計，特別容易促成原開發藥廠/專

利權人與學名藥廠間的聯合行為，又常常以和解契約的外觀出現。2003 年的

                                                 

687
 美國在 1998~2003 年間曾經採用。見第四章第七節，關於 180 天專屬期以所切結之專利為

準之討論。FDA, Shared Exclusivity for Omeprazole (2001)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

120609.htm (last visited 2015.10.6) 

688
 國內外也有論者持相似見解。Alyssa L. Brown, Modest Proposals for A Complex Problem: 

Patent Misuse and Incremental Change to the Hatch-Waxman ACT as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of Reverse Payment Settlement., 40U. Balt. L. Rew., p.610-611. (2012) 轉引自陳璸如, supra 

note 542, at 74。 

689
 美國在 1984~1998 年間曾經採用，即成功防禦要件。目前生物藥品的專屬期，則是直接規

定首位上市者，才能取得 1 年的專屬期。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120609.htm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ucm1206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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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A 因此要求專利權人與學名藥廠間的專利和解協議，必須送交 FTC 備查，很

值得我國參考。進一步，本研究認為引進的同時，也應該思考我國公平交易委員

會的特性 (沒有美國 FTC 搜索、扣押的權力)，效法美國國對近期的提案，立法

減輕主管機關、法院對延遲給付行為的舉證、認定690。 

另外一個要注意的部分，則是原開發藥廠以單方行為進行不公平競爭的態樣。

美國實務上，原開發藥品會利用引據在先天上的特性，在原廠藥品被

505(b)(2)/ANDA申請人指定為對照藥品時，故意變更原廠藥品中的一部份面向，

或者乾脆推出第二代藥品，直接放棄原本的藥證，導致 505(b)(2)/ANDA 申請人

因為法規的要求或者難以取得臨床試驗的比較品 (即原廠藥品)，必須跟著變更，

甚至重新提出申請以指定新的對照藥品 (再次被要求通知、再次被告、30 個個月

自動停止核准期也重新計算，也可能被新的非專利專屬期影響)，國內翻譯為產

品跳躍 (product hopping) 或者產品轉換 (product transfer)
691。 

近期，美國 FTC 開始針對比較嚴重的案例，以競爭法的方式處理，但主要

從限制市場競爭的面相出發，較少人注意到這種行為透過類新藥/學名藥的引據

天性，以及專利連結需要重新切結的規定擴大影響，本研究認為有必要關注後續

發展，並視情況思考用藥事法或公平交易法回應。 

  

                                                 

690
 S. 2019 Preserve Access to Affordable Generics Act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gpo.gov/fdsys/search/pagedetails.action?packageId=BILLS-114s2019is (last visited：

2015.10.10) 

691
 公平交易委員會，出席 2014 年 6 月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競爭委員會」會議報告 

(2014) , available at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CB0QFjAAa

hUKEwiLjunas_bIAhVFE6YKHbS5CHc&url=http%3A%2F%2Freport.nat.gov.tw%2FReportFr

ont%2Freport_download.jspx%3FsysId%3DC10302024%26fileNo%3D001&usg=AFQjCNHTv

DLu8yRUlM0uVpp3yjKAGLrQ2w&sig2=BQdxcPMibxxnfFw6hN3Tgg (last visited 2015.11.4)；

陳韻珊，製藥業的藥品轉換與競爭，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第 33 期 (2015.8),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tw/upload/1040819-1.pdf (last visited 2015.11.4)； 王立達、邱靖芳，藥品

市場產品跳躍行為之競爭法研究：以美歐實務案例為中心，月旦財經法第 37 期 (2015) 

http://www.gpo.gov/fdsys/search/pagedetails.action?packageId=BILLS-114s2019is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CB0QFjAAahUKEwiLjunas_bIAhVFE6YKHbS5CHc&url=http%3A%2F%2Freport.nat.gov.tw%2FReportFront%2Freport_download.jspx%3FsysId%3DC10302024%26fileNo%3D001&usg=AFQjCNHTvDLu8yRUlM0uVpp3yjKAGLrQ2w&sig2=BQdxcPMibxxnfFw6hN3Tgg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CB0QFjAAahUKEwiLjunas_bIAhVFE6YKHbS5CHc&url=http%3A%2F%2Freport.nat.gov.tw%2FReportFront%2Freport_download.jspx%3FsysId%3DC10302024%26fileNo%3D001&usg=AFQjCNHTvDLu8yRUlM0uVpp3yjKAGLrQ2w&sig2=BQdxcPMibxxnfFw6hN3Tgg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CB0QFjAAahUKEwiLjunas_bIAhVFE6YKHbS5CHc&url=http%3A%2F%2Freport.nat.gov.tw%2FReportFront%2Freport_download.jspx%3FsysId%3DC10302024%26fileNo%3D001&usg=AFQjCNHTvDLu8yRUlM0uVpp3yjKAGLrQ2w&sig2=BQdxcPMibxxnfFw6hN3Tgg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CB0QFjAAahUKEwiLjunas_bIAhVFE6YKHbS5CHc&url=http%3A%2F%2Freport.nat.gov.tw%2FReportFront%2Freport_download.jspx%3FsysId%3DC10302024%26fileNo%3D001&usg=AFQjCNHTvDLu8yRUlM0uVpp3yjKAGLrQ2w&sig2=BQdxcPMibxxnfFw6hN3Tgg
http://www.ftc.gov.tw/upload/104081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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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結論 

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是建立在藥品審查的基礎上，本研究第二章

先介紹了美國藥品審查的架構，釐清純新藥、類新藥、學名藥的架構，並發現藥

品審查關於安全性、有效性、品質的要求，或者類新藥/學名藥引據安全性試驗

的特性，都和專利侵權與否的判斷無關，如果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在

建立早期爭端解決的平台以外，硬是將兩者掛勾，使專利訴訟的啟動與結果，影

響主管機關對藥品申請之准駁，將會衍生龐雜的爭議。 

美國專利連結，是在美國 1984 年的特殊背景下，因為利益交換所誕生的制

度之一，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但由於制度極其

複雜，導致很嚴重的濫用，美國自己也仍在摸索解決辦法。在引進制度時，應該

要特別注重當初制度希望解決的問題，以及過去的歷史。本研究在第三章簡介了

美國專利連結 31 年來， 2 次修法、20 多次行政法規變更、以及 100 多篇較重要

的法院判決。透過探討這些過程，可以發現美國專利連結從 1984 年至今，其實

是一段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過程，藥品主管機關 FDA、競爭法主管機關 FTC、

法院、國會間產生許多分歧與對立，至今都還沒有完全解決。 

本研究的第四章深入檢視美國專利連結各階段的法律爭議，發現專利連結其

實至今都處在一個相對不穩定的狀態。在辨識方面，美國並未全面採取逐項登錄，

而不當登錄的問題至今無法解決，救濟機制無法應付實務需求，切結/聲明的選

項又過於粗糙，使辨識功能不彰；在強化專利的面向，通知、擬制侵權兩個機制

的運作已經相對成熟，但在構成要件上還有模糊之處，將專利與藥品准駁加以連

結的自動停止核准期、重定核准日，則對 FDA 造成很嚴重的行政負擔與干擾，

造成類新藥、學名藥上市的拖延；最後，在補償/獎勵方面，原本立意良善的措

施，由於早期法院解釋的不斷擴張，加上起算時點 (首次商業銷售)、失權時點

認定不易，反倒成為最棘手的問題，至今都未有行政法規。雖然美國在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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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A 嘗試改善其專利連結的一部份制度缺陷，也確實有一定的效果，但從 FDA

不願意制定行政規則，就可以了解此套制度的爭議性，以及主管機關在主動與被

動腳色間掙扎的兩難。美國在 2015 年，國會修正 FD&C Act 的整整 10 多年後，

FDA 終於提出行政法規修正草案，也正在建立 2009 年以來生物藥品的另一特核

准前爭端解決機制，我國應該繼續追蹤其發展。 

我國的狀況並不適合引進美國全套的專利連結制度。在產業面上，我國的藥

品市場呈現出與美國完全相反的態樣，是以學名藥廠為主的市場，並且由於健保

制度，導致整體市場規模相對小，在缺乏資源、專業、人力，政府又並未提出配

套方案的情況下，可以理解我國藥廠並不支持政府引進這種衝擊既有平衡的制度；

在法制面上，過去 10 數年間，政府以形式的登錄、切結抵抗美國的壓力，智財

法院也因應早期對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的濫用，加重了智慧財產案件的釋明義務，

引進了美國的四要件審查標準，等同明確拒絕了專利連結中架空法院審查的機制；

在國際現實面上，目前我國積極希望加入的 TPP，由於祕魯在 2015 年的努力，

是最終達成協議的「折衷版本」，並未要求會員國建立與美國相似的全套專利連

結，而僅要求建立通知、核准前爭端解決程序即可，不需要將專利與藥品准駁加

以連結，本研究認為對我國而言是極佳的突破口。 

根據上述研究，可以了解美國專利連結，其實是登錄、切結、通知、擬制侵

權、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180 天專屬期、確認訴訟的總稱，且並非全部都是

藥品核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的核心要素，並不需要全面引進。在了解美國、我

國的背景之上，本研究重新歸納其本質，不脫辨識、強化、補償/鼓勵三大步驟，

並依據上述架構進行評析、建議，提出一套「修正版柔性專利連結」，目的是要

建立一套保持通知、早期專利爭端解決的核心機能，但是透過強化辨識效能、將

專利與藥品核准脫鉤、重新設計鼓勵誘因，再搭配除錯機制，排除美國既已發生

的不合理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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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版柔性專利連結」的內涵，可以分為加強辨識功能、提供藥品專利合

理保護、適度鼓勵/補償學名藥廠三方面來說明。第一，在加強辨識功能的部分，

加強專利登錄的審查/救濟兩個除錯機制，並細分切結的種類，達到確實排除無

關/無效專利，並正確辨識侵權可能性較高的藥廠；第二，提供藥品專利合理保

護，專利連結的核心，在於創造藥品核准前的早期爭端解決機制，為因應 TPP

的要求，本研究建議適度保留美國擬制侵權、確認訴訟請求權的大致架構，也納

入通知制度，但要予以修改，至於 TPP 並未要求的部分，比方架空法院審查、

缺乏正當性的自動停止核准期、重定核准日兩個機制則完全刪除，但尚不影響早

期爭端解決的功能；第三，在適度鼓勵/補償學名藥廠，由於這是目前美國行政

法規最為模糊，濫用也最為嚴重的部分，本文原則上並不推薦採用美國的專屬期

模式，而使用我國特有的健保核價，或者加速學名藥廠的先行者優勢 (減少進藥

試驗、醫藥分業、藥價差額自負) 作為誘因。 

本研究僅是冰山一角，相信還有更多的立法手段，藏身在美國歷次的國會修

法提案、廠商建言，甚至其他國家的類似制度中，期待本研究能夠作為基礎，讓

後續的研究更加蓬勃，以利我國共同討論出一套真正公平、公正、公益的藥品核

准前專利爭端解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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