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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說明及請求項架構



專利說明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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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請求項

【圖式】



專利說明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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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技術
應記載申請人所知之先前技術，並客觀指出
技術 手段所欲解決而存在於先前技術中的問
題或缺失，記載內容 儘可能引述該先前技術
文獻之名稱，並得檢送該先前技術之 相關資
料，以利於瞭解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先前技術
之間的關係，並據以進行檢索、審查。若獨
立項以二段式撰寫者，則 說明書中所記載的
先前技術應包含獨立項前言部分所載之 技術
特徵。



專利說明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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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內容:

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
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及
對照先前技術之功效。
撰寫發明內容時，應以綜合的
形式記載發明內容及對應關係
，無須就問題、技術手段及功
效分項撰寫。



專利說明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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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
原則上應記載一個以上之實施方式，詳
敘申請專 利範圍中所載之必要技術特徵
應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在無須過度實驗的情況下，即能
瞭解申 請專利之發明的內容，並可據以
實現。
記載必要技術特徵時 ，應詳細記載其內
容，不得僅引述先前技術文獻或說明書
中 之其他段落
對於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先前技術有區別
的技術特徵及附屬項中的附加技術特徵
，均應詳細記載。
必要時得 以實施例（examples）說明；
有圖式者，應參照圖式加以說明。



獨立項

 發明之申請專利範圍，得以一項以上之獨立項表示

 其項數應配合發明之內容。

 獨立項應敘明申請專利之標的名稱（designation of 
the subject matter）及發明之必要技術特徵，以呈現
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整體技術手段。

 必要技術特徵，指申請專利之發明為解決問題所不
可或缺的技術特徵，其整體構成發明的技術手段，
係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先前技術比對之基礎。

 技術特徵，於物之發明為結構特徵、元件或成分等

 技術特徵， 於方法發明為條件或步驟等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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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項架構
A typical patent claim includes: 

 a preamble,

 a transitional phase, such as “comprising” (or 

some other transition word), and 

 a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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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amble
Transitional 

phrase
body



Moderna’s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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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項架構
 1. A method of producing a polypeptide of interest in 

a cell in a subject in need thereof, comprising
administering to the subject a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comprising a modified messenger RNA 
(mmRNA) such that the mmRNA is introduced into 
the cell, wherein the mmRNA comprises a 
translatable region encoding the polypeptide of 
interest and comprises the modified nucleoside 1-
methyl-pseudouridine, and wherein the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comprises an effective 
amount of the mmRNA providing for increased 
polypeptide production and substantially reduced 
innate immune response in the cell, as compared to 
a composition comprising a corresponding 
unmodified m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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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項架構-preamble

 1. A method of producing a polypeptide of interest in 
a cell in a subject in need thereof, comprising
administering to the subject a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comprising a modified messenger RNA 
(mmRNA) such that the mmRNA is introduced into 
the cell, wherein the mmRNA comprises a 
translatable region encoding the polypeptide of 
interest and comprises the modified nucleoside 1-
methyl-pseudouridine, and wherein the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comprises an effective 
amount of the mmRNA providing for increased 
polypeptide production and substantially reduced 
innate immune response in the cell, as compared to 
a composition comprising a corresponding 
unmodified m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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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詞
(Preamble)



獨立項架構-transitional phrase

 1. A method of producing a polypeptide of interest in 
a cell in a subject in need thereof, comprising
administering to the subject a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comprising a modified messenger RNA 
(mmRNA) such that the mmRNA is introduced into 
the cell, wherein the mmRNA comprises a 
translatable region encoding the polypeptide of 
interest and comprises the modified nucleoside 1-
methyl-pseudouridine, and wherein the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comprises an effective 
amount of the mmRNA providing for increased 
polypeptide production and substantially reduced 
innate immune response in the cell, as compared to 
a composition comprising a corresponding 
unmodified m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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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詞
(transitional phrase)



獨立項架構-body

 1. A method of producing a polypeptide of interest in 
a cell in a subject in need thereof, comprising
administering to the subject a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comprising a modified messenger RNA 
(mmRNA) such that the mmRNA is introduced into 
the cell, wherein the mmRNA comprises a 
translatable region encoding the polypeptide of 
interest and comprises the modified nucleoside 1-
methyl-pseudouridine, and wherein the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comprises an effective 
amount of the mmRNA providing for increased 
polypeptide production and substantially reduced 
innate immune response in the cell, as compared to 
a composition comprising a corresponding 
unmodified m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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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 (body)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Claim
2. A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comprising:
a plurality of lipid nanoparticles comprising a cationic lipid, 
a sterol, and a PEG-lipid,

wherein the lipid nanoparticles comprise an mRNA 
encoding a polypeptide, wherein the mRNA comprises one 
or more uridines, one or more cytidines, one or more 
adenosines, and one or more guanosines and wherein 
substantially all uridines are modified uridines.

3. The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of claim 2, wherein the 
plurality of lipid nanoparticles further comprise a 
phosphatidyl choline.

4. The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of claim 2, wherein the 
sterol is choleste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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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專利說明書所需之資料
•發明人(Inventorship)

•誰才是真正的發明人? 

•專利申請權人及專利權人(Ownership)

•前案(Prior art)

•發明內容(Disclosure of Invention)

•各種可能的具體實施例(Alternative embodiments)

•可實施性(Enablement)

•最佳實施態樣(Best Mode)

•相關專利申請案資料

•競爭對手的專利申請案資料

•申請期限

•何時上市?

•何時公開? 
16



專利申請之審查程序
及核駁救濟途徑



18 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官方網頁



專利加速審查程序



專利高速公路加速審查

20 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官方網頁



一般型PPH和增強型PPH (PPH MOTTAINAI)

 一般型PPH：

第一申請局(office of first filing，OFF)經實質審查獲准專利
後，提供給第二申請局(office of second filing，簡稱OSF) ，
使OSF得以利用OFF的檢索與審查結果，加速審查。

 增強型PPH：(亦即PPH MOTTAINAI)

不限制僅有OFF的檢索與審查結果才可為OSF參考，只要是
相互簽訂PPH MOTTAINAI計畫之其中之一專利局先有審查
結果，申請人均得以利用之，在先審查專利局(Office of 
Earlier Examination，OEE)已經有請求項經審查達到可核准
者，申請人可據此提出PPH申請，提供給在後審查專利局
(Office of Later Examination，OLE) 以進行加速審查。
 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官方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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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國簽有專利高速公路加速審查的國家

22
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官方網頁



專利佈局策略思考層面



智財屬地主義-三維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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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布局

是指企業綜合產業、市場和法律等因素，與專利申請
即取得結合，涵蓋了企業利害相關的時間、地域、技
術和產品等維度，構建嚴密高效的專利保護網，最終
形成對企業有利格局的專利組合。

 企業的專利組合應該具備一定的數量規模，保護層
級分明、功效齊備，從而獲得在特定領域的專利競
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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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不力的專利布局
 前雇主的競業禁止

 專利所有權爭議

 專利申請中(不確定是否核准)

 未及時申請專利

 專利已過期或所剩專利權期過短

 專利布局與商業計畫核心技術無關

 專利保護範圍不周延(範圍過小)

 專利瑕疵

26



專利佈局之建立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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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鄧哲明, 新藥的研發流程概論, 2013/3/1

http://scimonth.blogspot.com/2013/03/blog-post_6173.html

專利佈局



專利申請考慮層面



專利申請考慮層面
 是否可由專利保護?

 是否符合專利要件?

 市場價值或潛力?

 要到哪些國家申請專利/經費？

 涵蓋哪些專利申請範圍？範圍大小？

 專利申請後之影響?

 是否有其他方式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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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價值/專利目的
 市場(產品價值/市場大小)價值?

 市場獨占性?

 競爭對手產品/市場?

 研發成果之投資?

 生命週期?

 廣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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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申請後之影響
 發明內容公開

提供技術資訊

引發專利訴訟

 專利相關經費產生

 專利稽核制度建置

 專利運用因應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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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式
 營業秘密?著作權?

應以專利或營業秘密保護？
是否符合營業秘密之要件?

一經製成產品上市，是否可輕易由競爭對手利用還原

工程推知技術內容從而製造之？

是否符合專利要件?

研發投資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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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申請策略例

核心製程技術(營業秘密)



原料(專利)


特定用途發現(專利)


特定產品(專利)



專利布局實例
找到樟芝萃取物中具有抗癌效果的新化合物

 我要如何進行專利布局?

申請什麼?

申請範圍?

申請哪些國家?

申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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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專利要申請什麼?

 樟芝萃取物中具有抗癌效果的新化合物研發成果：

新的萃取方法

找到新的樟芝萃取物

新的化合物的分離方法

分離出新的化合物

新的化合物的化學合成方法

新的樟芝萃取物的抗癌活性

新的化合物的抗癌活性

哪個最重要？

哪個可以取得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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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範圍？
 要解決什麼問題？

 我的特殊性何在？

 有哪些實例？

 有哪些前案？

 有哪些競爭對手？

 競爭對手的專利？

取得有效專利

取得有用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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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申請哪些國家？

 申請時程安排？

 申請經費？

 哪個比較重要？

 錢！錢！錢！（因為很重要，所以說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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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and Efficient Patenting Strategy)

生技醫療研發成果的
戰略型專利申請策略



申請時間之安排
 是否應於科學文獻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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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I:公開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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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II:優先權申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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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III: 臨時專利申請案策略

42



策略 IV: PCT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申請人只要提出一次申請，使用一種語言、付一次
費用，就可先達到同時在眾多締約國申請專利的效
果，並延長決定申請國家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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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階段 國家階段



超前超速專利部署

44



Covid-19治療藥物專利



治療藥物技術專利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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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美智權報 306期

WIPO發布「COVID-19相關疫苗與藥物」專利全景報告

李秉燊／北美智權報 專欄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

_Center/Biotechnology/IPNC_220413_1101.htm



主要藥物開發技術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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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CRISPR-Cas

Exesome-Mediated Therapy



企業經營之專利策略



創業成功的基本面
 創業的核心價值:

解決一個世界的問題—Microsoft: Windows

世界會因為我們的產品變得更好–Apple: iPad/iPhone

 充分的資源與創業文化

孤獨求敗: 聽不到意見回饋，也得不到充分資源

 創業成功不是靠因英雄而是靠團隊，團隊成功靠的
是文化，一個優質的創業文化是創業重要的基礎

創新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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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功的商業計畫
 成熟的商業模式

 優秀的創業團隊

 獨特的技術，特別是具有自主專利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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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的目的
企業:

 創新→產品/服務→拓展市場→開創產業

專利在壟斷市場，不在創造商品

專利不是學術發表，不在光宗耀祖

專利建立在產品上
 以市場為導向，以創新產業為目標

學研單位:

 學研成果→ (專利) →技轉

 學研成果→ (專利) →創業 (Spin-Off)

以專利”包裝/定義”學研成果
51



王惠玲
jolenewang@lexgroup.com.tw

Tel.: 02-2752-6111 ext. 3019

Mobile: 0931089856

謝謝聆聽

52

mailto:jolenewang@lexgroup.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