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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02月 02日 專利部  張世佳  撰 

專利更正窄門大開，有助於專利權人保有專利權 

依據我國專利法第 67 條第 1 項之規定，發明專利經核准後，得就請求項之刪除、申請專利範

圍之縮減、誤記或誤譯之訂正、不明瞭記載之釋明等事項，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更正。惟專利權人依據

前述事項進行更正後可能會使專利權範圍產生變動，而為不影響公眾利益並避免有違公平公正之意旨，

依據同條第 2、3及 4項之規定，進行前述事項之更正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

露之範圍，以外文本提出者其誤譯之訂正不得超出申請時外文本所揭露之範圍，且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

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基於該法條之規定，判斷是否准予更正，大致上可分為三步驟，即 1.判斷是否屬於請求項之刪

除、申請專利範圍之縮減、誤記或誤譯之訂正、不明瞭記載之釋明、2.判斷是否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

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以及 3.判斷是否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自 2013年初開始將近四年的時間，智財局的專利審查官係依據 2013年版的發明專利實體審查

基準第二篇第九章審查更正之申請。而經過法院相關判決及與日本特許廳的交流後，智財局決定對該章

進行修訂，在經過多次公聽會討論後，該章修訂版終於出爐，並 2017年 1月 1日開始適用，此次主要修

訂之重點在於：(1)改變「實質變更」的判斷方式，並放寬「更正事項」之態樣；(2)重新彙整「實質擴

大或變更申請專利範圍之判斷」並對應修正案例。 

針對「實質變更」的判斷方式，由下方對應表格可知，原先屬於實質變更態樣的「非屬下位概

念」及「改變產業利用領域或所欲解決之問題」之技術特徵的引進被刪除，且新增引進技術特徵無法達

成更正前請求項之「發明目的」的態樣，而標的之更正則需判斷是否屬於諸如變更發明範疇的明顯變更

態樣。 

2013年版-刪除 2017年版-新增 

請求項更正後引進非屬更正前申請專利範圍所載

技術特徵之下位概念技術特徵或進一步界定之技

術特徵 

請求項引進技術特徵後無法達成更正前請求項之

發明目的 

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產業利用領域或發明所欲解決

之問題與更正前不同 

 

 

2013年版 2017年版-修改 

請求項變更申請標的 請求項明顯變更請標的 

回顧「引進非屬下位概念之技術特徵」態樣的範例，例如更正前的申請專利範圍係技術特徵 A

（椅座）+B（扶手）+C（桌板），更正後引進技術特徵 D（跨腳板），使申請專利範圍變更為 A（椅

座）+B（扶手）+C（桌板）+D（跨腳板）。依據 2013年版，前述範例之更正被視為「實質變更」申請

專利範圍，而僅准許引進的技術特徵係諸如 a1（木質椅座）、b1（扶手係可收合）、c1（桌板係可收合）

等下位概念或進一步界定之技術特徵。可想而知，若准許「引進非屬下位概念之技術特徵」態樣，則專

利權人可引進技術特徵的限制將放寬許多。此外，依據 2013年版，更正係將「標的」界定為特定用途會

被視為「實質變更」申請專利範圍。而依據 2017年版，該特定用途是否對原標的具有限定作用則被作為

「實質變更」申請專利範圍的判斷基準。例如，將「電池」之標的更正為「用於汽車之電池」。而判斷

是否能達成更正前之「發明目的」的方式，係以每一請求項所載之發明的整體為對象，並首先須由本領

域具通常知識者基於發明所欲解決問題、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及對照先前技術之功效來認定發明之具體

目的，再判斷更正後請求項之發明是否無法達成或減損更正前之發明目的。讀者也許會認為前述說明較

難以理解，以下再列舉幾個由實質擴大更改為未實質擴大及新增的案例，方便讀者瞭解本次修訂的變更： 

http://www.dpt.com.tw/people_patent_supervis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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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變申請標的 

 更正前 更正後 

發明名稱 界面活性劑組成物 用於殺蟲劑之界面活性劑組成物 

申請專利範圍 一種界面活性劑組成物,包含化合物 A。 一種用於殺蟲劑之界面活性劑組成物,包

含化合物 A。 

說明書 ......該界面活性劑組成物用於清潔劑、乳

化劑、分散劑及其他能利用其界面活性作

用之一般情況,......此外,該界面活性作用更

適用於殺蟲劑。 

(同) 

本技術領域具通常知識者能明顯瞭解該界面活性作用更適用於殺蟲劑之用途,故更正標的名稱為用於殺

蟲劑之界面活性劑組成物,可避免發生誤解,屬不明瞭記載之釋明。 

說明書亦明確說明該界面活性劑更適用於殺蟲劑，故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

揭露之範圍。 

而此更正僅係對該界面活性劑之用途的描述，對該界面活性劑本身並未生影響，該用途不具限定作

用，故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申請專利範圍。 

值得注意的是，依據 2013年版，前述更正非屬下位概念技術特徵或進一步界定之技術特徵，且「界面

活性劑」與「殺蟲劑」之產業利用領域並無密切之技術關連性，導致更正前後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產業

利用領域不同，故被視為實質變更申請專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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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變請求項間依附關係 

 更正前 更正後 

發明名稱 均佈熱點之散熱裝置 (同) 

申請專利範圍 1.一種均佈熱點之散熱裝置，包括：一第

一散熱體（1）、一第二散熱體（2）以

及至少二熱管（3），……。 

2.如請求項 1 所述之均佈熱點之散熱裝

置，其中該第一、二散熱體 (1，2)之

間，係設有一散熱鰭片組（4）。 

3.如請求項 1 所述之均佈熱點之散熱裝

置，其中第一散熱體（1）嵌入一導熱體

（11），……。 

1.（刪除）一種均佈熱點之散熱裝置，包

括一第一散熱體（1）、一第二散熱體

（2）以及至少二熱管（3），……。 

2.如請求項 1 所述之均佈熱點之散熱裝

置，其中該第一、二散熱體 (1，2)之

間，係設有一散熱鰭片組（4）。 

3.如請求項 2 所述之均佈熱點之散熱裝

置，其中第一散熱體（1）嵌入一導熱體

（11），……。 

說明書 ……包括第一散熱體（1）、一第二散熱

體（2）以及至少二熱管（3），該第一散

熱體（1）嵌入一導熱體（11），……，

快速熱傳導功能。於第一、二散熱體之間

設有一散熱鰭片組（4），……，可均勻

擴散熱量，達散熱效能……。 

(同) 

圖式 

 

(同) 

更正後之請求項 3因改依附於請求項 2而增加請求項 2的技術特徵，屬於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 

更正後所增加之技術特徵已見於申請時說明書中，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

露之範圍。 

而雖引進非屬下位概念技術特徵或進一步界定之技術特徵，但請求項 3 原先可達到導熱與散熱之發明

目的仍可達到，故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申請專利範圍。 

值得注意的是，依據 2013年版，引進的技術特徵並非「第一散熱體」及「第二散熱體」技術特徵之下

位概念或進一步界定，故被視為導致實質變更申請專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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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正申請專利範圍（無法達成更正前發明目的） 

 更正前 更正後 

發明名稱 瓦斯熱水器定溫裝置 (同) 

申請專利範圍 1.一種瓦斯熱水器定溫裝置，包含一水溫

感測電路 (14)，用於偵測該熱水器的

進、出水溫度以輸出一第一、二訊號；

一微處理器(10)，接收該第一及第二訊

號，並處理該些訊號，而輸出至少一控

制訊號；及一控制電路(28)，……。 

2.如請求項 1 所述的瓦斯熱水器定溫裝

置，其中又包含一電源互鎖電路(32)，

其在高壓脈衝點火電路 (34)啟動點火

時，停止提供直流電源至微處理器(10)

或記憶電路(16)，而在微處理器(10)或記

憶電路(16)有電源動作時，就關閉高壓

脈衝點火電路(34)之電源。 

3.如請求項 1 所述之瓦斯熱水器定溫裝

置，又包含一液晶顯示器(LCD)(18)及一

警報器電路(30)，其由微處理器(10)提供

輸出顯示及於熱水器發生異常時發出聲

音信號。 

1.一種瓦斯熱水器定溫裝置，包含一水溫

感測電路 (14)，用於偵測該熱水器的

進、出水溫度以輸出一第一、二訊號；

一微處理器(10)，接收該第一及第二訊

號，並處理該些訊號，而輸出至少一控

制訊號；及一控制電路(28)，……。 

2.如請求項 1 所述的瓦斯熱水器定溫裝

置，其中又包含一電源互鎖電路(32)，

其在高壓脈衝點火電路 (34)啟動點火

時，停止提供直流電源至微處理器(10)

或記憶電路(16)，而在微處理器(10)或記

憶電路(16)有電源動作時，就關閉高壓

脈衝點火電路(34)之電源。 

3.如請求項 2 項所述之瓦斯熱水器定溫裝

置，又包含一液晶顯示器(LCD)(18)及一

警報器電路(30)，其由微處理器(10)提供

輸出顯示及於熱水器發生異常時發出聲

音信號。 

說明書 ……，LCD 顯示器 (18)及警報器電路

(30)，其由微處理器(10)提供輸出顯示及

警示，用以顯示如設定溫度、出水溫度、

異常狀況、弱電顯示、 

強排風扇顯示、通風顯示、水量調整指

示，以及遙控動作顯示警示如未點燃、氧

氣供應量不足等資訊之全程監控。……，

因為高壓脈衝點火時，電壓高達 12KV 以

上，其會影響 IC 和液晶的功能及動作，

故設有一電源互鎖電路(32)，俾在高壓點

火時，先關閉 IC 和液晶等電源，一旦 IC

和液晶有電源動作時，就關閉高壓脈衝點

火電路(34)，做為互鎖保護功能……。 

(同) 

圖式 

 

(同) 



 

www.dpt.com.tw 

 台中市 40877南屯區永春東一路 549號 3樓 

電話：04-23808393   傳真：04-23808395 

E-Mail：direction@dpt.com.tw 

文章內容為個人意見，不代表事務所立場 

 

 

更正後之請求項 3因改依附於請求項 2而增加請求項 2的技術特徵，屬於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 

更正後所增加之技術特徵已見於申請時說明書中，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

露之範圍。 

然更正前請求項 3 之發明目的係用於全程顯示資訊及警示異常，以利該瓦斯熱水器定溫裝置能於安全

狀態下正常運作，而更正後請求項 3 之瓦斯熱水器定溫裝置因增加「電源互鎖電路」的相關技術特

徵，將使得該定溫裝置會停止提供直流電源至微處理器，並使液晶顯示器及警報器的功能於熱水器點

火時暫時喪失，造成更正後請求項 3 之瓦斯熱水器定溫裝置於高壓脈衝點火期間恐無法受到監控，故

無法完全達成更正前之發明目的，並導致實質變更申請專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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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正申請專利範圍（仍可達成更正前發明目的） 

 更正前 更正後 

發明名稱 輪椅 (同) 

申請專利範圍 一種輪椅，其係於輪椅 (10)上樞設踏板

（20），該踏板（20）為兩個一組，且該

踏板（20）的兩側分別為一對合部（21）

及一樞轉部（22），該樞轉部（22）樞接

於輪椅上，而該二踏板（20）的對合部為

重疊對合。 

 

一種輪椅，其係於輪椅 (10)上樞設踏板

（20），該踏板（20）為兩個一組，且該

踏板（20）的兩側分別為一對合部（21）

及一樞轉部（22），該樞轉部（22）樞接

於輪椅上，而該二踏板（20）的對合部為

重疊對合，另輪椅扶手上設置可樞轉及伸

縮的餐桌(30)。 

說明書 本創作之目的在於提供一種輪椅，……於

輪椅 (10)上樞設踏板（ 20），該踏板

（20）可兩相對合，以避免乘坐者的雙腳

在乘坐輪椅時滑落，並提供乘坐者寬敞的

雙腳擺放空間。……輪椅(10)扶手上設置

可樞轉及伸縮的餐桌(30)，能供以擺置物

品，而方便使用者用餐、書寫或完成其他

工作。 

(同) 

圖式 

 

(同) 

更正後之請求項 1引進說明書已記載有關輪椅的樞轉及餐桌，屬於申請專利範圍之縮減。 

更正後所增加之技術特徵已見於申請時說明書中，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

露之範圍。 

引進非屬下位概念技術特徵或進一步界定之技術特徵，除了能使輪椅增加具收展餐桌，以利置物的發

明目的之外，仍可達成更正前請求項 1 之輪椅可避免乘坐者的雙腳滑落及有寬敞的雙腳擺放空間之發

明目的，故未導致實質變更申請專利範圍。 

值得注意的是，依據 2013年版，引進的技術特徵並非屬更正前申請專利範圍所載技術特徵之下位概念

技術特徵或進一步界定之技術特徵，故被視為導致實質變更申請專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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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無論是改變依附項次或是引進請求項、說明書或圖式之技術特徵，只要每一項次一一

判斷是否無法達成或減損更正前之發明目的即可；而更正後之標的只要未明顯改變（例如，物改成方法、

或物 A改成物 B等）都有機會被准許。雖然屬於「實質變更」之態樣被調整，且專利權人可更正的事項

被放寬，但本次修改仍未違背專利法第 67 條所界定之原則，即僅得就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且不得超出

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無論如何，這樣的修訂勢必會對專利權人造成影響，當其專利遭遇舉發時，除了判斷舉發人所

提之證據是否會使得當前請求項不具有專利要件，由於可更正態樣放寬，專利權人便可進一步思考說明

書、圖式甚至依附項次中是否有任何可與證據區別的技術特徵，以作為當前或未來更正時可引進的技術

特徵。也就是說，專利權人能突破以往限制，而增加更多防衛武器來繼續保留專利權。當然，所提出之

更正仍須進一步判斷是否無法達到或減損更正前之發明目的。不過，即使併入非屬下位概念之技術特徵

的更正被准許，專利權人還是要仔細思考更正後的保護範圍是否過小、與其產品是否相符等後果，而不

要最後保留了沒有用處的專利權。惟值得注意的是，專利審查基準係屬於智財局所訂定的內部行政規則，

對法官並無拘束力，換言之，法院是否接受該行政規則的觀點仍有待吾人進一步觀察。 

總而言之，本次發明專利實體審查基準更正章之修訂，除了改變「實質變更」申請專利範圍的

判斷方式外，亦同時放寬了更正事項的態樣，這樣的修訂，筆者認為專利更正窄門將因此而大開，專利

權人未來遇到舉發或無效的挑戰時，能更有機會保有其專利權。 

 
如有相關問題歡迎來信 molisch@dpt.com.tw或 line molis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