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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說明書揭露要件 
第一節 前言 

美國專利法除為人所熟知的新穎性、顯而易知性及實用性等三大要件外，在

美國專利法第一百一十二條第一節規定：「說明書中對於發明之文字說明須具備

完整、清楚、準確且易於瞭解的文字，來表達發明的內容，並能使該技術領域具

有通常知識之人可以製造及使用本發明，而且說明書中須記載發明人所認定本發

明之最佳實施例。」，明文規定說明書揭露要件（disclosure requirement）作

為專利法第四個要件，此要件中包括了書面說明要件（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可據以實施要件（enablement requirement）及最佳實施例要

件（best mode requirement）等三個次要件所構成。 

在發明人欲取得專利的申請過程中，須以書面向美國專利商標局提出申請，

此書面的內容必須揭示包括發明的背景介紹、說明發明詳細的內容、實施例及權

利請求範圍（claim）等內容，發明人所提之書面稱之為專利說明書

（specification） 

第二節 美國專利法對書面說明要件之規定 

第一款 書面說明要件 

此書面說明要件為美國專利法中有關發明（utility invention）專利申請

案是否可以取得專利之重要規定。事實上，專利說明書在實務審查最重要的部份

在於權利請求範圍的內容，此內容範圍若界定太廣範，無法由說明書所揭露的書

面內容所可以含蓋，則此專利可能會有無效的疑慮。因此若說明書內的說明或技

術特徵並無法顯示出可達成權利主張所描述的範圍，此專利可能有無效之虞，特

別是發明人為了迴避被競爭對手所搜尋，刻意隱藏權利主張範圍的部分技術特

徵，會使得這個權利主張範圍被認定無效。 

美國聯邦巡迴上訴法院在一九九三年 Fiers v. Revel 案147件中，主張對於

DNA 的權利請求，如何充份的描述 DNA 本身比僅僅指出此 DNA 是發明的一部份或

是陳述 DNA 可能的純化方法，要來得重要。所謂充份描述 DNA 本身必須精準的被

定義出來，包括結構、成份、化學名稱或物理性質等。若僅僅說明發明的概念或

間接的方法，並無法取得該發明物之專利。 

針對 DNA 分子本身的專利法院在 Fiers v. Revel 案指出，要滿足 DNA 分子

書面說明要件，揭示 DNA 分子的核苷酸序列是可以充分滿足美國專利法第一百一

十二條書面說明要件的要求。 

                                                 
147 Fiers v. Revel, 984 F.2d 1164, 25 U.S.P.Q.2d (BNA) 1601(Fed. Cir.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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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美國聯邦巡迴上訴法院在一九九三年 Amgen Inc. v. Chugai 

Pharmaceutical Co. 案148中認為 Amgen 在 U.S.4,703,008 號專利主張所有可生

成 EPO 或 EPO類似物之 DNA 序列均為本專利的權利範圍，惟基於簡併作用只要改

變一種氨基酸，可能產生 3600 種之 EPO類似物，而 Amgen 只公開一部份的類似

物且無法確認是否具有 EPO 特性，法院認為本專利欠缺充份的書面說明。 

一九九七年在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Eli Lilly and Co.案件149，

美國聯邦上訴巡迴法院肯認地方法院對本案專利認定為無效，理由在於本專利申

請案在於專利權利主張範圍中，提及本專利的權利範圍包括哺乳類、脊椎動物及

人類的 cDNA，但專利說明書中，對於此 cDNA 卻無任何書面說明，法院因此認定

與此 cDNA 之權利主張範圍為無效。聯邦上訴巡迴法院特別指出，有關 DNA 物之

專利權利主張，必須要精準的界定出來，包括結構、組成、化學名稱及物理性質

等。法院同時指出，說明 cDNA 的製備方法或說明 cDNA 所構成之蛋白質序列，

並無法滿足專利法上此 cDNA 主張具有物之專利之書面說明要件。 

管見以為 cDNA 物之專利，須直接載明 cDNA 的序列表，若以方法界定物的方

法或間接推論所得之物，均不能充份符合書面說明要件。主要是專利申請標的是

物，就應該以清楚、精確及完整的文字直接加以說明，若採取間接的方式來界定

發明物，如採新穎的方法來界定物，在生物相關發明領域中，認定上並不合於書

面說明要件。 

第二款 書面說明要件的審查基準（guidelines on written description of 

requirement） 

美國專利商標局於一九九八年曾針對生物科技相關發明提出「書面說明要

件」的初步審查基準（interim guidelines），惟當時引發生物相關領域人士及

法界的一些反對聲浪，反對的聲音主要是對於美國專利商標局將生物科技獨立於

其他科技而另立一套基準規範的作法不以為然。美國專利商標局於是將該份初步

審查基準進行修改，意欲適用所有科技類別發明專利申請案之審查，於一九九九

年底提出修正版初步審查基準（revised interim guidelines），將審查基準部

份內容及文字再進行修正，在二零零一年一月五日提出最終版本的「書面說明要

件」之審查基準150。 

二零零一年一月五日所公告之「書面說明要件審查基準」，明確接櫫美國目

前專利實務上如何認定專利發明是否符合書面說明要件的原則，其內容包括三個

                                                 
148 Amgen , Inc. v. Chugai Pharmaceutical Co. 927 F. 2d 1200 ,18 USPQ 2d 1016（Fed. Cir. 1991） 
149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Eli Lilly and Co.,. 119 F.3d 1559, 43 USPQ2d 1398 (Fed. 

Cir. 1997)  
150 Federal Register/Vol. 66, No. 4 / Friday, January 5, 2001 / Notices ，第 1099頁。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com/sol/notices/writdes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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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的規範，即「判斷書面說明要件的一般原則」(general principles governing 

compliance with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for 

applications)、「決定書面說明要件適當的方法」(methodology for determining 

adequacy of written description)及「依法定要件進行完整全面的審查」

(complete patentability determination under all statutory requirements 

and clearly communicate findings, conclusions and their bases)。該審查

基準之中心主旨，即在闡明「書面揭示要件」著重在審查發明人在申請專利當時

是否已經「擁有」（possess）其專利申請案中所呈現之發明概念及審查委員所

需盡的義務151。 

書面說明審查基準指出，描述發明實際具體實施之方式，發明人需以文字、

結構、圖形、圖表或分子式等揭露模式才能滿足書面說明要件之規定，微生物寄

存(deposit)僅為補充說明，無法藉由寄存來代替書面說明，因此發明人可以在

專利說明書中指明已製造出具體成品或已完成所發明之方法程序，其符合申請專

利權利範圍所有之限制並且可確定該發明確能達到其預想目的。而生物物質之具

體實際實施，則可以透過明確描述出對該物質做出符合相關規定的寄存動作，來

說明可以達到書面說明要件之要求。 

雖然書面說明審查基準在法體系的位階上不具備法律效力，只是設計來輔助

專利審查委員在分析專利發明時補充實體法之要求，其中提示之方式亦屬建議性

質而不具強制性，但其至少為書面說明要件之內涵闡述許多明確判斷原則152。  

1.審查時必須先假設在一專利申請案提出申請時，該專利申請案對於請求專利的

發明已有適當的書面揭示153。  

2. 擁有發明概念可以用不同的方式顯現，包括有關確實實施發明概念的敘述，

指出完成請求專利準備的敘述，以及描述發明的可鑑識特徵154。  

3.修正明顯的誤寫事項並不會違反「禁止導入新事項」，必須為熟習該項技術者

不僅知道該誤記事項的存在，同時也瞭解該如何正確修正該誤記事項之情況
155。  

                                                 
151 同註 150，第 1100頁。 
152 台一專利商標事務所，美國專利商標局提出「書面揭示要件」審查基準。

http://www.taie.com.tw/1191.htm (2005.07.20) 
153 There is a strong presumption that an adequate written description of the claimed invention is 

present when the application is filed." 
154 Possessions may be shown in a variety of ways including description of an actual reduction to 

practice, or ... ready for patenting, or by describing distinguishing identifying characteristics..." 
155 "An amendment to correct an obvious error does not constitute new matter where one skilled in the 

art would not only recognize the existence of the error in the specification, but also recognize the 
appropriate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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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專利說明書中缺少對於慣用專有名詞的定義或對於習知程序的細節，不應被

視為缺乏適當書面揭示之核駁理由156。  

5.對於專利說明書的審查係基於專利案申請當時該計術領域中具有通常技術之

人的觀點，且應包括對於發明領域以及相關先前技術與知識所作的綜合判定157。  

6.以「製法限定產物」方式的申請專利範圍，僅揭示發明的製造方法及功能，並

不足以支持以「物」為標的之申請專利範圍158。  

7.單一下位發明概念充份支持其上位發明概念的情況可能存在159。  

8.專利申請案以缺乏適當書面要件被駁回，專利申請人僅以技術上無法預測的概

略理由，無法克服審查委員所作的核駁處分160。  

 

第三款 法院最新實務見解 

Enzo Biochem Inc. v. Gen-Probe Inc., 案161 

一、案例事實 

Neisseria 淋病由淋病奈瑟氏菌(neisseria gonorrhoeae)所引起的，傳統

的檢測方法須藉由數天的細菌培養來進行判讀，可能會因培養條件，檢體保存條

件不同而有所誤差，隨著生物技術的進步，利用核酸雜交檢驗法（DNA 

hybridization assays），可以得到快速又精準的結果。 

Enzo 擁有一項核酸探針的專利，利用此技術可以與會引發淋病的淋病奈瑟

氏菌之基因物質產生選擇性雜交(selective hybridization)，但由於淋病奈瑟

氏菌與腦膜炎球菌(neisseria meningitidis)有 80%到 93%的相似性，所以要辨

識淋病奈瑟氏菌便變得困難，任何可以辨識淋病奈瑟氏菌之探針可能同時也會對

腦膜炎球菌發生作用。Enzo 取得三個探針，其對於淋病奈瑟氏菌有較高(均超過

15 倍)的雜交率，而發明人相信只要該探針對於淋病奈瑟氏菌之雜交率高出腦膜

                                                 
156 "The absence of definitions or details for well-established terms or procedures should not be the 

basis of a rejection under 35 U.S.C. 112, ?1, for lack of adequate written description." 
157 "Such a review is conduct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one of skill in the art at the time the application 

was filed and should include a determination of the field of the invention and the level of skill and 
knowledge in the art." 

158 Disclosure of only a method of making the invention and the function may not be sufficient to 
support a product claim other than a product-by-process claim." 

159 There may be situations where one species adequately supports a genus. 
160 A general allegation of unpredictability in the art is not a sufficient reason to support a rejection for 

lack of adequate written description." 
161 Enzo Biochem, Inc. v. Gen-Probe Inc., 285 F.3d. 1013, 62 USPQ2d (BNA) 1289 (Fed. Ci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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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球菌 5倍以上，則該核酸序列將只會與淋病奈瑟氏菌之菌株雜交，所以 Enzo

便據此申請專利。之後，Enzo 控告 Gen-Probe 等公司侵權，而該訴訟在地方法

院時，地方法院認定該專利不符書面說明要件之要求，屬於法律問題，無須進行

事實認定，採用及簡易判決（summary judgment）的方式認定 Ezno 的專利無效，

但 Enzo不服地方法院之判決上訴美國聯邦巡迴法院，不過美國聯邦巡迴法院法

院仍維持地方法院的見解。  

二、法院見解 

法院指出，系爭核酸探針只描述出其對於淋病奈瑟氏菌之雜交率，相較於腦

膜炎球菌高出 5倍，但是這此描述了該探針的功能，卻沒有描述到探針本身，而

對於基因物質只描述出它能作什麼，不論該特性被稱為是「化學上的」或者是「功

能上的」，都不足以符合書面說明要件之要求。  

法院也直指 USPTO 的書面說明基準並不能拘束法院所做之判決，而且該基準

中亦主張在功能與結構間具有已知或被揭露之關聯性時，可以透過揭露功能特性

來符合書面說明要件，但是 Enzo 卻沒有說明系爭功能是否與明確結構具關聯

性，也未說明任何其他可區別之特性，所以並不能符合要件。  

最重要的是，法院駁回 Enzo 所提擁有系爭核酸探針就符合書面說明要件之

主張。雖然過去的判決曾指出，書面』要件的目的是比單純解釋如何『製造與使

用』來得更廣泛，專利申請人亦必須合理闡明讓該領域技術者知曉，他或她在申

請時已擁有該發明162」，但是法院卻表示，這個判決只是指出書面說明要件的其

中一個目的，也就是確保申請人在申請時已擁有該發明，但是它並未主張擁有本

身就足以符合書面說明要件之要求。而法院亦表示，Enzo「擁有」該發明並無助

於其在專利說明書中對於該發明之描述，Enzo 只擁有三個符合專利申請範圍的

核酸序列，這並不足以提供關於這些序列足夠可區辨性的資訊來滿足書面說明要

件之要求，並且「Enzo 對這些核酸序列只提供模糊的細節：它們如何獲得(但不

能被有意義地辨別)以及它們大概的長度，這樣貧乏的資訊並不足以讓該領域技

術者可以預見或者知曉系爭發明的態樣」。  

法院更進一步駁斥 Enzo 有關將微生物寄存就可以符合書面說明要件之主

張。法院指出，在過去的判決中已有陳述「寄存微生物編號與寄存日期對於該發

明之書面說明並無助益，它們並沒有擴大或限縮該發明的揭露。，所以 Enzo 對

於系爭發明之寄存，就其事實而言並未描述該發明。此外，法院也表示，一個適

切的書面描述對於正確的專利申請審查是必要的，寄存並不能取代對於專利發明

的書面描述。  

                                                 
162 Vas-Cath Inc. v. Mahurkar, 935 F.2d 1555, 1563-64, 19 USPQ2d 1111, 1117 (Fed. Cir.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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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法院亦對 Enzo 認為在書面審查基準下具體實際實施發明就能符合要

件之主張提出反論。法院指出，書面審查基準已言明，「著重在具體實際實施的

情況是適用於發明人對於化合物是什麼無法提供適當描述的情況，而且功能性的

定義並不足以說明一個化合物，因為它只指出了該化合物能作什麼，而非它是什

麼163，而法院認為本案發明人並非無法提供對於核酸序列之描述。並且，法院亦

強調「雖然具體實際實施，假設其已存在，是可以證明擁有該發明之具體成品，

但是它並不必然描述該發明自身，Enzo 只是揭露它獲得了這些序列，但是它並

沒有確實辨認出它們，所以法院認為，Enzo 對於具體實施的描述，並未能對系

爭發明做出任何有意義而具區別性的特性描述，所以並不符合書面說明要件之要

求。  

三、Ezno 案的反轉164 

本案美國聯邦上訴巡迴法院判決後，Ezno不服此判決，請求再開辯論

（rehearing），請求以全院審理方式進行，但美國聯邦上訴巡迴法院僅同意改

由另外三名法官進行審理，最後美國聯邦上訴巡迴法院在二零零二年七月十五日

駁回原判決。 

再審法院認為雖然在一九九三年的 Fiers v. Revel 案及一九九七年的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Eli Lilly 案中，針對基因標

的未在說明書中進行說明，因此被認定專利申請人不具有該發明所稱之 cDNA 基

因本體 。但並非所有對基因的功能性描述都無法滿足專利法上書面說明要件的

要求，雖然美國專利商標局所制定的指引或審查基準對法院均不具有拘束力，但

法院對其合法性卻可加以審查。 

現行美國專利商標局對書面書說明要件的指引中提及，可藉由足夠詳盡的書

面揭示、可鑑別之特徵來說明發明是已經完成的。因此，結合 Ezno 專利說明書

的內容及菌株的寄存可以合宜的描述該雜交序列，使公眾可以得到其內涵，因而

符合書面說明要件。 

再審法院從寄存制度的本質來切入此案，認為寄存生物材料的制度主要是為了補

充某些生物性特徵難以用文字充份描述，為了滿足美國專利法第一百一十二條的

要求所設立的，因此對於專利請求的範圍，參照說明書的內容及寄存的生物物

質，在解釋上應該可以滿足書面說明要件。 

所以，再審法院認為，本案非單純的法律問題，還涉及有關事實認定的問題，地

方法院僅依法律問題下簡易判決並不適當，因而駁回原判決。 

                                                 
163 同註 150，第 1099至 1101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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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華科技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二零零三年六月初版，第 255至 2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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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見以為，生物相關發明常涉及生物特徵，若單純藉由文字的描述對於發明

的本質難免很難完全符合發明人所欲主張的權利內容，生物物質寄存制度，不失

為具體化專利內容的補充性制度，但生物相關發明的態樣多樣化，何種書面說明

搭配寄存可以滿足書面說明要件，依目前的看法尚未有一致的結論，依據本案再

審法院的觀點，似乎認為結合說明書內容與寄存物質來綜合判斷是否符合書面說

明要件，涉及事實認定問題，非單純法律爭議，原審未調查事實僅認定純屬法律

爭議並不適當，因此駁回原審簡易判決，上訴巡迴法院認為專利申請案是否符合

書面說明要件須就個案論定之。因此，未來涉及書面說明內容搭配寄存生物物質

是否符合書面說明要件，宜採個案認定。 

 

第三節 可據以實施要件（enablement requirement） 

有關對於可據以實施的判斷標準，透過訴願暨爭議委員會與聯邦巡迴上訴法

院從以下的案例的見解中，來歸納可據以實施要件判斷標準。 

在 In re Goodman 案165中的發明係主張利用植物細胞生產哺乳類動物之多肽

蛋白，由於本案係延續利用雙子葉植物生產干擾素的專利，本案係希望括大保護

範圍至單子葉植物，但美國聯邦巡迴法院，認為本案不符合可實施要件，主要理

由在一九九五年時，基因移轉技術可以被應用在雙子葉植物，在申請當時該技術

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所可以預期，但此項技術可否應用在單子葉植物，在申請

當時尚未被證實，須要再進行實驗來驗證，因此法院認定本案不具有可據以實施

要件。 

就本案法院的觀點並非是對於生技專利不應授與較大的專利範圍，而是針對

專利範圍的擴張領域必須具有適當的揭露，若所主張的專利範圍過廣且所主張的

領域尚未為該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所熟知，當然不符合可據以實施要件。 

在 In Ex parte Forman 案166中發明係主張一種由基因工程產生的融合菌

（hybrid bacteria）可以對抗 typhoid 細菌抗原及非 typhoid enteric 疾病之

口服疫苗。說明書中僅說明如何將非 typhoid enteric 疾病的抗原導入 S.typhi

之變異株（mutant strain of S.typhi），而此融合菌被寄存在 ATCC 中。專利

訴願暨爭議委員會認為，本發明有兩項不可據以實施之點，首先發明人並未將

S.typhi 之變異株寄存，僅寄存帶有抗原之融合菌，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

人，無法取得 S.typhi 之變異株，並無法據以實施本發明。其次本發明將外源抗

原導入 S.typhi 之變異株的技術，在一九八零年當時在該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

知識之人所能預期並確知的結果。 

                                                 
165 In re Goodman , 11 F.3d. 1046, 29 U.S.P.Q.2d (BNA) 2010 (Fed. Cir. 1993） 
166 Ex parte Forman, 230 USPQ. 456, 457 (Bd. Pat. App. & Int. 1986), 



 90

因此，專利訴願暨爭議委員會指出，要決定請求專利權利範圍是否要過度實

驗才可得知，要從說明書的相關內容來判斷，例如如何篩選變異株的操作手冊、

既存的實例、發明的特性、前案的說明、前案相關技術領域、技術發展的可預測

性及不可預測性及請求專利範圍的廣度，均為判斷請求專利範圍是否要過度實驗

的考量。 

在 In re Vaeck 案167案中美國聯邦上訴巡迴法院指出，本案申請專利之發明

所請求專利權利範圍，係一種能在 cyanobacteria 細胞中表現的嵌合基因

（chimeric gene），發明人在說明書中所顯示僅可利用一些 cyanobacteria來

表現，而且 cyanobacteria 在文獻中甚少作為研究的標的，對超過 150 種的

cyanobacteria 微生物所知甚少，在該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之人，無法從

說明書中支持發明人所請求專利權利範圍。 

本案法院所持的見解與 In re Goodman 案的見解相同，認為對於所知甚少的

物種在擴張專利權利範圍時，須課予專利申請人更高的書面說明義務，在專利說

明書的實施例中必須清楚揭示實施例的內容，藉以支持專利申請人所主張的權利

範圍，使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可瞭解並據以實施，使滿足本要件之要求。 

在 Amgen v. Chugai（genetics institutes）案168的爭訟中，Amgen 與 Chugai 

雙方都有人類的紅血球生成素（EPO）的專利，Amgen 的專利權利範圍係利用重

組 DNA 轉形入細胞中，來大量生產 EPO，而 Chugai 係從人類的尿液中純化出 EPO。 

在地方法院審理的結果，法院認為雙方均互相侵害對造的專利權。而聯邦上

訴巡迴法院從可據以實施要件角度切入本案審查，認為由 Chugai 專利所主張的

方法，可以獲得的 EPO 活性單位，只有專利權利範圍所主張的 65％，沒有任何

可信賴的證據顯示藉由 Chugai 專利所主張的方法可以純化出其於專利權利範圍

所主張的 EPO 活性，因此認定 Chugai 的專利方法純化 EPO 的專利不具有可實施

性，判定此專利無效；然而 Amgen 並非毫髮無傷的脫離本訴訟，法院認為，Amgen

在 U.S.4,703,008號專利主張所有可生成EPO或 EPO類似物之DNA序列均為本專

利的權利範圍，惟基於簡併作用只要改變一種氨基酸，可能產生 3600 種之 EPO

類似物，而 Amgen 只公開一部份的類似物且無法確認是否具有 EPO 特性，法院認

為本專利欠缺充份的書面說明。 

聯邦上訴巡迴法院指出，DNA 序列可否據以實施，係在於其所揭露的 DNA 內

容是否充分及完全，可以讓在該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之人可以據以實施及

DNA 序列揭露的完整性，來斟酌申請人可否取得其所主張的專利範圍。 

                                                 
167 In re Vaeck, 947 F.2d 488, 495, 20 USPQ2d 1438, 1444 (Fed. Cir. 1991) 
168 Amgen , Inc. v. Chugai Pharmaceutical Co. 927 F. 2d 1200 ,18 USPQ 2d 1016（Fed. Cir.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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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零零三年 Plant Genetic System, N.V. v. Dekalb Genetics 

Corporation 案件中169，最主要的爭點在於專利範圍可否用實施例進行限縮，在

本案中專利的權利範圍為開花植物，包括單子葉植物與雙子葉植物，但說明書中

所有載明的實施例，均為雙子葉植物，法院認為可透過可實施性要件來限縮專利

權利範圍。 

    在生物技術領域中，發明人通常只完成特定的下位概念，卻希望能取得範圍

較大的上位概念，以往先趨發明常可獲得較大範圍的權利，例如哈佛鼠的專利，

可以擴張到哺乳類動物，但每一生物物種的上位概念可能包括數以千計的物種，

範圍相當廣闊，通常只要有上位概念被專利，基本上其他人很難再切入該領域，

但發明人可能僅完成部份實施例，確取得遠大於其貢獻的專利範圍，顯然並不合

理，透過本案可以看出未來專利範圍的解釋，有朝向以實施例限縮專利範圍的趨

勢。 

第四節 最佳實施例 

最佳實施例的揭露，係書面說明要件中發明人是否有充份揭露其發明的重要

考量，本要件的立法考量是避免發明人在取得專利的同時，又隱藏了最佳實施狀

態或條件，使得專利制度授予專利的立法目的無法達成。 

本要件的判斷標準並非絕對的，在 Chemcast Corp v. Arco Indus.Corp. 案
170中，法院採取綜合主、客觀的判斷方式： 

主觀的判斷方式：在發明人提出專利申請時，必須就其所知本發明中最佳的實施

例在專利說明書中載明，這個標準是可以在主觀上判斷，專利

申請人是否已經盡到充份揭露的義務。 

客觀的判斷方式：在發明人所提出的說明書內容符合主觀要件，接下來就要客觀

的來審查發明人所知的最佳實施例與其所揭露的內容是否一

致，主要的判斷標準係以發明人於說明書揭露的內容，由具有

此領域通常技術之人依具說明書的內容可否據以實施，來判斷

發明人是否有充分的揭露技術內容，及判斷發明人是否可以取

得專利權利範圍的依據。 

管見以為，最佳實施例的要求主要目的係為避免發明人在獲取專利之同

時，卻對社會大眾隱藏其發明之最佳實施狀態，只要在說明書中以書面陳述至少

一個完整的操作實例即可，是否將其視為獨立的要件，則有討論的空間。 

                                                 
169 Plant Genetic System, N.V.v.Dekalb Genetics Corporation 315 F .3d 1335 (Fed.Cir.2003) 
170 Chemcast Corp. v. Arco Indus. Corp., 913 F.2d 923, 16 USPQ2d 1033 (Fed. Ci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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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我國專利法對於專利說明書的規定 

第一項 前言 

我國於民國九十二年一月三日進行專利法修正，對於專利說明書應記載之事

項規定於新修正專利法第二十六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對於專利說明書的內

容必須包括以下七項內容 

1. 載明發明名稱。 
2. 載明發明說明。 

3. 載明技術發明摘要。 
4. 載明技術申請專利範圍。 

5. 明確且充分揭露。。 

6. 使該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技術之人能瞭解發明內容。 

7. 使該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技術之人能依說明書內容據以實施。 

我國為配合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須要符合 TRIPs 相關規定，而 TRIPs

第二十九條規定：「會員應規定專利申請人須以清晰及完整的之方式，揭露其發

明，使該發明所屬領域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日本特許法於一九九

四年修正其特許法第三十六條第四項，將其有關「發明之目的、構想、效果」之

記載實施可能要件刪除。 

我國為順應國際上對於說明書撰寫之方式之趨勢，避免修正前專利法第二十

二條對於說明書應載明的事項如先前技術、發明之目的、技術內容、特點及功效

等過於僵化，欠缺彈性，我國於二零零三年一月三日進行專利法修正，將修正前

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應載明有關之先前技術、發明之目的、技術內容、特

點及功效」等文字刪除，並增列「發明說明應明確且充份揭露，使該發明所屬技

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置於新專利法第

二十六條第二項171。 

第二項 生物相關發明專利審查基準的規範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在二零零二年十二月公布生物相關發明專利審查基準，作

為審查生物相關發明的審查依據，由於我國在探討專利要件時，通常會討論發明

的新穎性、進步性及產業利用性等三大專利要件，有關書面說明要件通常不會單

獨提出討論，就我國的專利審查實務及法院實務亦然。 

惟在於二零零二年新公布的生物發明相關審查基準中，說明書的書面說明審查係

編排在第四章說明書中，有關說明書發明說明之審查，而專利要件的審查規定在

                                                 
171 民國九十二年一月三日專利法修正理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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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列舉產業利用性、新穎性及進步性等三大要件，在實務審查基準的章節

及內容的編排上，似乎不認定書面說明要件，係為專利要件的一環172。 

 

第三項 生物相關發明專利審查基準對於書面說明之規定 

有關生物相關發明之發明揭露應審查之相關事項，與發明專利審查基準的

一般性規定相同，另就生物相關發明必須審查之「充分揭露而可據以實施」、「微

生物之記載」要求再做補充性規範。 

 

第一款 充分揭露可據以實施173 

 

一、 發明說明之揭露必須明確且充分，足使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者瞭解

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其請求之發明。發明說明之揭露在申請日時，如果

能使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者運用一般知識不需過度實驗，就能實施

請求之發明，可認為該揭露充分而可據以實施其請求之發明。 

 

二、 評估發明是否需「過度實驗」應考慮下列因素 

 

(一) 申請專利範圍之廣度。 

(二) 請求發明之本質。 
(三) 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者之一般知識水準。 

(四) 所屬技術領域之可預測程度。 

(五) 發明說明所提供指示的數量，包括相關文獻及資料。 

(六) 基於發明說明揭露的內容而實施請求之發明，所需實驗的數量。 

 

有關生物技術領域之發明，由於文字記載有時難以載明生命體的具

體特徵，或即使有記載亦無法獲得生物材料本身，致該發明所屬技術領

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無法據以實施。因此，申請人最遲應於申請日將該

生物材料寄存於專利專責機關指定之國內寄存機構，並於申請書上載明

寄存機構、寄存日期及寄存號碼。但該生物材料為該發明所屬技術領域

中具有通常知識者易於獲得時，不須寄存（專 30.I）。若未依規定寄存，

或未於申請之次日起三個月內檢送寄存證明文件者，視為未寄存（專

30.II），有違充分揭露而可據以實施之要件174。 
 

基於上述各因素考量所有證據，依據發明說明所揭露之內容，該技

                                                 
17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2 年版「生物技術相關發明審查基準」，1-8-6 
173 同註 172，1-8-6至 1-8-7 
174 經濟部智慧財產財權，2004 年版「第二篇發明專利實體審查」；第一章 說明書及圖式，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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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者，若無過度實驗即無法製造或使用請求之發明，

則判定該請求之發明不符合充分揭露而可據以實施之要件。 

 

例如由自然界篩選特定微生物之方法，多因外在環境及客觀條件之

變異而無法重複實施者，又如利用物理、化學方法進行人工誘變而生產

新穎微生物的方法，由於微生物在誘變條件下所產生之突變為隨機的，

因此很難經由重複之誘變條件而得到完全相同的結果，惟如果申請人能

夠提出充分的證據證明請求之方法確實可以重複實施，則該方法符合充

分揭露而可據以實施之要件。 

 

另外，受體(receptor)之發明，其發明說明僅揭露該受體之胺基酸

序列經相似性比對屬於 R-受體族群之一員，而未揭露其明確之功能，由

於該族群之受體涉及廣泛之生理調控作用，且不同受體分別涉及不同之

生理調控作用，未揭露其明確功能，則熟習該項技術者需過度實驗始足

以瞭解其明確功能並使用之，因此不符合充分揭露而可據以實施之要

件。 

若涉及微生物本體專利或利用微生物專利，無法藉由文字本身達到

充分揭露而可據以實施可以寄存微生物補充發明說明揭露之不足，若應

寄存而未寄存，在我國視為程序不備，可依此駁回專利申請。 

 

管見以為，由審查基準的內容觀之，就說明書內容是否符合充分揭露

可據以實施之標準，可依以下幾點作為判斷依據： 

 

一、判斷時點：以專利申請日當時的技術作為判斷的考量，所謂發明案之申

請日以申請書、說明書、必要圖示、宣誓書、申請權證明

書及規費提出於專利專責機關之日。在實務上委任書、國

籍、法人證明或優先權文件可以補送。但有主張優先權者，

以優先權文件申請日為專利申請日。 

有關微生物之發明專利，例如利用微生物生產酵素的

方法，在提出專利申請時，以該微生物之寄存為取得申請

日的要件，亦即專利申請人在提出申請時若已寄存該微生

物並取得寄存證明，則本專利申請案的申請日，以申請人

向專利權責機關提出申請之日為本專利案之申請日；若專

利申請人在提出申請時若尚未寄存該微生物，則本專利申

請案的申請日，以申請人寄存該微生物並取得寄存證明之

日為本專利案之申請日。除非該微生物為熟習該項技術者

易於獲得者，則不在此限175。 

 

二、使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者可以明瞭： 

所謂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與進步性的判斷相同，均須要

                                                 
175 同註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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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一位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來判斷說明書的內容，可否為

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者可以充分的明瞭發明的內容，而這位該技術

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的知識水準或技術熟習程度為何，並無客觀的判

斷標準，到底係以學歷學士、碩士或博士，或是相關技術領域的經歷一

年、三年或五年，似乎並無客觀的標準，實務上這位虛擬該技術領域具

有通常知識之人，通常是審查委員本身，但其是否熟習每項生物相關領

域的技術，則尚有商確的空間。 

 

新修訂專利法第二十六條第二項規定：「發明說明應明確且充份揭

露，使該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

以實施。」，將舊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熟習該項技術者」，修訂為

新專利法「具有通常知識者」，在新修訂專利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六

條的修正理由中並未說明為何將「熟習此項技術者」，修改成「具有通

常知識者」。 

 

惟在新修訂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對於進步性專利要件的修

訂，所持的理由係英文「 a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原先法條

用語「熟習該項技術者」，其真意為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之人

之能力，此次修正係為釐清概念。 

 

所謂的熟習該項技術者「可以明瞭」，係指說明書中文字的描述，

要用合理的表達，讓熟習該項技術者瞭解發明的內容，發明的主張，才

算是符合熟習該項技術者「可以明瞭」之要求。 

 

三、使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者可以據以實施： 

就說明書的書面描述內容，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者，運用其所

具備該領域的一般知識，可以合理的推知，本項發明確實可行。 

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者，不須「過度實驗」，就能實施本發明，

所謂的過度實驗，係指熟習該項技術者，依據專利說明書的文字內容，

依其所具備此領域的一般知識水準，可以合理的評價本案發明所主張的

權利範圍，是否可以被實施，而不須要另外再進行實驗才可推知。 

 

第二款 生物相關發明書面說明要件審查基準例示
176 

 

一、遺傳工程發明：如分離或重組之 DNA 或基因、載體、及重組載體與轉

形株相關發明 

 

基因取得來源、獲得所使用之載體的方法、使用之試劑、反應條件、

回收、分離及純化之步驟、鑑定方法、宿主、篩選轉形株之方法、導入之

                                                 
17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2 年版「生物相關發明審查基準」，1-8-7至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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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或重組載體基因或重組載體導入宿主之方法等，而使該技術領域具有

通常知識者不需過度實驗即能實施請求之發明。 

 

管見以為，遺傳工程相關之發明在於書面說明要件的載明絕大部分此

類的發明並無困難，因為遺傳工程相關技術經過進二十年的發展，已有許

多標準技術，只需控制不同反應條件及基因切點，可以充分符合書面說明

要件。 

 

二、融合細胞相關發明 

 

親代細胞之預處理方法、融合條件、篩選融合細胞之方法、鑑定方法

等，而使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者不需過度實驗即能實施請求之發明。 

 

    管見以為，目前融合細標胞已建立許多標準方法，除非發明本身須具

備特殊的技術特徵，本技術已接近標準化。 

 

三、重組蛋白質相關發明 

 

如何獲得編碼該重組蛋白質之基因的方法、所使用之表現載體、獲得

宿主之方法、將基因導入宿主之方法、自業已導入基因之轉形株回收及純

化該重組蛋白質之步驟、鑑定所製得之重組蛋白質的方法等，而使該技術

領域具有通常知識者不需過度實驗即能實施請求之發明。 

 

    管見以為，本技術需載明為宿主的篩選、蛋白質產率高低及生產條件

的充分揭露。 

 

五、微生物相關發明 

 

(一)、單株抗體 

如何獲得或生產抗原之方法、免疫接種方法、篩選抗體生產細胞的

方法、鑑定單株抗體之方法等，而使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者不需過

度實驗即能實施請求之發明。 

 

發明所涉及之產物為新穎之單株抗體時，可依發明之特徵適當記載下

列部份性質作為該產物與習知者得以鑑定區分用之辨識特徵，例如抗原、

抗體重鏈/輕鏈及/其亞型（subclass）、抗原-抗體親和常數、交叉反應、

等電點、分子量、抗原專一性分析（如，EIA,RIA,Western blot, 

Immunoprecipitation 等）、融合細胞寄存號碼等性質。 

 

(二)、低分子量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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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所涉及之產物為新穎之低分子量物質時，可依發明之特徵適當

記載下列部份特性作為該產物與習知者得以鑑定區分用之辨識特徵，例

如元素分析值、分子量、熔點、比旋光度、紫外線吸收光譜、紅外線吸

收光譜、核磁共振光譜、質譜、對溶劑之溶解度、呈色反應、酸鹼性質、

物質之色澤等物理及/或化學特性。 

 

(三)、酵素 

發明所涉及之產物為新穎之酵素時，可依發明之特徵適當記載下列

部份性質作為該產物與習知者得以鑑定區分用之辨識特徵，例如功能、

基質專一性及其反應產物、質譜光譜、電泳圖譜、CD(circular 

dichroism)圖譜、核磁共振光譜、最適 pH 值或安定 pH 值之範圍、力價、

最適溫度範圍、失活條件、抑制因子/活化因子/安定化因子、分子量、

等電點、胺基酸序列、活性部位等性質。 

 

第六節 我國法院實務見解 

最高行政法院八九判五八一號判決 

本案事實 

申請人美國杜蘭醫藥學院，於一九九二年八月二十一日，以「具有生長荷爾

蒙釋放活性之多肽類似物」揭示化學式為 A1-A2-C1-C2-C3-C5 之新穎性胜肽，

動物服用後能促進生長荷爾蒙之釋放，可供治療之用等情事，向專利商標局申請

發明專利。案經專利商標局編為第八一一○六六一一號審查，不予專利。申請人

修正申請專利範圍，申經再審查結果，仍不予專利。原告不服，提起訴願、再訴

願，遞遭決定駁回，遂提起行政訴訟。 

 

專利商標局以本案申請專利範圍所請範圍過於廣泛，其中A5係 A3－A4－A5' 

之例完全無實例可合理支持 A3、A4 各種組合所形成之亦具有所稱之功效，及　

申請專利範圍所請各種用途之各種醫藥組合物，於說明書中並無明確藥理數據可

合理支持或證明所請之廣泛用途確實可行。故依專利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前段、第

二十二條第三、四項核駁本案。 

 

本章僅就現行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項之說明書，除應載明申請專

利範圍外，並應載明有關之先前技術、發明之目的、技術內容、特點及功效，使

熟習該項技術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的實務見解進行說明。 

 

原告指出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第一項之說明書，除應載明申

請專利範圍外，並應載明有關之先前技術、發明之目的、技術內容、特點及功效，



 98

使熟習該項技術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及「前項申請專利範圍，應具體

指明申請專利之標的、技術內容及特點」則係關專利申請案「申請要件」之規定。

「專利要件」與「申請要件」係屬完全不同之規定，其間並無存在任何因果關係。

任一發明專利申請案因不符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三、四項之「申請要件」規定，

應無法作成此申請案因此不具產業可利用性、不符專利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前段之

「專利要件」規定之結論。 

 

被告八十三年十月公開發行並為其所屬審查委員所應共同遵守奉行之「專利

審查基準」，第１－３－２及１－３－３頁針對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有關「發

明之技術內容、特點」之規定，「就化學物質之發明而言，化學物質本身即為「發

明之技術內容、特點」，而此等成為發明之『技術內容、特點』之化學物質，原

則上須以化學物質或化學構造式予以特定。另外，發明之說明書內，至少須記載

一個化學物質之製造方法、鑑識資料及用途，以至能使熟習該項技術者可據以實

施之程度。」此等記載雖為發明之「技術內容、特點」，但亦成為供確認發明功

效之記載。由上述「審查基準」之規定可知，就化學物質例如醫藥化合物之發明

而言，其說明書須就其申請專利範圍所請發明化合物中至少一個化合物提出製造

方法、鑑識資料及用途之說明，然並無須就其請求專利之所有不同態樣發明化合

物提供製造方法、鑑識資料及用途之說明。專利申請人對新穎醫藥化合物提出專

利申請時，其對所請發明化合物揭露程度所需達到之要求，完全不同於對發明化

合物提出論文發表所需達到之要求。 

 

而在本案說明書亦已詳細描述可用於評估本發明多胜肽組合物物可引起生

長激素釋放功效之實驗，其結果亦示於表及圖中。由表及圖中所列結果可知本發

明胜肽具有促進釋放生長激素之功效，當足以證實本案申請專利範圍所請醫藥組

合物之功效。事實上，具有促進生長激素釋放之功效可用於各種醫療用途係屬已

知。 

 

被告答辯指稱於初審核駁理由先行通知書、初審審定書及再審查核駁理由先

行通知書中均已明確指出本案申請專利範圍籠統過廣，無法由實例合理支持，並

敘明其理由及應修正之處。被告於八十三年七月四日台專（玖）○一○五六字第

一一七五四七號專利審定書理由已明：本案申請專利範圍過廣，熟習該項技術人

士實難依說明書實例之教示而據以實施，故說明書所揭示之技術內容並不完整或

未完成，難謂其可供產業上利用。 

 

本案說明書僅有實例為化合物之製備例，熟習該項技術人士實難依實例　之

教示而據以實施，故說明書所揭示之技術內容並不完整或未完成者，難謂其可供

產業上之利用。訴願決定書中亦指出「原處分機關在審查及再審查核駁理由先行

通知書明確指出其申請專利範圍過廣，專利申請案中有關 1-A2-C1-C2-C3-A5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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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包括：A3-A5 ，A4-A5 及 A3-A4-A5 或 A5 之請求中，A3-A4-A5，完全無實施

例，要求刪除，但原告均未見刪除；經詳查其說明書中之所有化合物，確實未能

找到 A3-A4-A5，相關之多肽類似物，僅可找到 A1-A2-C1-C2-C3-A5 之物，故申

請化合物之專利範圍確實過廣。 

 

原告所稱本案之對應案已於美國、歐盟獲准專利乙節，以各國專利法制不

同、審查基準互異，所訴尚難執為本案應准予專利之論據。 

 

法院認為查本案原告所申請之發明為一種多胜肽類似物，係由多種胺基酸所

組成，故其審查依據應依智慧財產局所頒訂之特定技術領域之微生物相關發明

（包含胺基酸序列）審查基準，而非依一般發明審查基準。原告以一般發明審查

基準之規定作為訴辯理由，自有誤解。依前述特定技術領域之微生物相關發明審

查基準第１－８－３頁，關於微生物發明，於發明之詳細說明內，須載明發明之

目的、技術內容及功效，使熟習該項技術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 

申請發明專利之說明書，除應載明申請專利範圍外，並應載明有關之先前技

術、發明之目的、技術內容、特點及功效，使熟習該項技術者能瞭解其內容並據

以實施。申請專利範圍，應具體指明申請專利之標的、技術內容及特點，復為專

利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所規定。本件原告申請發明專利，經被告審查以

本案申請專利範圍第一項所請過於廣泛，其中 A5 係 A3-A4-A5' 之例，完全無實

施例可合理支持 A3、A4 各種組合所形成之　亦具有所稱之功效；申請專利範圍

第二十七項至第三十五項所請各種用途之醫藥組合物，說明書並無明確藥理活性

數據可合理支持或證明所請之廣泛用途確實可行，申請專利範圍過廣，自不得申

請取得發明專利。 

 

由本案中可整理出以下幾點法院之見解： 

1. 申請醫藥用途的組合物，須有明確藥理數據，可合理支持或證明所請之廣泛

用途確實可行。 

2. 專利權利範圍主張若無實施例的合理支持，在審查實務及法院實務的認定

上，可能會被認為申請權利範圍過廣，而不准授予專利。 

3. 實務審查將說明書的書面說明要及據以實施與產業可利用性，混為一談，由

書面說明要及據以實施來推論發明是否符合產業可利用性專利要件。 

 

管見以為，申請醫藥用途的專利，所須的藥理數據，究竟要達到合種程度

的數據，是細胞株體外試驗、動物活體試驗、申請新藥 IND 的標準或是臨床試驗

的數據，最高行政法院在本案中並未闡明或定出標準，然而此項藥理數據的程

度，係確認此醫藥組合物的用途所須，對於專利申請人的影響甚巨。 

就部門權限的認定上，新藥開發 IND 或臨床試驗的權限主管機關為衛生署，

智慧財產局對於醫藥組合物審查的範圍，不應涉及他主管機關權限範圍，只要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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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專利的醫藥組合物在細胞株體外試驗或動物活體試驗，具有統計上顯著的效

果，可以推論其效果，智慧財產局就應承認其據有該用途，至於該醫藥組合物的

發明能否取得 IND 或成為新藥，係屬衛生署權限範圍，與智慧財產局無涉，智慧

財產局自不得以該醫藥組合物未取得 IND 或臨床試驗數據作為核駁之標準。 

 

因此，最高行政法院在本案所稱之所須的藥理數據，只須有合理可信的細

胞株體外試驗或動物活體試驗可以驗證即可。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判決九十一年度訴字第二七○二號 

 

本案事實 

 

    原告以「將嵌合及放射線標記抗體醫療應用於人類Ｂ淋巴球限制分化抗原上

以治療Ｂ細胞淋巴瘤」（以下簡稱系爭案）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發明專利，

並將系爭案編為第八六一○二三七三號予以審查，審查委員認為系爭案說明書之

文字描述不足以支持所請範圍之發明確可據以實施且具有所稱之功效並認定系

爭案不具產業上之利用性，不符發明專利要件，而為系爭案應不予專利之處分。

原告不服，申請再審查，案經被告於九十年十二月十八日以（九○）智專三（四）

○一○五五字第○九○八七○○一八九三號專利再審查核駁審定書為「本案應不

予專利」之處分。原告不服，提起訴願，遭駁回後，遂向本院提起行政訴訟。 

 

行政法院見解 

 

    凡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高度創作，而可供產業上利用者，固得依本件

專利處分時專利法第十九條暨第二十條第一項之規定申請取得發明專利。惟申請

發明專利說明書，除應載明申請專利範圍外，並應載明有關之先前技術、發明之

目的、技術內容、特點及功效，使熟習該項技術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

又該申請專利範圍，應具體指明申請專利之標的、技術內容及特點，同法第二十

二條第三、四項復定有明文。 

 

    系爭案所請之「將嵌合及放射線標記抗體醫療應用於人類Ｂ淋巴球限制分化

抗原上以治療Ｂ細胞淋巴瘤」發明專利，其申請專利範圍第一項之醫藥組合物係

包括治療有效量之免疫活性抗 CD2O 嵌合抗體，其界定為非由內含抗 CD2OTCAE8

載體轉殖體（ATCC 寄存編號為 69119）所產生者。惟查說明書僅揭示上述 CD2O 

TCAE8 載體轉殖體來產生嵌合抗體之例，並未揭示其他製備抗 CD2O 嵌合抗體之

例，且無法由說明書之文字描述來支持所請範圍之發明確可據以實施且具有所稱

之功效，難謂具產業上之利用性，不符專利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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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合抗體通常係為結合兩種不同的動物（例如人類與老鼠）的抗體部分所構

成的單株抗體，而由不同轉殖體所產生的嵌合抗體的功效不一定相同。惟查其專

利說明書僅揭示以上述 CD20 TCAE8 載體轉殖體來產生嵌合抗體之例，且僅證明

由該特定嵌合抗體所產生的用於治療Ｂ細胞淋巴瘤的功效，說明書並未揭示製備

其他抗 CD20 嵌合抗體之實施例，也未證明其他抗 CD20 嵌合抗體具有治療Ｂ細胞

淋巴瘤的功效，且由說明書之敘述或教示也無法合理支持或預期申請專利範圍第

一項範圍所請之含「免疫活性抗CD20嵌合抗體非由內含抗CD20 TCAE8載體（ATCC

寄存編號為 69 119）轉殖體所產生者」之醫藥組合物，確可據以實施並具有所

稱之可治療Ｂ細胞淋巴瘤的功效，故不符專利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前段及第二十

二條第三項之規定。 

 

    管見以為，法院以發明說明書之文字描述不能支持所請範圍之發明確可據以

實施且具有所稱之功效，難謂具產業上之利用性，並未具體指明該技術領域具有

通常知識之人，判斷該發明無法據以實施的依據與推論，可能有理由不備的疑

慮。況且可否據以實施與發明是否具有產業上之利用性，顯屬不同之概念，我國

實務上經常就說明書可否據以實施，推論發明不具有產業上之利用性，而加以核

駁，可能有混淆量兩者概念的釐清，由於我國並未將說明書揭露列為專利要件之

一，就法律適用而言，無法以可否據以實施核駁，而擴張產業上之利用性要件之

範圍，未來能否釐清這兩個概念，有待立法解決。 

 

 

 

第七節 結論 

在專利制度中，專利申請人通常會希望所申請的專利權利範圍會比專

利申請人實際所完成的發明內容大，係所謂擴張專利權利範圍，在生物相

關發明中，此種擴張專利權利範圍的申請技巧高度的應用，隨著生物技術

產業的發展，專利所帶來的利益衝突逐漸增加，美國聯邦上訴巡迴法院，

為了降低擴張專利權利範圍所帶來的利益衝突，希望透過專利法所規定的

書面說明要件及可據以實施要件，來描繪出專利最適當的權利範圍。 

美國二零零一年一月五日所公布書面說明要件審查基準對發明專利申

請案的揭示內容要求轉趨嚴格，尤其是對於生物技術相關的發明而言。由

此觀之，在如何使得專利申請人取得合理的專利保護範圍以及如何防止其

他社會大眾在市場上競爭能力遭到不公平壓抑之間尋求平衡，是現今專利

法規範修正與發展的要務與正確方向。 

美國聯邦上訴巡迴法院，在二零零三年一月十三日在 Plant Genetic v. 

Dekalb Genetics 案中，法院認為每一位專利申請人所欲主張的專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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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希望越廣越好但專利申請人或發明人實際上僅完成某些特定下位概念

的發明，卻希望可以取得專利範圍較大的上位概念發明範圍，這樣的方式

在專利實務審查上，透過科學或邏輯的推論上審查委員可能會放行，因而

造成專利申請人對於取得比實際發明內容較廣的專利充滿期待，此種現象

在生物技術專利領域特別明顯。 

在生技專利領域中的發明，通常是針對自然界已經存在的生物物質為

專利標的，在生物學的概念上，每一個上位概念上可能包括數以千計的物

種，單哺乳類動物所涉及的下位物種種類非常廣泛。在專利權利的主張上，

以生物技術專利而言，只要一個上位概念被核准，就專利權利範圍文義上

的解釋，第三人很難再切入這個領域，但專利申請人或發明人實際上僅完

成實施例所呈現的成果，而非其專利所主張的權利範圍。 

因此，美國聯邦上訴巡迴法院，藉由本案提出新的實務見解，透過可據

以實施要件提出許多重要的爭點，包括創造性的發明（pioneering 

invention）是否可以取得大範圍的專利保護、可據以實施與其後所發展技

術的衝突的爭點及實施例的內容，作為限縮生技專利之權利範圍解釋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