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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用性要件（產業利用性） 

 
第一節 前言 
 

隨著 2000年六月二十六日公佈人類基因圖譜草圖之後，生物資訊學

（bioinformatics）開始澎渤發展，利用基因體基因資料庫（genomic library）

及反向轉錄去氧核糖核酸基因資料庫（cDNA library）利用電腦程式比對，分別

找出特定蛋白質的啟動子（promoter region）、停止密碼（stop code）及轉譯

區(code region)，此藉由電腦程式以同源相似性(homology)的比對方法，可以

預測特定蛋白質於基因層次的起始密碼（start code）、剪接點（splicing sites）

及停止密碼（stop code），便可以將此特定蛋白質基因所有的外顯子(exon)找

出，可以清楚的描述此特定蛋白質從 DNA、Pre-mRNA、mRNA、protein 的轉錄

(transcription)及轉譯(translation)過程稱之為生物資訊學，惟人體基因的表

現具有組織特異性(tissue specific expressed)，採用電腦程式以同源相似性

比對方式所得到的預測結果並無法完全精確反映出特定蛋白質的結構124。 

 

在美國專利商標局的專利申請案，直到 1999年以前，因機能用途仍屬未知

之基因發明提出的專利申請案件大約有 100 萬件
125，隨著 2000年六月二十六日

公佈人類基因圖譜草圖之後，有關基因藉由電腦程式進行同源相似性比對所得的

基因發明案件可能會以倍數的速度增加，有鑑於此，美國專利商標局於 1999年

12 月 21 日針對基因相關發明訂立暫時實用性審查基準(interim utility 

examination guidelines)，並於 2000年 1 月 21 日作第一次修正，隨即在 2001

年 1 月 5 日公佈修正版的實用性審查基準，作為 USPTO 內部審查人員，審查專利

申請案件是否符合美國專利法實用性之要求
126的依據。 

 

管見以為，就生物技術發展的歷程觀之，實用性審查基準的提出乃是必然的

結果，在一九八零年代以前，生物技術領域中，蛋白質純化技術為當時最多生物

相關領域科學家最常專研的領域，主要的原因是蛋白質係生物體功能表現單位，

生物體內功能的整合及協調，蛋白質佔有最重要的生理地位。 

 

                                                 
124 宣大衛，生物資訊與網路資源，國立東華大學 生命科學系暨生物技術研究所 

http://www.ndhu.edu.tw/~bioinformatics/bio-introd.doc (2005.07.20) 
125 平井昭光，知財管理 , vol. 50 ,  no.6 , 2000 年 6月 ,  pp. 748-759 
126 Federal Register / Vol. 66, No. 4/Friday, January 5, 2001/Notices/ 1092  
   http://www.access.gpo.gov/su_docs/fedreg/a010105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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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蛋白質的領域中，最困難的部分是如何得知蛋白質在生物體內所扮演

的功能，以往在進行蛋白質功能研究前，第一步驟須先將蛋白質從生物體內單離

或純化出來，接下來需瞭解蛋白質的功能特徵始能進行特定蛋白質的分析或研

究。科學家透過數十年的基礎研究，對於蛋白質的生理功能、作用機制、外觀構

型、作用部位及功能與蛋白質序列間之關係，在傳統的生物或生技領域，要得知

蛋白質的功能及序列，均需經由蛋白質純化、定量及定性的程序，對於此特定蛋

白質的功能必然十分清楚。因此，在傳統生物技術領域的研究，實用性要件的審

查，並不會構成審查的困擾。 

 

隨著基礎研究所累積的資料逐漸完整，生物技術相關領域的研究方法也隨之

改變，在傳統蛋白質的研究領域中，若無法純化出蛋白質或知悉其功能，幾乎無

法進行後續的研究。晚近，隨著生物資訊學的發展，只要知到近似蛋白質的基因

序列，便可透過基因庫資料的比對，找出可能合成蛋白質的序列，並利用基因重

組技術得到重組蛋白質加以分析。 

 

在利用電腦軟體進行基因序列比對的結果，可能會有數十段，甚至數百段的

近似序列被推知，可能其中僅有部分是真正近似或是根本不是原先想像的標的，

當發明人以電腦比對所推知的序列作為專利申請的標的時，有關實用性要件的爭

議，因生物資訊學的發展，因而引爆。 

 

 

第二節  美國法對實用性要件的規定 

美國專利法第一零一條對於實用性要件規定，早在一七九零年專利法制定

時，已明文載明於法條中，在法條的用語中只用「useful」來代表實用性要件的

意涵。但如何適用實用性要件，並無明確的規定。 

一九六六年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 Brenner v. Manson 案件中，提出明確的實

用性（specific utility）及實質的實用性（substantial utility），兩個決

定發明實用性的判斷標準128。探究美國專利商標局 2001年所修訂的實用性審查

基準的原則，乃是採取 Brenner v. Manson 之見解，要求發明必須要對社會有補

償性貢獻，並有現在可用之特別利益存在，才符合有益社會的要求，而具備實用

性要件129。 

                                                 
128 Brenner v. Manson , 383 U.S. 519（1966） 
129 馮震宇，智慧財產權發展趨勢與重要問題研究，生物專利保護的問題，政大法學院財經法研

究中心叢書 5，2003 年 10月初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第 1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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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確的實用性： 

所謂「明確的實用性」，係指發明所主張的權利範圍必須是明確的，主要是

相對於通常效用而言，例如：由自然界產物所純化而得的蛋白質，具有治療

癌症的功能，是符合專利法上所謂明確實用性的判斷標準；相對於蛋白質可

食用的一般實用性功用，此種實用性則非屬於專利法上所稱之實用性。 

二、實質的實用性 

所謂「實質的實用性」，係指該發明內容在真實世界中具有實際的使用性（real 

world use），因此在專利法的實質的實用性判斷標準中，若發明的內容尚須

經由更深入的研究來證明或合理確認本發明在真實世界中可以被實際使用，

則此發明不具有實質的實用性。例如：本案發明係偵測某種特定疾病的 DNA

探針，惟此種 DNA 探針是否為此特定疾病的專一性探針，尚須進行更多的實

驗加以證明，則此種 DNA 探針不具有實質的實用性。若此 DNA 探針於專利申

請時，已知對某特定癌化的基因序列具有專一性，則此探針具有實質的實用

性。 

實務上除了由法院建立明確及實質的實用性判斷標準外，由專利法的立

法目的觀之，不切實際的實用性（throw away utility），亦不符合專利法

上所要求的實用性要件。例如：將基因轉殖小鼠作為餵食蛇的食物，當然是

一種實用性的方式，但此種實用性並非專利法上所認定的實用性。以明確的

實用性來判斷，所有的小鼠均具有作為蛇食物的功能，基因轉殖小鼠在此功

能上並不具有明確性；另以實質的實用性來判斷，使用基因轉殖小鼠作為蛇

所食用的食物，所需花費的成本可能是一般正常小鼠的萬倍，因此在真實的

世界中，此種以基因轉殖小鼠作為蛇的食物之功能，不可能會被使用，因此，

不具有實質的實用性，不符合專利法的實用性要件。 

第三節 實用性要件之審查基準(utility guidelines) 

 

第一項  前言： 

美國專利商標局於一九九九年十二月二十一日，針對基因相關發明

專利，訂立暫時實用性審查基準（Interim Utility Examination 

Guidelines），並於二千年一月二十一日作第一次修正，希望藉由以審

查基準，專利商標局的內部審查人員可以藉由一致的審查程序，審查所

有的專利申請案是否符合 35 U.S.C.101 的實用性要件，並於二千年一

月二十一日公佈來協助專利商標局的內部審查人員，審查專利申請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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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符合實用性要件。審查基準並不能改變 35U.S.C.101 實用性要件實體

法上的規定，也不能排除審查人員審查專利申請書需符合可專利性的其

他法律要件。審查基準並不能創造實質的法律準則，同時亦無法拘束及

影響法律規定。專利申請被核駁係依據實體法的規定，此種駁回專利申

請的決定，是可以請求救濟。所以，專利申請案被駁回，係不符合審查

基準則的要求，則不能上訴或訴願。於二千年一月二十一日所公布的實

用性審查基準，美國專利商標局於二零零一年一月五日進行最終版的修

定，作為美國專利局內部審查人員，審查專利申請案件是否符合

35U.S.C.101 實用性要件之要求131。 

 

第二項 實用性要件審查基準訂立的原因 

 

一、基於研究思維的改變 

以往有關基因與蛋白質的研究係以蛋白質純化為基礎，待純化出已知明

確功能的後，藉由 N端（N-terminal）定序的方法，找出 N端蛋白質的

氨基酸序列，藉由氨基酸序列找出相對應的 DNA 序列，利用此 DNA 序

列作為探針（probe），作為篩選 cDNA 基因庫（screening cDNA library）

或基因體基因庫（genomic library）找出可能合成此蛋白質的 DNA 序

列，藉由檢驗所有被篩選出來的基因片段，找出合成此蛋白質的 DNA

序列。所以，傳統的研究思維係先由功能性蛋白質的純化，再透過氨基

酸定序的方法找出探針並進而確認合成此蛋白質的 DNA 序列。 

 

透過上述研究方法所得到的 DNA 序列，來作為申請專利標的，早已

知悉此特定蛋白質的功能，當然符合專利法上的實用性要件，但此種傳

統的研究方法需完全純化出功能性蛋白質，才能得到正確的蛋白質 N

端氨基酸序列，極為耗費時間，有時就算是花費相當的時間或費用亦有

可能未能純化出欲定序的蛋白質。 

 

由於傳統的蛋白質研究方法有上述的困難且近二十年來由於蛋白

質的研究，已經累積許多基因或氨基酸序列的資料庫，科學家為了解決

傳統研究蛋白質功能的困難性，於是改變傳統研究的思維，不先進行功

能性蛋白質的純化，而採用現有的氨基酸序列資料庫、基因體基因庫及

反向轉錄去氧核糖核酸基因庫，分別找出特定蛋白質的啟動子

                                                 
131 同註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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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r region）、停止密碼（stop code）及轉譯區（code region），

藉由電腦程式以同源相似性（homology）的比對方法，可以預測特定蛋

白質於基因層次的起始密碼（star code）、剪接點（splicing site）

及停止密碼，便可以將此蛋白質的外顯子（exon）找出，可以清楚的描

述此特定蛋白質從 DNA、Pre-mRNA、mRNA 到蛋白質的轉錄

（transcription）及轉譯（translation）的過程。此種新興研究的方

法，係利用分析基因庫中的資料，尋找所欲研究的蛋白質或基因序列，，

此種研究方法與傳統待在生技實驗室所從事的研究不同，純為電腦實驗

室之研究，一般稱為「Dry lab」，又稱為生物資訊學（bioinformatics）。

但人體基因的表現並不像電腦程式所設定如此規律，如人體基因的表現

具有組織特異性（tissue specific express），採用電腦程式以同源相

似性的比對方法，來預測此由電腦程式所篩檢出來的 DNA 序列，並無法

完全精確反映出特定蛋白質的功能及結構132。 

 

所以，利用電腦程式檢索氨基酸或 DNA 序列，可以快速找出欲研究

的基因序列，但是此方法係藉由電腦比對所得知的序列，此種 DNA 序列

於活體中（in vivo）是否具有所預測的功能，尚需進一步的研究來判

斷，單僅從過去所研究所累積的資料庫，採同源相似性的比對方法，只

能限縮研究範圍，以此種方法所找出的 DNA 序列，僅具有推測可能的功

能，是否具有此功能尚待實驗驗證。 

因此，在生物資訊學發展的同時，此種藉由比對所得的 DNA 序列，

並未完全確任其蛋白質功能，以此 DNA 序列作為專利申請的標的，這樣

的申請案，實用性要件是有疑問的？ 

 

二、基於 DNA 序列專利申請案件的大量增加 

 

最初 DNA 序列在專利審查上並無明確的審查基準，主要是沿用化合

物的審查方式來審查，隨著各類基因解碼及二千年六月二十六日公布人

類基因圖譜草圖之後，DNA 序列的專利申請案件大量湧進各國的專利主

管機關。因此，迫使各國專利主管機關必需正視 DNA 序列專利取得之要

件。 

以美國專利商標局來說，直到一九九九年以前，在美國的 DNA 序列

                                                 
132 同註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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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申請案中，屬於功能未明的專利申請案件大約有一百萬件133，隨著

二千年六月二十六日公布人類基因圖譜草圖之後，關於 DNA 序列藉由生

物資訊學所得到的 DNA 序列的專利發明案件，可能會以倍數的速度增

加，可能因此拖垮專利審查的時程。 

 

有鑑於此，美國專利商標局在一九九九年十二月二十一日針對基因

相關發明訂立暫行實用性審查基準，並於二千年一月二十一日作第一次

修正，隨即在二零零一年一月五日公布最終版的實用性審查基準，作為

美國專利商標局內部審查人員，審查專利案件是否符合 35 U.S.C.101

實用性要件的依據。 

 

第三項  二零零一年實用性審查基準的介紹 

 

二零零一年所公布的實用性審查基準，適用於所有領域的技術，雖

說如此，本審查基準的訂立仍是以新興領域的事務或是新興發明仍未完

全瞭解其特性的新發明為主要適用對象，例如有關基因相關發明的技

術。專利商標局審查人員在審查專利申請案件書是否符合 35 U.S.C.101

必須遵守以下的審查程序： 

 

一、閱讀專利權利範圍(claims)及證實專利主張有理由的書面記載134 

 

(一)、判斷專利申請人的主張的發明是否已有具體的發明物。 

(二)、確定權利範圍事項係法律明定可為專利標的項目。 

ex.方法、機械、製品、物的組成及改良。 

(三)、在任何時間審查均能容易且明顯知道，申請專利的發明物具有

完整建構的實用性(well-established utility)，則審查人員

不得以發明欠缺實用性而加以核駁。 

1、一位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能夠依據發明物的特質

立刻認識到此項發明物具有實用性。 

ex.依據物的性質或方法的使用 

2、這個實用性須具有明確性、具體性及可靠性。 

 

                                                 
133 同註 124，,第 748至 759頁 
134 同註 125，第 p10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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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藉由審查專利權利範圍及支持前述專利範圍的書面記載，用來判斷

專利申請人所主張其發明符合明確的、具體且可靠的實用性要件135。 

 

(一)專利申請人如果可以提出其發明具有明確實用的目的(特定且具體

的實用性)，則其發明具有實用性。而且此項主張可以被該技術領

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認為具有可靠性，商標專利局不得已欠缺實用

性核駁。 

 

1、申請一個發明專利必須具有特定且具體的實用性，這個要件排

除無產業實用性或不具體或不特定的利用，即使符合 35 

U.S.C.101.實用性的要件仍不應授與專利, 例如使用複雜的發

明來放置垃圾。 

 

2、可靠性(credibility)的判斷係由一位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

之人的眼光來審查發明是否被適當的揭露及其他已被記載而未

提出的證明資料 ex.測試資料；熟知此項技術的專家所提出的

聲明；已公開的專利或出版物，可以做為專利申請人所主張的

有力證明。專利申請人針對每一件專利申請案僅須提供一種具

有明確且具體有實用性的可信賴主張，即符合實用性要件。 

 

(二)、假使專利申請人對於其所申請專利的發明，沒有主張其發明具有

明確且具體的實用性，且其申請專利的發明，從外觀上並不具有

容易且明顯知道,所申請專利的發明具有完整建構的實用性，不

符合 35 U.S.C.101.要件的規定，應以該發明欠缺實用駁回其申

請。另外，該發明亦不符合 35 U.S.C.112 第一節的要件，其所

為的揭露無法教示他人知道如何使用其發明。所以，35 

U.S.C.101 及 35 U.S.C.112 第一節會同時發生，應該合併一起

參考作為核駁的依據。 

 

(三)、假使專利申請人對於其所申請專利的發明，沒有主張具有明確且

具體的實用性，且從外觀上並不具有容易且明顯知道,所申請專

利的發明具有完整建構的實用性，不符合 35 U.S.C.101.要件的

規定，應駁回其申請，強調專利申請人沒有揭露發明明確且具體

                                                 
135 同註 125， 第 10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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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用性。同時專利申請人沒有揭露如何使用其發明，亦不符合

35 U.S.C.112.第一節的規定，欠缺明確且具體的實用性。依據

35 U.S.C.101 及 35 U.S.C.112 第一節駁回其專利申請案，並將

舉證責任移轉給專利申請人，其需證明事項如下： 

 

1、清楚的證明申請專利的發明具有明確且具體的實用性。 

 

2、提供當時完整建構且已彙集成檔案的依據來證明，該技術領

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所普遍承認確實具有明確且具體的實用

性。審查人員應該使用上述重要準則來依序審查所提出有關

實用性的依據。審查人員須確定專利申請人所提出的依據與

申請專利的標的物的性質具有適當的關聯性且與專利申請書

所揭露相符。也就是說，專利申請人負有證明其所提出證明

的依據與原始申請發明專利所揭露的特性具有適當的關聯

性。 

 

三、任何依據欠缺實用性的核駁審定，應該針對本件專利申請案為何不  

具有明確且具體可信賴的實用性提出詳細的說明。如果可能，審查

人員應提供專利申請人所忽略有出版日期的證明文件(ex.科學或技

術的期刊或書籍；美國或外國的專利)，來支持審查人員根據其發明

外觀上所顯示不具有明確、具體且可靠的實用性所為之核駁審定。

假使沒有上述證明文件，審查人員應該特別說明其最後所作成核駁

審定的科學依據136。 

(一)、如果專利申請人所主張的發明不具有明確且具體的實用性，一

種利用申請發明外觀的初步印象所顯示可判斷實用性要件的方

法要比利用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來判斷發明是否具有

明確且具體的實用性更為讓人所接受。 

 

(二)清楚的公佈說明本件發明專利申請案，為何不具備明確且具體

的實用性及完整建構的實用性而被核駁的理由。 

1、信賴已經具體存在的發明物支持。 

2.及所有與本件發明專利申請案有關聯的記載，包括所教示最

先前技術的功用所為的審定。 

                                                 
136 同註 125，第 10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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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利申請人所主張的發明具有明確且具體的實用性是不可信

賴的，對於利用申請發明的外觀初步印象評斷其不具備明

確、具體及可靠的實用性，比利用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

之人來判斷發明是否具有明確且具體的實用性更為可靠。此

種外觀初步印象的判斷方法必須包括以下三個要素： 

1、清楚的公佈說明本件發明專利申請案，所主張具備明確且

具體的實用性是不可靠的而被核駁的理由。 

2、信賴已經具體存在的發明物支持。 

3、及所有與本件發明專利申請案有關聯的記載，包括所教示

最先前技術的功用所為的審定。 

 

四、依據欠缺實用性被駁回的審定，假使其所主張的實用性，經由該

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考量所有專利說明書記載的內容，認為本

件發明具有明確、具體及可靠的實用性。原駁回審定不應被維持137。 

 

專利審查人員被規定，在處理專利申請人針對其發明的用性相關 

的事實陳述，應認為是真實，除非有相反的證據經由從發明的外觀上，

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能有合理懷疑其所陳述主張的可靠性而

被提出。同樣地，專利審查人員必須接受來自合格的專家所作成與其

專業有關聯且正確性無庸置疑的意見，輕忽此種意見並不適當，因為

關於事實的重要性或意涵往往是爭議之所在。 

 

 

第五節 美國法院對醫藥組合物實用性要件的見解 
 

傳統生物技術領域內幾乎所有應用科學研究成果都是有實用性的，惟在醫藥

組合物相關發明，在一九五七年 Isensted v. Watson 的案件中，美國專利與商

標局的生物技術專利審查員曾對生物技術發明的實用性採用嚴格的高審查標

準，例如要求提供臨床試驗結果，來證明此醫藥組合物具有實用性。後來，CCPA

在一九六一年的 In re Krimmel 案中則推翻了 Isensted v. Watson 的案中的見

解，隨後在一九七三年 CCPA 的 Campbell v. Wettstein 案中，法院肯定用動物

                                                 
137 Federal Register / Vol. 66, No. 4 / Friday, January 5, 2001 / Notices  , 第 10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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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來肯定申請案的實用性138。 

但在一九九五年美國聯邦上訴巡迴法院，在對 In re Brana 案139中，對美國

專利商標局及專利訴願暨爭議委員會的在本案實用性及可實施性見解提出質

疑。本案專利內容係主張一種可以抗腫瘤的化合物，說明書中化合物所作的試驗

係採用活體的腫瘤動物來進行抗腫瘤藥物活性試驗，此種方法係美國國家腫瘤機

構所使用於腫瘤藥物篩選的方法，審查委員認為以說明書所揭示的試驗內容，僅

為學術試驗的篩檢程序，並無法建立合理的預期，可以讓人推知本專利標的具有

實際的實用性。同時也指出本發明不具有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實用性要件。 

美國聯邦上訴巡迴法院指出，發明是否具實際的實用性或不具有實用性，該

由誰負舉證責任，本來就是重要的爭點，以往美國專利商標局對於申請生技或醫

藥組合物專利的發明，若說明書中僅載明本專利標的的功效僅由動物實驗證時，

審查委員認為僅有動物試驗並不足以建立符合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之實用性要

件的要求，將會以此發明欠缺實用性而駁回。 

另一方面若生技或醫藥組合物專利的發明已經在進行人體試驗時，審查委員

會以美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二條(b)主張本發明若欲銷售或公開使用在法令的規範

下需有一年的追蹤期。 

美國上訴巡迴法院駁回美國專利商標局及專利訴願委員會的決定，認為標準

化的動物試驗可以提供專利權利範圍所主張的組合物具備醫藥組合物的性質，以

具備符合實用性要件的需求。申請人以動物試驗來至證明化合物的抗癌效果，審

查委員及上訴審議委員會均認為，動物實驗的揭露並不足以證明專利申請案的實

用性，但美國上訴巡回法院認為，動物實驗的結果已可證明專利申請案的實用

性，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FDA）的上市許可並非是專利申請案是否具備實用性

之必要條件，為了支持藥物用途的權利要求，不一定要提供有關安全性和有效性

的絕對證據，藥物的體外或動物實驗資料便足以支援藥物的人體治療用途權利要

求，並且可以在提交專利申請後補交這些資料。 

美國上訴巡迴法院透過本案清楚的說明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FDA)核准醫藥

組合物的試驗與美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實用性要件並不等價，兩者不應該被混

為一談，就醫藥組合物的發明，法院認為申請專利時的醫藥組合物案件雖然離核

准上市使用，仍須進行許多研究及試驗，但此發明仍符合實用性要件的要求。 

                                                 
138 王世仁，王世堯，智慧財產權剖析-論生物科技專利策略與實務，全華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92 年 6月初版，第 6~7頁 
139 In re Brana 51 F.3d 1560, 34 U.S.P.Q.2d (BNA) 1436 (Fed. Ci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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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Brana 案之後，美國專利商標局對於生技及醫藥組合物採取較開放的態

度，透過更適當的審查基準來審查發明的實用性。 

 
第六節 我國專利法對於產業利用性要件之規定 

 

我國專利法有關產業利用性之規定，民國九十二年新修訂專利法在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凡可供產業上利用之發明，其意指請求之發明在產業上能夠

實際的應用，即請求之發明不能是抽象的、純理論的技術方案，而必須是可以在

產業上實際實現、有實際用途的技術。因此，如果請求之發明是一種產品，該產

品就必須能夠製造出來，如果請求之發明是一種方法，該方法就必須能夠在實際

上予以使用。 

 

第一項、產業利用性與充分揭露而可據以實施之區別 

 

一、請求之發明是否具有產業利用性，應依說明書揭露之內容以及該技術領   

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判斷發明是否可以在產業上實際的應用。不能夠實際

實現或不具實際用途的發明，均不具產業利用性140。 

 

二、發明若從說明書之揭露無法明顯看出其產業上利用性者，則說明書必須

說明其在產業上實際的應用方式。例如，微生物、基因序列或其片段之單純

發現，並不能直接於產業上應用，因此，請求微生物、基因序列或其片段之

發明，說明書應記載該微生物、基因序列或其片段在產業上的實際用途；如

果說明書未記載其實際的用途，且該等發明的實際用途無法由說明書之揭露

推論得知，因此該發明不具產業上利用性。 

 

三、產業利用性與專利說明書之揭露必須充分、清楚且使該技術領域具有通

常知識之人能據以實施之要求，有所不同。例如，請求可以治療某一疾病之

化合物，如果說明書已經記載其在產業上實際用途之可信說明，該發明即符

合產業利用性，惟該發明亦可能因說明書未揭露詳細說明或提出具體實施

例，致使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無法據以瞭解、實施，而不符合新修

正專利法第二十六條第二項之書面說明規定，此二者在判斷順序或層次上有

先後、高低的差異，新修訂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規定的產業利用性，

係規定申請專利之發明本質上必須能被製造或使用；而同法第二十六條第二

項所規定充分揭露而可據以實施之要件，係規定申請專利之發明之記載形

式，必須使該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能瞭解其內容並據以實

施
141。。 

 

第二項、生物相關發明產業利用性審查基準例示 

                                                 
14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4 年版「第二篇發明專利實體審查基準」，2-3-2 
141 同註 14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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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生物技術相關之發明常涉及自然界中既存之生物物質，並非利用

技術所創造之物，對於自然界中既存的生物物質，例如未知功能之蛋白質，在實

驗過程中被純化單離出來，但研究其功能及作用常需花費數倍純化所花費之時間

及費用，在不明瞭其實際之功能或作用前，此蛋白質並不具有明確的實用性；另

外，有關 DNA 序列的專利，一般在人體中的 DNA 序列約只有 3~5% 的 DNA 才具有

轉譯成蛋白質的功能，其他部份的功能並不清楚，若單離並解碼出一段 DNA 序列

並無法得知其作用，需將 DNA 序列與其功能進行結合使具有產業的可利用性，一

般利用技術思想所人為製造物質，通常都具有產業可利用性，而生物技術的專利

標的單離後並不當然具有產業可利用性，這是生物技術相關發明在產業可利用性

的判斷與其他產業標的最大的區別142。 

 

一、發明標的為蛋白質且實際用途無所知悉 

 

(一)發明所主張之專利權利範圍 

一種單離之蛋白質，其係由 SEQ ID NO: 1 所示之胺基酸序列所構成。 

 

(二)說明書揭示內容 

說明書中揭露一種可經由習知之蛋白質合成技術製備具 SEQ ID NO:1

所示胺基酸序列之蛋白質。說明書未記載該蛋白質之用途，且除所揭露之

胺基酸序列之外，亦未揭露該蛋白質之理化性質或生物活性。 

先前技術並未揭露或建議該蛋白質之用途。 

 

(三)實務見解 

因為說明書並未記載所請蛋白質之用途，亦未揭露該蛋白質之生物活

性，且先前技術並未揭露或建議該蛋白質之用途，因此該蛋白質之用途無

法推論得知。請求之發明在產業上之實際用途無從知悉，本發明不符合產

業上利用之要件143。 

 

二、發明標的為蛋白質且說明書記載用途無法確認 

 

(一) 發明所主張之專利權利範圍 

一種單離之蛋白質，其係由 SEQ ID NO: 1 所示之胺基酸序列所構成。 

 

(二) 說明書揭示內容 

說明書揭露一種具 SEQ ID NO:1 所示胺基酸序列之蛋白質，其可經由

習知之蛋白質合成技術製備。說明書所記載該蛋白質之唯一用途係治療阿

茲海默症，但並未提供實例證明該用途。說明書亦未進一步揭露該蛋白質

                                                 
142 改編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2 年版「生物技術相關發明審查基準」，1-8-35至 1-8-37 
143 同註 142，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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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理化性質，而僅記載施用蛋白質之習知技術及劑量。 

 

(三) 實務見解 

說明書僅揭露習知蛋白質之合成及施用技術，並未提供實例證明所請

蛋白質之用途，由於阿茲海默症至今尚無已知可治癒之治療方法，且阿茲

海默症之致病機轉及病因亦屬未知，因此由說明書之記載無法據以確認所

請蛋白質確可治療阿茲海默症。請求之發明在產業上的實際用途無法確

認，非屬可供產業上利用之發明144。 

 

三、發明標的為蛋白質且說明書記載不具實際用途 

 

(一) 發明所主張之專利權利範圍 

一種單離之蛋白質 X，其係由 SEQ ID NO: 1 所示之胺基酸序列所構成。 

 

(二) 說明書揭示內容 

說明書揭露一種具 SEQ ID NO:1 所示胺基酸序列之蛋白質 X，其可經

由已知蛋白質合成技術製備。說明書並未明確記載蛋白質 X之用途，但說

明書之實例顯示，蛋白質 X與全血接觸時，可與蛋白質 Y專一性結合，使

蛋白質 Y可因此被分離出來及定量。 

先前技術未曾揭露蛋白質 Y之分離與定量在產業上之實際應用，例如

應用於檢測特定疾病。 

 

(三) 實務見解 

說明書並未記載請求之蛋白質 X的用途，雖請求之蛋白質 X可用於蛋

白質 Y之分離與定量，但蛋白質 Y之分離與定量在產業上之實際應用尚屬

未知，需經進一步之實驗始能得知，因此請求之蛋白質 X不具可在產業上

利用之實際用途，非屬可供產業上利用之發明145。  

 

四、發明標的為 cDNA 且說明書記載不具明確用途 

 

(一) 發明所主張之專利權利範圍 

一種 cDNA，其係由 SEQ ID NO:1 所示核苷酸序列所構成。 

 

(二) 說明書揭示內容 

說明書揭露自人類肝臟細胞cDNA庫篩選而得之4332個鹼基核苷酸序

列，並教示該序列之片段可編碼人類肝臟細胞產生之蛋白質。說明書同時

記載如何以該核苷酸序列為基礎以製作探針、選殖全長基因序列，並用以

                                                 
144 同註 142，1-8-36。 
145 同註 142，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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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備對應之重組蛋白質，進而可用以研究該蛋白質所涉之細胞作用機制及

活性。除此之外，說明書並未教示該蛋白質之其他用途。 

 

(三) 實務見解 

請求之 cDNA 可用於製備對應之重組蛋白質，以研究該蛋白質所涉之

細胞作用機制及活性，並未在說明書中說明，因此尚需進行進一步實驗始

能了解該 cDNA 在產業上之實際用途，因此請求之 cDNA不具產業利用性146。  

 

 

第七節 結論 

 

        依據美國專利商標局於 2001年 1 月 5 日所公佈的實用性審查基準，由

其內容可知，著重在 35 U.S.C.101 及 35 U.S.C.112 第一節的探討，有關實

用性的判斷則須結合 35 U.S.C.101 及 35 U.S.C.112 第一節的要件來綜合判

斷，只要專利申請人於專利申請書的權利事項主張，具有明確(specific)、

具體(substantial)且可信賴的實用性(credible utility)或申請專利的權

利事項主張具有完整建構的實用性(well-established utility)，也就是說

在該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之人可以容易且快速判斷出此發明具有明

確、具體且可信賴的實用性。若申請專利的發明不具上述要件，則專利審查

人員應將此專利申請案駁回。惟專利申請人可以針對專利申請書中的權利範

圍事項所主張實用性提出相關證明，使專利審查人員對於其發明的實用性產

生合理的確信，以便符合實用性要件。 

 

美國專利商標局，2001年 1 月 5 日所公佈的實用性審查基準，改變原

先係專門針對基因相關專利實用性不易判斷的考量下所訂立目的，而使實用

性審查基準可以適用在所有科技的實用性審查。此種見解的改變，可以降低

基因在申請專利的特殊性，同時藉由實用性準則的建立，不僅可以避免不當

專利的授予同時更可以房防止未知實際功能的基因恣意申請專利，造成專利

申請壅塞而影響審定時間，保障符合實用性專利申請人的權益。 

 

我國產業利用性之審查基準，不論在用語或主要參考法制均以歐盟相

關規範為主，除了用語與美國實用性專利審查基準有所不同外，對於生物相

關發明專利的實用性或稱為產業利用性均要求發明須具有實質或實際的實

用性，惟美國實用性審查基準更加入經濟成本效益的考量，針對發明物不具

經濟效益的的共通用途，例外加以排除。使得實用性要件的考量或判斷更為

精準。 

                                                 
146 同註 142，1-8-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