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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新穎性要件 
 

第一節  前言 
 

專利法對新穎性的要求，係要求發明必須是具有創新的本質，在審查實務中

只要經過檢索程序，找不到任何前案或引證資料，包括書面及電子資料，則可以

暫時推論，本發明符合新穎性要件。 

在美國審查實務早期判斷發明是否符合新穎性要件，係以前案資料是否涵蓋

發明專利申請案所主張的權利範圍為斷，係採判斷侵權的方式來審查新穎性要

件。美國聯邦上訴巡迴法院在一九八四年的 Lindemann Maschinenfabrik Gmbh v, 

American Hoist Derrick Co.案與一九八六年 Polaroid Corp. v. Eastman Kodak 

Co.係採用判斷侵權的方式來判斷新穎性要件46。 

由於美國法院實務採用判斷侵權的判斷方式來判斷新穎性要件，只限定採文

義解釋來認定，不適用均等論的判斷標準。因此，美國聯邦上訴巡迴法院在

Lewmar Marine Inc. v. barient Inc.案47中將新穎性的判斷標準，修訂為「前

案會有字義侵害到申請案專利，就可以認定申請案係由前案中可以被預見的

（anticipate）不具有新穎性」明確化新穎性的判斷標準。 

然而在專利實務的審查中，在新穎性的判斷上，除須考慮先前技術（prior 

art）所揭露的內容，與專利申請案所主張的權利範圍，在文義解釋上是否完全

一致外，另外更進一步考量先前技術所揭露的內容，與專利申請案所主張的權利

範圍，是否實質相同（substantial the same），所謂實質相同係指元件（element）

的種類、數目、連接關係和所發揮的功能相同。 

就新穎性要件的審查上，審查委員負有實質的舉證責任，必須具體提出前案

文獻資料及具體指陳不符合新穎性要件的理由，因此在專利要件中的審查，係屬

於客觀審查要件，除非審查委員在檢索資料時能找出前案文獻，否則在實務審查

中，發明專利以新穎性要件為主要駁回的理由，並不常見。 

 

 

第二節 美國專利法對新穎性要件之規定 
 

美國於一七九零年訂立專利法，一七九三年修正專利法納入「新而有用」的

規定，就是一般所稱新穎性要件的法源依據。 

依美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二條（a）（b）（d）（e），四款新穎性規定，專利申請

案須不具有本條所規定的事由，始具有取得專利的可能性。 

 

                                                 
46王世仁，王世堯編著，智慧財產權剖析：論生物科技專利策略與實務，初版，九十二年六月，

全華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47 Lewmar Marine, Inc. v. Barient, Inc., 827 F.2d 747, 3 USPQ2d 1768 (Fed. Cir. 1987). 



 27

（a）在本案專利申請前，本發明在美國已為他人所熟知或使用；或本發明已取

得美國或國外專利；或申請人已將本發明在美國或國外印刷刊物上公開發

表48。 

（b）本發明在申請專利前一年，已在國內外穫准專利；或在印刷刊物上公開發

表；或在美國公開使用或銷售49。 

 

（d）本發明由專利申請人或受讓人在提出美國專利申請前，已取得他國專利，

或即將取得專利，或已取得專利，而該他國之申請案提出後，逾 12 個月始

提出美國申請案50。 

（e）本發明申請專利之前，發覺他人已在美國提出相同之專利申請案並依本法

第 122（b）條已公告的申請案，但依據本法第 351（a）的國外專利申請案，

須有指定美國為申請國並依本法第 122（b）條以英文公告者，始喪失新穎

性51。 

 

由美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二條規定可知，發明喪失新穎性的可能因素有五

項可能原因，已知（known）、已在使用（use）、見於刊物或出版物（printed 

publication）、公開、將取得或已取得之專利及銷售（sale）。 

 

第三節 新穎性要件之客觀判斷原則 
 

第一項：新穎性要件「時」的考量 

 

新穎性判斷的前案資料，係指本專利申請案申請當日之前，所有與本案專

利所主張之權利範圍有關之前案技術或知識均包括在內。若有與申請日同日公

開的的技術或知識，在實務審查新穎性時，不將同日公開的技術或知識視為前

案資料。 

若專利申案有主張優先權，前案的「時」點判斷，不以專利申請案件實際

送件之日為前案搜尋的末日，而係以其所主張之優先權日之前一日為前案搜尋

的末日。 

                                                 
48 (a) the invention was known or used by others in this country, or patented or described in a printed 

publication in this or a foreign country, before the invention thereof by the applicant for patent. 
49 (b)the invention was patented or described in a printed publication in this or a foreign country or in 

public use or on sale in this country, more than one year prior to the date of the application for 
pat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50 (c)the invention was first patented or caused to be patented, or was the subject of an inventor's 
certificate, by the applicant or his legal representatives or assigns in a foreign country prior to the 
date of the application for patent in this country on an application for patent or inventor's 
certificate filed more than twelve months before the filing of the appl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51 (d)an application for patent, published under section 122(b), by another f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invention by the applicant for patent, except that an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filed under 
the treaty defined in section 351(a) shall have the effect under this subsection of a national 
application published under section 122(b) only if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designating the 
United States was published under Article 21(2)(a) of such treaty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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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具體事實的判斷考量 

 

所謂的具體事實判斷新穎性的先前技術包括以下五款： 

 

第一款：已知 

 

在美國專利法 102（a）所稱之「已知」係指能為大眾所得知的知

識或技術，對於申請案的專利標的，透過此已知的先前技術可以完

全被預期。則此已知的知識或技術可以構成判斷新穎性的先前技

術。 

若要構成美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二條（a）所稱之已知技術，必須是

可以公開取得的的知識、技能。而已知的先前技術必須是完全揭露

申請案所稱的發明標的，稱之為全要件原則52。 

在全要件原則標準的判斷下，專利權利範圍中，每一個出現的元件

（element），在同一個先前技術中，若存在與專利權利範圍中完全

相同之元件，則本案發明會因先前技術已被揭露，而喪失新穎性。

所謂完全相同的元件，在解釋上係採文義認定，在先前技術中每個

元件之文義上揭露，與本案專利權利範圍有文義上的一致性，若未

達文義認定的一致性，僅為原件等同物，以全要件原則而論，發明

仍符合新穎性要件53。即使先前技術所揭露的元件已教示相關均等

物，亦不使請求之發明喪失新穎性，本原則僅考慮文義認定，不考

慮均等物的問題，若為均等物的發明，是否可已取得專利，有待非

顯而易知性要件的檢驗，與新穎性要件無涉。 

 

第二款：獲准之專利 

 

全世界任何國家已被公開之專利，涉及本案專利權利範圍之功能性

元件。 

由於已獲准的專利通常會公告於專利公報或是美國專利商標局的

網站上，將發明的內容揭示給社會大眾，由於專利說明書的內容包

括發明內容及圖示，使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技術之人，可據以實施

的程度，始可構成先前技術。 

第三款：已見於刊物 

 

全世界任何已公開發行之刊物所發表之內容，涉及本案專利權利範 

                                                 
52 Kalman v, Kimberly-Clark Corp. 713 F. 2d 760（1983） 
53 Lew Marine, Inc. v. Barient, Inc. 827 F. 2d 744（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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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之功能性元件。 

在美國專利法 102(a)及 102(b)中，所稱之「刊物」，係指任何印製

物，且可被大眾公開取得者。而印製物的範圍除論文、雜誌或其它

類似出版品外；基於電子文書及網路通訊的崛起，刊物被擴大解釋

包括被複製或可複製之資訊或以某種形式或網路傳遞的資料。 

 

第四款：已公開使用 

 

有證據顯示本案專利權利範圍之功能性元件，在美國已被公開

使用。 

在美國專利法 102(a)及 102(b)中，所稱之「使用」，係指「公

開使用」，通常密秘使用並非美國專利法 102(a)及 102(b)中所稱之

使用，而實驗性質的使用亦非美國專利法 102(a)及 102(b)中所稱

的使用，能成為先前技術，必須是公開使用的技術。 

會構成美國專利法 102(a)及 102(b)所稱之公開使用的技術，

必須要能完全預期專利申請案所稱之發明標的，使能構成新穎性的

障礙事由。 

 

第五款：販售 

 

有證據顯示本案專利權利範圍之功能性元件，在美國已被公開

販售，包括已實際銷售、銷售合約簽定及銷售要約，均稱為公開銷

售。 

依據美國專利法 102(b)之規定，任何物品如開使在美國販

售，超過一年的時間，則構成本款之先前技術，使得該物品發明喪

失新穎性。 

 

 

第四節  美國法院新穎性要件實務認定之演變 
 

在一八七四年 American Wood-Paper Co.v.Fiber Disintegrating Co 案54案

中，發明人以新的方法生產紙漿，並申請紙漿物的專利及製造紙漿的新方法專

利，法院認為紙漿係已知的之物，已喪失其新穎性，不符合取得物之專利要件；

但生產紙漿的方法，是新的生產方式，符合新穎性要件。在此時法院對於自然產

物新穎性的認定，只要製造已經知悉之物，就物之專利申請案，便已喪失其新穎

性，無法藉由新的生產方式，使生產物取得物之專利適格。 

管見以為，本案的爭點在於以新穎方法來生產已知之物，該已知之物是否因

                                                 
54 American Wood-Paper Co. v. Fiber Disintegrating Co., 90 U.S. 566（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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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產方法，而使其具有專利適格。本案法院的見解顯然否定了新穎的生產方

法，可以使已知的製成物取得物的新穎性。 

 

一九三八年在 In re Merz 案55中，法院認為因改善生產製程而取得純度較高

的深藍色色素，其並未純化出此一色素，僅僅提高色素顏色的亮度，與原有的深

藍色色素相較並無不同，並非是新的物質，同時此較高純度的色素，與原先的用

途相同，並不具有新的用途。 

 

管見以為，本案於判決時，實務界尚未建立非顯而易知性的判斷標準，就本

案分析，新穎性要件應作文義上的認定，就本案物質判斷，因改善製程所取得較

明亮之色素與原先存在的色素，在認定上顯有不同，應符合新穎性要件，在實用

性要件的判斷上也有通過的可能性，可能較有爭議之要件是非顯而易知行要件，

在一九三八年，非顯而易知性的要件尚未建立，本案的技術內涵未達發明之要

求，法院採用不同的說理方式來駁回，尚可理解，將顯而易知性要件，融入新穎

性要件及實用性要件來說理，與我國法院將書面描述要件融入實用性要件來說

明，有異曲同功之理。 

 

一九三九年在 In re King 案56件中，由於檸檬汁長久以來已知可以治療壞血

症，從檸檬汁中所結晶純化的維生素 C，其具有治療壞血症的功能這個發明，專

利訴願暨爭議委員會認為本發明係長久所為人所知，不符合新穎性要件，無法取

得專利。 

 

管見以為，在長久以來實務界對於自然界之產物不得作為專利的標的概念

下，自然界已知或既存之物，在實務的審查或法院判決中，常以新穎性要件核駁，

以本案而言，檸檬汁長久以來已知可以治療壞血症，並無法推知維生素 C具有治

療壞血症的功能，檸檬汁的成份複雜，維生素 C僅係檸檬汁的成份之一，在判斷

新穎性要件，可以將檸檬汁視為上位概念，維生素 C視為下位概念，上位概念的

公開，並不使下位概念喪失新穎性，所以檸檬汁長久以來已知可以治療壞血症被

人所熟知，維生素 C具有治療壞血症的功能，亦不喪失新穎性。就實用性要件亦

有符合之可能，而非顯而易知性要件，要視純化的過程難易程度來判斷，是否具

有通常技術之人可以輕易完成為斷，惟本案發生於一九三九年，時代背景判斷基

準之認定與現今不同，當然會有與現今概念不相容之處。 

 

一九五八年在 Merk & Co.,Inc. v. Olin Mathieson Chem.Corp.案57件中，

以某種微生物以牛肝發酵後作為食物，可改善惡性貧血的症狀，是為人所熟知的

                                                 
55 In re Mrez, 38 U.S.P.Q. 143 （CCPA 1938） 
56 In re King, 43 U.S.P.Q. 440 （CCPA 1939） 
57 Merk & Co.,Inc. v. Olin Mathieson Chem.Corp., 253 F.2d 156（Fed. Cir.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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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Merck 公司透過研究發現，以鏈黴菌（streptomyces griseus）為發酵菌

種的發酵產物中，所含的維生素 B12 係可以改善惡性貧血的活性物質，透過由微

生物發酵培養技術，可以取得大量且純度高的維生素 B12。所謂新的產物以新穎

性要件審查可知，雖然維生素 B12 存在在自然界發酵產物中係屬已知，惟自然界

的發酵環境中所得到的產物僅具有改善惡性貧血的症狀，然而 Merck 的發明，可

視為已純化出微生物發酵的活性成份，此等發酵組合物專利具有比天然發酵產

物，更具有醫藥用途及商業價值，所以法院認為，新穎性的判斷標準，係基於種

類不同，而非程度的差異，由微生物以牛肝發酵後作為食物，可改善惡性貧血的

症狀之事實，並無法得知維生素 B12 係可以改善惡性貧血的活性物質。 

 

管見以為，就本案事實而言，為一般人所熟知的事實係牛肝發酵後作為食

物，可改善惡性貧血的症狀，Merck 發明的權利範圍在於以鏈黴菌（streptomyces 

griseus）為發酵菌種生產可以改善惡性貧血的活性物質維生素 B12，在全要件

原則的檢示下，並不該當，在本案中新穎性要件並無疑義。 

 

另以上位概念與下位概念之判斷原則而言，以某種微生物以牛肝發酵作為食

物，可改善惡性貧血的症狀，此種發酵食物的組成可以作為上位概念，而維生素

B12 係存在於此牛肝組合物中可以改善惡性貧血的活性物質，可以視為此種發酵

牛肝組合物食物的下位概念，或是以組合物內容比較判斷，Merck 的發明均符合

專利法之新穎性要件。 

 

一九七零年在 In re Bergstrom 案58中，專利申請人從人體的前列腺中，純

化出前列腺素 PGE2 及 PGE3 之單離化合物，惟審查委員及訴願暨爭議委員會均認

為此等從自然界所純化出來之物，與自然界所存在之物的性質並無不同，就新穎

性要件之判斷，純化之化合物與已知存於自然界之化合物，無論在性質或是構造

上均無不同，本案發明並不符合新穎性要件，因而駁回申請人之請求。 

 

專利申請人不服上訴至關稅暨專利法院（CCPA），法院認為專利法第一百零

一條與第一百零二條新穎性要件之規定，應作相同的解釋，並認為對於自然界既

存產物在新穎性的要件認定上，不因此物質是否已知存在或具有特定功效而喪

失，若此已知之物在自然界中係以非單離狀態存在，可能是化合物或混合物狀

態，且未有人純化出其單離狀態，在此情況下，若有人從自然界產物的非單離態

樣中，將其單離出來，此種異於自然界存在之單離狀態，與自然狀態之物相較之

下，法院認為此單離之化合物符合新穎性之要件。 

 

管見以為，在本案中法院對於自然界已存在之物質在新穎性要件的認定上，

指出一個判斷的標準，法院認為存在自然界之物質若以化合物或混合物狀態存

                                                 
58 In re Bergstrom, 427 F.2d 1394（CCPA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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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且在自然界中並未存在單離狀態，若發明人可以將此物質從自然界中單離出

來，則此單離物具有新穎性，並不因其早已存在自然界中而喪失其新穎性。 

 

一九七七年 In re Bergy 案59件中，發明人從自然界中純化出 Streptomyces 

vellosus 的微生物，並確認此微生物的特性，且證實此微生物在液態發酵下，

可以生產出抗生素，雖然此微生物在自然界中早已存在，發明人係採用菌種純化

分離的方法，將此微生物從自然界中單離出來，此種微生物屬於原生種

（wild-type）的菌株，非經由遺傳工程人造之菌株。 

 

在此情形下，經由鏈球菌（streptomyces vellosus）純培養並可產生

lincomycin 抗生素之方法是否具有新穎性。此案法院認為微生物可以比擬做無

生命的化學組合物，就如同一般化學上的反應物（reactant）與催化劑（catalyst）

一般，並主張將無生命有活性的化學物質與用來產生化學反應的活體加以區別，

是沒有意義的，因此而解決了活體是否可以授與專利保護的問題可以將微生物視

為化學反應的催化劑，此抗生素的生產方法可被認為具有新穎性。 

 

 一九九零年在 Hormone Research Foundation, Inc. v. Genetech, Inc. 案
60中，本案發明標的係人工合成之人類生長激素（HGH），此人工合成之人類生長

激素在第六十八個氨基酸位置以 Glutamine 取代天然之人類生長激素原有的氨

基酸，在第七十三個氨基酸位置以 Glutamic acid 取代天然之人類生長激素原

有氨基酸位置，在第一百零六個氨基酸位置以 Aspartic acid 取代天然之人類

生長激素原有氨基酸位置及在第一百零八個氨基酸位置以 Asparagine 取代天然

之人類生長激素原有氨基酸位置，此種經氨基酸序列修飾過的產物，就其氨基酸

序列或核苷酸序列，就專利權利範圍之元件文義認定上，並不完全相同，就全要

件原則判斷下，本案發明標的，具有新穎性。 

 

管見以為，新穎性的要件判斷係採一對一之比較方式，只要專利權利範圍之

元件文義認定上，不完全相同，則發明標的具有新穎性，在生物技術專利中，只

要 DNA 核苷酸序列或氨基酸序列與現有已知之物不同，即使僅更改一的核苷酸序

列或是氨基酸序列，與已知之物在認定上均不相同，就新穎性的判斷上均符合本

要件，由此可知生物技術專利，涉及基因或氨基酸的修飾在新穎性判斷，絕大部

份的案件，均可輕易通過本要件之考驗，惟是否可取得專利，尚有非顯而易知性

及實用性要件可評核，尚不致於過於寬鬆。 

 

一九九一年在 Scripps Clinic & Research Foundation v. Genetech, Inc. 

                                                 
59 In re Bergy , 563 F. 2d 1031, 195 USPQ 344（CCPA 1977） 
60 Hormone Research Foundation, Inc. v. Genetech, Inc. 904 F, 2d 1588（Fed. Ci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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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61件中，本案爭議係 Scripps 已取得從人類的血液中純化及濃縮出第八凝血因

子的專利，該凝血因子的構造及具有凝血功能，Genetech, Inc 提出採用遺傳工

程技術生產第八凝血因子的專利申請案，由於此種方法與 Scripps Clinic 專利

所用的方法並不相同，就方法專利而言，新穎性要件並無疑義。有關不同發明所

生產第八凝血因子的濃度高低，重點應不在新穎性判斷的範圍，而是非顯而易知

性要件，所需要斟酌的問題。Genetech, Inc 的專利申請案，由於所產製的第八

凝血因子每毫升具有 134 至 1172 個活性單位，而 Scripps Clinic 的專利方法所

生產第八凝血因子的濃度，每毫升只有 10 個活性單位，Genetech, Inc.的生產

方式至少符合新穎性及非顯而易知性。 

 

管見以為，就生物技術方法專利而言，只要製程元件（elements）不同在新

穎性要件上難度不會太高，較難克服的重點通常在非顯而易知性要件，本案的非

顯而易知性要件，可透過新方法所生產高濃度產物，來克服非顯而易知性要件之

要求。 

 

一九九一年在 Amgen, Inc. v. Chugai Pharmaceutical Co. 案62件中，涉

及美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二條（g）、第一百零三條及第一百一十二條之爭議，本章

先僅就第一百零二條（g）的爭議先進行探討，其他專利要件之爭議，將於後續

章節中陸續討論。 

 

本案內容係有關紅血球生成素（erythropoietin；EPO）的專利爭議，EPO

係由一百六十五個氨基酸所組成的一種蛋白質，其功能可刺激紅血球之生成，EPO

的製備在傳統的生產方法，係由人類尿液中濃縮純化出高濃度的 EPO，此種純化

產品及製備方式係為人所熟知，由此已揭露的先前技術可知，EPO 本身物之專利

已喪失新穎性。 

 

Amgen 研發出新的 EPO 生產技術，利用重組 DNA 技術，將 EPO 的基因利用遺

傳工程技術，將含有 EPO 基因的序列導入寄主細胞，利用細胞培養方式來大量生

產 EPO。Amgen 以此技術申請專利，並在一九八七年取得美國專利 4,703,008 號

專利，其專利範圍包括：人類紅血球生成素的基因序列、表現 EPO 的真核暨原核

寄主細胞、EPO 之 cDNA 序列、表現 cDNA 之 EPO 的真核暨原核寄主細胞及轉型哺

乳類寄主細胞及細胞株。 

 

本案的提出係在 Amgen 取得 U.S.4,703,008 號專利的當天，就對 Genetics 

Institute, Inc.提出侵害本號專利的侵權訴訟，認為 Genetics Institute, Inc.

                                                 
61 Scripps Clinic & Research Foundation v. Genetech, Inc., 927 F.2d 1565, 18 USPQ2d 1001（Fed. Cir. 

1991） 
62 Amgen, Inc. v. Chugai Pharmaceutical Co. 927 F. 2d 1200 ,18 USPQ 2d 1016（Fed. Cir.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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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產的 EPO 係利用重組人類 EPO 基因在哺乳動物的寄主細胞中生產，直接侵害

Amgen U.S.4,703,008 號專利，Genetics Institute, Inc 主張 U.S.4,703,008

號專利違反美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二條（g）、第一百零三條及第一百一十二條之規

定，應屬無效專利，並提出 U.S.4,677,195 號專利作為舉證之前案技術。 

 

U.S.4,677,195 號專利係在一九八七年六月三十日被核准，在新穎性時點的

判斷下，可以作為 U.S.4,703,008 號專利的前案。就 U.S.4,677,195 專利的申請

案標題是「純化EPO的方法及EPO組合物專利』，本案的權利範圍係包括利用HPLC

的方法來純化 EPO 及 EPO 醫藥組合物之專利。 

 

法院透過專家證言認為，人類 EPO 的 DNA 序列在 Amgen 申請前尚未為人所純

化及單離出來，Genetics Institute, Inc 的專家證人也承認 Amgen 是第一個將

人類 EPO 基因由自然界純化及單離。因此法院認為 U.S.4,677,195 號專利係純

化 EPO 蛋白質的方法，以當時的技術取得純的 EPO 蛋白質並不保證取得 EPO 的

DNA 序列，所以 EPO 蛋白質雖然喪失物之專利的新穎性，其 DNA 序列並不當然失

其新穎性，所以 U.S.4,703,008 號專利權利範圍第二項，主張權利範圍包括新穎

純化且單離之人類 EPO 之 DNA 序列，符合新穎性要件。 

 

管見以為，本案新穎性的判斷，主要的爭點在於下游產物喪失新穎性，上游

產物是否必然喪失新穎性？由於新穎性的判斷標準中，有下位概念揭露，上位概

念喪失新穎性之原則，此原則在化學技術領域或生物學分類的概念下，或許有其

適用，例如氟的揭露會使鹵素喪失新穎性，種（Species）的揭露會使屬（Genus）

以上之範圍喪失新穎性。惟下游產物蛋白質的揭露是否會造成上游產物 DNA 喪失

新穎性則為本案判斷新穎性的重要爭點。就分子生物學的觀點而言，由於氨基酸

的簡併現象，同一蛋白質的氨基酸序列，可轉換成不同的 DNA 序列，也就是說不

同的 DNA 序列可以轉譯成相同的蛋白質，因此 DNA 序列與其所轉譯之蛋白質並非

是上下位之概念，即使蛋白質的氨基酸序列被揭露，並不代表其 DNA 序列喪失新

穎性。 

 

 

第五節  我國專利法對於新穎性要件之規定 
 

專利之發明，須為申請專利前尚未公開使公眾知悉之發明，如申請專利前已

公開使公眾知悉之發明，則無賦予專利權之必要。此種申請專利前尚未公開使公

眾知悉之發明，即稱為具有新穎性之發明。故所謂新穎性者，乃指發明在申請專

利前從未被公開，因而從未被公眾所知或使用過之情形而言。 

 

申請專利之發明，與申請在先而在其申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發明或新型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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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所附說明書或圖式載明之內容相同者，不得取得發明專利。但其申請人與

申請在先之發明或新型專利申請案之申請人相同者，不在此限。 

我國新修正專利法已於二零零四年七月一日實施，對於新穎性要件，規定在

新修正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二十三條。 

新修正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取消修正前條文但書的規定，將但

書的規定移至新修正條文第二項第二款，由於修正前專利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

款前段「申請前已陳列於展覽會者之規定」，已涵蓋於新修正專利法第一項第一

款「申請前已公開使用者」，因而刪除修正前專利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款前段

條文的規定。 

新修正專利法第一項第二款為本次修正新增之規定，由於現行專利法對於申

請前雖非因見於刊物或已公開使用而喪失新穎性，卻因其他形式而為公眾所知

悉，是否符合新穎性要件並無明文規定，惟依新穎性要件的規範目的，此種已為

公眾所知悉的情事，當然喪失其新穎性要件，本次修正係參考日本特許法第二十

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及歐洲專利公約第五十四條加以明文化。 

 

新修正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為新增之項目，主要是規範新穎性優惠期間

之規定，本項第一款「因研究、實驗者」及第二款「因陳列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

展覽會者」，於事實發生之日起六個月內，例外使得該發明的新穎性不喪失，此

兩款係由現行專利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但書修正而來的。新修正

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三款為本次修訂新增的內容，主要是參考日本特許法

第三十條第二項及歐洲專利公約第五十五條之規定，對於非因申請人同意或有意

洩漏發明之內容，因此事由非因申請人所為，卻由申請人負擔新穎性喪失的結

果，對於申請人並不公平，因而明定他人未經申請人同意而洩漏其內容者，於六

個月內，新穎性仍不喪失，加以明文化。 

 

新修正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為新增之項目，係規定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

一款及第二款之事由，由申請人限期向專利權責機關負舉證責任。 

 

 

第六節  新穎性的判斷標準 
 

第一項  我國新穎性「時」的判斷標準 

 

現行專利法對於新穎性的明文規定，主要在新穎性「時」的判斷時點進行明

文的規定，由於我國係採先申請主義，對於先前技術的認定上，在新穎性要件的

判斷上，申請時點的確定在新穎性的判斷上，可以省去許多爭議，現行專利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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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條第一項後段各款之規定，可視為新穎性要件「時」之原則性規定，第二十

條之一前段規定，可視為新穎性要件「時」之例外規定。 

引用國外國專利公開公報為引證資料時，以其實際公開之日認為已見於刊物

之日期。 

第二項  新穎性判斷之基本原則 

第一款 我國專利審查基準新穎性判斷原則的一般性規定 

一、相同發明引證原則： 

核駁新穎性時，應引證已揭露相同發明內容的技術之資料，以證明請求之

發明喪失新穎性之事實。作為新穎性判斷之引證資料包括在申請日以前已

見於國內外刊物或已公開使用的技術與知識（即「先前技術」），及申請

在先而在其申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發明或新型專利申請案所附之說明書

或圖式63。 

二、單獨比對原則： 

判斷新穎性應採單獨比對方式，將申請專利範圍分別與每一筆引證資料進

行比對，不得將個別請求項與兩筆或以上之引證資料予以組合進行比對，

亦不得與一筆引證資料中多項技術方案的組合進行比對。但引證資料中用

以比對之內容可以是該引證資料之全部內容或其中的部分內容
64。 

但若引證資料明文提及另一參考資料用以詳盡說明某一特徵之細節，且該

參考資料於基礎引證資料公開之日係公眾可取得者，則該參考資料可與該

基礎引證資料一併考量進行比對以判斷新穎性。 

又若引證資料中已明文排除之事實(例如，無法實施之態樣)，則不得作為

核駁新穎性之依據。對於該引證資料引述之特殊語彙如有爭議，亦可以參

考所屬科技領域相關字典或類似參考書之解釋。 

三、顯然可知原則 

對於熟習該項技術者而言，若引證資料雖未明文記載，但可毫無疑義地直

接導出請求之發明內容，則該請求之發明喪失新穎性。亦即，該引證資料

明顯意含（implicit）的技術內容同樣屬於已公開的內容。例如，引證資

料已揭露化合物 X可用於抑制高血壓增壓素之分泌，而請求之發明為包含

                                                 
6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4 年版第二篇「發明專利實體審查基準」第三章專利要件，2-3-4至

2-3-5頁改寫。 
64 同註 63，2-3-5至 2-3-6頁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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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化合物 X為有效成分治療高血壓之醫藥組成物。該引證資料雖未明文記

載「化合物 X可用於治療高血壓」，但化合物 X可用於抑制高血壓增壓素

之分泌與「治療高血壓」直接相關，該引證資料已明顯意含請求之發明內

容，因此請求之發明喪失新穎性65。 

四、引證技術當時的技術水準 

新穎性之判斷，應以引證前案資料公開當時熟習該項技術者之角度，參考

當時已知之知識，判斷該引證資料且確認該引證資料所揭露之內容是否可

實際達成。例如，某一引證資料僅提及某一化合物之名稱或其化學式，如

果就該引證資料所揭露之內容，參考該引證資料公開日當時已知之知識，

對於熟習該項技術者而言，根本無法製得及/或單離該化合物，則該化合物

之新穎性並未喪失66。 

五、針對專利主張標的作判斷 

判斷物之發明之新穎性時，不得將其不具區隔性的功能或用途特徵列入考

慮，僅須考量專利請求標的。例如，一申請專利範圍請求之發明為「具有

抗癌效果之化合物 X」，應判定請求標的「化合物 X」之新穎性。若「化合

物 X」為已知，「抗癌效果」為「化合物 X」本身即具有的性質，該「具有

抗癌效果」功能特徵之引述無法使請求之發明與已知之「化合物 X」作明

顯區隔，則請求之發明不具新穎性。 

六、上下位概念判斷原則 

原則上，下位概念之發明之公開，會使得上位概念發明不具新穎性。

而上位概念發明之公開，不影響下位概念發明之新穎性，但藉參酌當時之

技術知識，而可由上位概念導出下位概念表現的發明時，則不在此限。 

所謂「上位概念」，係指匯集同族或同類事項而總括的概念，或基於

某種共同性質之總括複數事項之概念。以此上位概念表現之發明，即為上

位概念發明。 

「下位概念」，係指非匯集同族或同類事項，亦非基於某種共同性質

之總括複數事項，而相對應於「上位概念」呈現為下位之具體概念。以此

下位概念表現的發明，即為下位概念發明。 

                                                 
65 同註 63，2-3-19頁改寫 
66 同註 63，2-3-19頁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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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上，上位概念發明僅表明下位概念包含於上位概念中，或者單純

地可從上位概念的用語中，列舉出下位概念的用語者，不得認為可由上位

概念發明導出以下位概念來表現之發明。而下位概念發明因已表示發明所

欲解決課題之技術手段，可作為用以解決使用於同族或同類事項，或基於

共同性質之複數事項，故可視為以上位概念表達的發明67。 

第二款 我國生物相關發明新穎性之審查實務研析： 

一、前言 

    我國在生物發明專利審查基準公佈前對於生物技術相關的發明並無相對

應之審查基準可以依循，由於活體生物相關專利在被承認前已有及深入的研

究，況且這些生物專利標的可能早已存在於自然界同時不論是在生物界的分

類、生物學或是分子生物學等均已建立相當完整的體系，對於已自然界既存

的生物物質為專利標第在新穎性的判斷上更添困難，因此針對生物技術專利

標的的新穎性判斷上，有必要提出判斷的依據。因此，我國生物相關發明審

查基準針對此問題臚列出生物技術相關發明的常見標的，作為新穎性判斷的

依據。 

 

一、由自然界單離或純化之微生物 

已知事實：已知自然界中存在不同種類的微生物，這些微生物係早已為人所

熟知存在的，如利用酵母菌的釀造技術，早已為人所熟知而使用。

這些微生物可否具有新穎性？ 

實務見解68：微生物存在於自然界中，係以混合物方式存在於，雖然已知此微

生物存在於自然界，然而自然界並未存在微生物單離或純化形

式。因此，由自然界中單離或純化而得之微生物，由於自然界僅

存在其混合物狀態並未存在其單離或純化形式，若須取得其單離

或純化形式，須透過人為的相當努力而取得，非自然界已知的型

態。因此，單離或純化而得之微生物，不因自然界中該微生物之

存在而喪失新穎性。 

管見以為，實務的見解是為生物技術相關發明，在新穎性要件的審查上，找

出合法性的解釋，由於專利法係以人的高度思想創造的成果，來

                                                 
67 同註 63，2-3-7頁改寫。 
6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2002 年版「生物相關發明審查基準」，1-8-39至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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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保護的標的，惟生物技術相關發明的標的，係以自然界中既

存的生物物質為標的，就專利要件的解釋上 

二、由自然界單離或純化或人工合成之基因或蛋白質 

已知事實：已知人體中存在特定的蛋白質及其基因，這些酵素係早已為人所

熟知存在人體中並得知其功能，例如胰島素，早已為人所熟知具

有降低血糖的功能。這些蛋白質或其基因是否具有新穎性？ 

實務見解69：蛋白質或其基因存在於自然界中，係以化合物或混合物方式存在

於人體，雖然已知此蛋白質或基因存在於自然界，然而自然界並

未存在蛋白質或基因單離或純化形式。因此，由自然界中單離或

純化而得之蛋白質或基因，由於自然界僅存在其化合物或混合物

狀態並未存在其單離或純化形式，若須取得其單離或純化形式，

須透過人為的相當努力而取得，非自然界已知的型態。因此，單

離或純化而得之蛋白質或基因，不因自然界中該蛋白質或基因之

存在而喪失新穎性。 

三、編碼新穎蛋白質之基因序列 

已知事實：已從自然界中純化而得之新穎性蛋白質，符合新穎性要件，其核

苷酸序列是否具有新穎性？ 

實務見解70：蛋白質本身具有新穎性，則轉譯此蛋白質的基因序列，同樣具有

新穎性。不因自然界中該微生物之存在而喪失新穎性。 

四、同功能不同來源之蛋白質之基因序列 

已知事實：已知特種來源之蛋白質之基因序列，不同來源之相同功能之蛋白

質之基因序列是否具有新穎性？ 

實務見解71：不同來源之蛋白質之基因序列，雖然其功能及序列與引證資料類

似，但因其為不同來源且具不同序列，該請求之發明具有新穎性。

例如，引證資料為編碼小鼠蛋白質 X之 DNA 分子，而請求之發明

為編碼人類蛋白質 X之 DNA 分子，雖其功能及序列與引證資料類

似，但為不同來源且具不同序列，該請求之發明具有新穎性。 

五、已知基因序列之部分基因序列片段 

                                                 
69 同註 68，1-8-40 
70 同註 68，1-8-40 
71 同註 68，1-8-40至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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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事實：已知特定功能之基因之全長序列，而請求發明為該已知完整核苷

酸序列中之一部分序列片段，源之蛋白質之基因序列，不同來源

之相同功能之蛋白質之基因序列是否具有新穎性？ 

實務見解72：不同來源之蛋白質之基因序列，雖然其功能及序列與引證資料類

似，但因其為不同來源且具不同序列，該請求之發明具有新穎性。

例如，引證資料為編碼小鼠蛋白質 X之 DNA 分子，而請求之發明

為編碼人類蛋白質 X之 DNA 分子，雖其功能及序列與引證資料類

似，但為不同來源且具不同序列，該請求之發明具有新穎性。 

引證資料已揭露編碼功能性之結構基因之完整核苷酸序列，而請

求發明為該已知完整核苷酸序列中之一部分序列片段，因引證資

料並未具體揭露該部分序列片段，請求發明具有新穎性。 

六、重組蛋白質 

已知事實：某特定之蛋白質已從自然界中被單離或純化出來，若採用遺傳工

程技術，透過基因重組技術，所生產之蛋白質，其物之本體是否

具有新穎性？ 

實務見解73：由於引證資料已揭示此特定蛋白質已從自然界中被單離或純化，

就此蛋白質物之本體專利，在引證資料中已被揭露，其蛋白質本

體已喪失新穎性；雖然此蛋白質係透過基因重組工程所產生，非

從自然界純化而得的，因其於自然界的蛋白質具有等價性。不因

其生產或製造方法不同，而使得已喪失新穎性的本體，取得新穎

性要件。若因重組工程而產出之蛋白質與原有蛋白質不同，因與

原蛋白質不具有等價性，當然具有新穎性。 

若引證資料僅指出特定蛋白質係天然存在者，然其並未揭露該蛋

白質已經純化至使該蛋白質成為實質上僅有單一組成分之純化程

度，若請求之發明之蛋白質係以胺基酸序列界定，且係使用重組

DNA 技術製得，則以重組蛋白質形式界定，限定為重組 DNA 技術

製得者，具有新穎性。 

第七節 新穎性要件法院實務案例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一年度訴字第四九五六號 

 

                                                 
72 同註 68，1-8-40 
73 同註 68，1-8-40至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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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事實 

 

原告於民國八十五年五月十六日以「治療人類免疫不全病毒感染之藥劑套組及醫

藥組合物」（下稱系爭案）向智慧財產局（下稱被告）申請發明專利，經被告編

為第八五一○五八○七號予以審查，以系爭案件不具新穎性要件，不予專利。原

告不服，申請再審查，經被告於九十一年六月三日以（九一）智專三（四）○二

○二一字第○九一八七○○○八四五號專利再審查核駁審定書為仍應不予專利

之處分。原告不服，提起訴願，經遭決定駁回，遂向本院提起行政訴訟。 

 

被告認系爭案與申請在先並經核准專利之第八五一○四二七八號「作為天冬

胺醯蛋白抑制劑之含磺醯胺之氧化雜環」發明專利案（下稱引證案）皆係應用於

HIV （俗稱愛滋病）感染之治療劑用途，其又稱因系爭案所請發明之目的、效果

與活性物皆已揭示於前述引證案中，依審定時專利法第二十條之一規定應不具新

穎性而不予系爭案專利云云。被告竟仍據以之為系爭案不具新穎性之佐證，為不

利對原告之處分。 

 

法院見解 

 

    系爭發明申請被告為不予專利之審定係以系爭案係以活性成分為疊氮胸

　、159U89 及 3TC 共同組合的抗 HIV 病毒醫藥組成物及套組，惟利用一系列抗 

HIV 之活性藥劑組合以達成協乘功效的醫藥組成物，已有申請在先並經核准專利

之第八五一○四二七八號「作為天冬胺醯蛋白　抑制劑之含磺醯胺之氧化雜環」

發明專利，系爭案並非首先發明，申請人雖以兩者抑制劑並不相同；惟實際上，

本發明與引證案皆是應用在 HIV 感染的治療劑用途，所用目的、效果與活性物

皆在引證案中，本發明不具新穎性，有違專利法第二十條之一資為論據。 

 

    申請專利範圍之技術內容如何被引證案中之何一部分技術知識所揭露，被告

於再審查核駁審定書及再審查核駁理由先行通知書，均未具體指明，自無從查對

稽核被告核駁之理由是否有據，被告再審查核駁審定書及再審查核駁理由先行通

知書對系爭案之核駁均有未具體說明理由之疏漏，均有未洽。 

 

    按下位概念發明之公開，使上位概念發明不具新穎性。上位概念之公開，原

則上不影響下位概念發明之新穎性，但藉參酌當時之技術知識，而可由上位概念

導出下位概念表現的發明時，則不在此限（專利審查基準第 1-2-6 頁參照） 。

引證案僅揭露抗 HIV 劑包括 AZT、3TC、1592U89 及其組合，並未揭露其組分之比

例，相較於系爭案已記載 AZT、3TC、1592U89 組合之重量比，引證案係屬上位

概念發明之公開，而被告又未陳明或依其他引證案內容，可認參酌當時之技術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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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已可由引證案上位概念導出系爭案下位概念表現的發明。因此，依上述審查

基準判斷之原則，自不能謂引證案之揭露，業已使系爭案之發明不具新穎性。又

系爭案第五項、第六項均係有關病患用組件，係使病患正確使用之組件插頁，並

非有關醫藥組合物，因此該二項之發明顯非引證案上揭第三十五頁、第三十六

頁、及第三十七頁所揭露 AZT、3TC、1592U89 及其組合之技術特徵，引證案自

不能證明系爭案第五項、第六項不具新穎性。 

 

綜上所述，系爭案申請專利範圍之技術內容如何被引證案中之何一部分技術

知識所揭露，被告於再審查核駁審定書及再審查核駁理由先行通知書，均未具體

指明，原處分核駁理由已有未具體說明之疏漏。再依被告審理中主張引證案說明

書第三十五至三十六頁已揭露系爭案之技術特徵審究，引證案該等揭露資料亦不

能證明系爭案不具新穎性。因此，被告認系爭案與引證案皆是應用在 HIV 感染

的治療劑用途，所用目的、效果與活性物皆在引證案中，系爭案不具新穎性，有

違專利法第二十條之一，而為不予專利之處分，其理由尚有未洽。訴願決定未加

指摘而予維持，亦有未合，原告據此主張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撤銷，為有理由 

 

    管見以為，本案審查委員除未具體指明系爭案件不具有新穎性外，對於新穎

性的上下位概念的審查方法亦有所誤認，同時亦有擴張顯然可知原則的判斷標

準，對於顯然可知的判斷應課予審查委員建立表面證據的義務，避免審定內容理

由不備。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二年度訴字第一二○三號 

 

 

本案事實 

 

原告於民國八十八年四月三十日以「雜環衍生物」向被告申請發明專利，經

被告編為第八八一○七○五五號予以審查，不予專利。原告不服，申請再審查，

並修正專利名稱為「具抗血栓及抗凝血活性之雜環衍生物」（下稱系爭案），案

經被告於九十一年八月十四日以（九一）智專三（四）○一○二七字第○九一八

七○○一二五八號專利再審查核駁審定書為系爭案應不予專利之處分。原告不

服，提起訴願，經遭決定駁回，遂向本院提起行政訴訟。 

 

按「凡可供產業上利用之發明在申請前未見於刊物或公開使用者，得依本法

取得發明專利」，專利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定有明文。亦即，一發明專

利需符合新穎性之專利要件。又按選擇發明，根據專利審查基準定義，係指選擇

已知上位概念發明之下位概念而作為構成要件之發明，常見於化學及材料技術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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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發明。就選擇發明所選擇已知上位概念發明之下位概念之技術內容而言，已

知發明並未有具體之揭示，且其所選擇之技術內容無論為已知發明未揭示之異質

物或同質物，其說明書內所記載達成的功效，即使在已知發明之文獻內有記載，

只要其較已知發明者具有非顯而易知之突出功效，此選擇發明即非能輕易完成

者。有關化學物質之選擇發明，判斷該發明是否能輕易完成時應考量之事項，在

發明技術內容方面有：其化學構造式，需為包含於已知發明之上位概念化學構造

式的下位概念；其以化學構造式表示之各化學物質，須為已知發明所未具體記載

者；在發明功效方面有：其發明之化學物質與已知發明所創製之化學物質相比，

在質或量上需能創製出非顯而易知之突出的功效、性質或用途。惟查，被告並未

能依據前揭專利審查基準之規定，審酌系爭案是否符合選擇發明之要件，遽然認

定系爭案不具有新穎性，嚴重侵害原告之程序上之利益。 

 

法院見解 

 

原告主張「WO 98/21188 申請專利範圍第 1項式 (I)化合物之取代基 Q，其

定義為『可有取代基之雜環基』，已明顯涵蓋系爭案案九十一年十月九日修正之

申請專利範圍第一項所請式 (I)化合物其中『D視情況而經氟、氯、溴取代之 2-

基或 2-苯並咪唑基』」，引證案中所揭示者為可有取代基之雜環基，其屬前揭

專利審查基準中所定義之上位概念；而系爭案則將其取代基具體定義為氟、氯、

溴之下位概念，並將雜環基具體定義為「2-基或 2-苯並咪唑基」之下位概念。 

正如專利審查基準中所例示之「金屬製成物品不能使用銅製成者喪失新穎

性」，「鹵素不能使該系列中之氯喪失新穎性」，取代基之揭示不能使氟、氯、

溴喪失新穎性、雜環基之揭示亦不能使 2-基或 2-苯並咪唑基喪失新穎性，但被

告卻以引證案中可有取代基之雜環基已明顯涵蓋系爭案式 (I)化合物 D視情況

而經氟、氯、溴取代之 2-基或 2-苯並咪唑基為由，認定系爭案不具新穎性，依

前述專利審查基準所揭示新穎性之判斷標準，系爭案之申請專利範圍應為具有新

穎性者，無庸置疑等等。 

 

惟查，本件系爭案申請專利範圍應以九十年七月九日之修正申請專利範圍加

以審查，已如前述。原告主張以九十一年十月九日修正之申請專利範圍第一項與

引證案作比較，據而認引證案之「可有取代基之雜環基」為上位概念，而系爭案

則係將雜環基具體定義為「2-基或 2-苯並咪唑基」之下位概念，引證案上位概

念之揭露不能使系爭案下位概念喪失新穎性部分，已非有據。另按選擇發明係指

已知上位概念發明之下位概念而作為構成要件之發明，選擇發明係涵蓋於已知發

明之上位概念內。一般觀念中，選擇發明與已知發明係屬於同一發明，但因選擇

發明所達成功效較已知發明具有顯著功效之增進，或產生未能預期之技術特徵，

因而視為熟習該項技術者所非能輕易完成而可獲准專利。因此，選擇發明自須與

已知發明之技術內容作比較以明瞭其是否確係選擇已知上位概念發明之下位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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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而作為構成要件之發明，並依其專利說明書之記載判斷其選擇之技術內容是否

較已知發明具有顯然之功效或未能預知之突出技術特徵。如申請人於專利說明書

並未載明係就已知上位概念發明之下位概念而作為構成要件之發明，並於其專利

說明書之載明其選擇之技術內容如何較已知發明具有顯然之功效或未能預知之

突出技術特徵。而於行政爭訟中始補充專利說明書以外之功效數據，主張其係具

有非顯而易知之突出功效的選擇發明，自難憑採。本件依系爭案八十八年七月五

日所提專利說明書中文本，均未見其與已知發明之引證案中結構相比，具有如何

顯著之功效增進或突出之技術特徵。顯然系爭案並非以引證案已知發明之上位概

念選擇部分之下位概念發明。且原告所請範圍已見於引證案，而系爭案與引證案

之申請本案發明所揭示之化合物結構最相近者（如實例十二化合物）來比較其活

性大小，始能判斷是否系爭案具有較已知發明者具有非顯而易知之突出功效，並

援引說明書以外之試驗資料，主張系爭案屬於引證案非能輕易完成之選擇發明等

等，非屬可採。從而本件被告以系爭案申請之化合物已見於引證案，所請範圍不

具新穎性而為不予專利之審定，於法尚無不合。 

    管見以為，選擇發明係限縮原發明之專利範圍，而發現比已知發明具有顯然

之功效或未能預知之突出技術特徵，就新穎性判斷之單獨比對原則觀之選擇發明

與原發明並不相同，應可符合新穎性要件，選擇發明可否取得專利，應就進步性

要件為判斷，依本案法院 之見解，專利說明書之載明其選擇之技術內容如何較

已知發明具有顯然之功效或未能預知之突出技術特徵，應係指進步性要件而非新

穎性要件之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