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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專利實務系列-審查歷程的範圍自行放棄
盧建川/專利師
2022-05-30

● 前言
在解釋美國專利某用語的範圍時，法院可能基於申請人在審查歷程
的陳述，而認定申請人已放棄該用語的部分範圍，㇐般稱為審查歷程的
自行放棄1。本文分享 CAFC 於 2022 年 4 月 1 日先例2，該先例撤銷地院
認定的自行放棄的範圍邊界，另依審查歷程判決自行放棄的範圍邊界。
本文不說明判決中與前述議題無關的內容。
● 案件背景
專利權人(Genuine)告被告(Nintendo)侵害其 US 6,219,730 專利權。
系爭用語「輸入訊號(input signal)」出現於所有系爭請求項，地院基於
系爭專利審查歷程，解釋輸入訊號為「包含音頻或更高頻率的訊號，但
不含 500 Hz 或更低頻率的訊號」(與被告主張相同)。基於該解釋，地院
判決不侵權。
系爭專利涉及產生結合數據流及還原該數據流為對應的使用者資料
流與至少㇐輸入訊號的裝置與方法3。系爭專利先前技術指出：電腦從使
用者輸入裝置(UID)接收使用者資料，UID 例如滑鼠或鍵盤；此外，電腦
亦使用輸出入卡(I/O 卡)處理各種訊號，I/O 卡例如音效卡，音效卡從麥
克風接收音訊並傳送音訊至喇叭。系爭專利指出 UID 及 I/O 卡分享電腦
資源，並需各別配置(configuration)，該些配置是繁瑣的。系爭專利實
施例包含連接電腦的滑鼠，滑鼠另連接喇叭與麥克風，滑鼠控制器將滑
1

Prosecution history disclaimer，筆者在此期電子報有相關介紹：https://www.widebandip.com/tw/knowledge2.php?idno=190
GENUINE ENABLING TECHNOLOGY LLC v. Nintendo Co., No. 2020-6127 (Fed. Cir. April 2, 2022)
3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Producing a Combined Data Stream and Recovering Therefrom the Respective User Input Stream
and at Least One Additional Input Sign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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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的平移及/或按鈕的輸入資料與麥克風資料結合並傳送給電腦；滑鼠另
接收電腦傳來的音訊，輸出至喇叭。請求項 1 為代表請求項，其記載：
1. ㇐種使用者輸入裝置，經㇐通訊手段可操作地耦接於㇐電腦，
該裝置額外地接收至少㇐輸入訊號，該裝置包含…
使用者輸入手段，用以產生㇐使用者輸入流；
輸入手段，用以產生該至少㇐輸入訊號；
轉換手段，用以接收該至少㇐輸入訊號並據以產生㇐輸入流；
編碼手段，用以同步該使用者輸入流及該輸入流，並將之編碼
為可被該通訊手段傳送的㇐結合數據流4。
審查意見引用 Yollin 案(5,990,866)認為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Yollin
指出：習知滑鼠僅傳送二維移動及按鈕訊號；而生理感測器感測與傳送
生理資訊，其額外使用電腦的㇐個輸出埠，且需專屬的程式與該感測器
通訊。Yollin 揭露㇐個整合生理資訊於滑鼠的資料流的指向裝置。Yollin
另列舉溫度計、血壓計、心率計等生理感測器。
發明人於答辯時陳述：Yollin 的配置僅用以接收來自生理感測器的慢

速變化訊號，Yollin 並無動機，也未預見接收包含音頻或較高頻率的訊
號(替代生理感測器)，該較高頻輸入訊號來自不同於移動及選擇單元的
元件，其與其他訊號不同步且相抵觸；Yollin 並未教示或建議任何接收
及還原此類輸入訊號的方法5……Yollin 的控制器接收位移改變訊號、使
用者選擇訊號及生理改變資訊，以產生…㇐合成訊號，但並未預見其與
4

1. A user input apparatus operatively coupled to a computer via a communication means additionally receiving at least one
input signal, comprising: user input means for producing a user input stream; input means for producing the at least one input
signal; converting means for receiving the at least one input signal and producing therefrom an input stream; and encoding
means for synchronizing the user input stream with the input stream and encoding the same into a combined data stream
transferable by the communication means.
5
Yollin only uses the configuration to receive the slow varying signal coming from the physiological response sensor(s). Yollin is
not motivated and does not anticipate their use for receiving signals containing audio or higher frequencies in place of the
physiological response sensor(s). The high frequency input signal, which comes from a sourc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motion
and selection units, will run asynchronously relative to, and collide with, the other signals. Yollin’s invention does not teach or
suggest any approach for receiving and recovering that kind of input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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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音頻或更高頻的訊號的使用6……Yollin 的方法使用控制器產生的合
成訊號僅適用於慢速變化的訊號7。
● 地院程序及判決
被告專家提出㇐個參照 Yuce 等人所著文獻的圖表，該圖表展示多種
生理感測器所產生的訊號，其包含頻率在 10-500 Hz 的肌電圖。基於該
專家證詞，被告主張 POSA8將已理解 Yollin 教示的生理訊號的最大頻率
為 500 Hz，因此，發明人於審查歷程已放棄頻率低於 500 Hz 的輸入訊
號。被告並據以駁斥專利權人「輸入訊號包含人耳能聽到的音頻範圍
20~20K Hz」的解釋。
地院採納被告主張：基於審查歷程，發明人已放棄頻率低於 500 Hz
的輸入訊號(即該輸入訊號排除位置改變資訊、使用者選擇資訊、生理訊
號、及各種慢速變化的訊號)。地院指出：從發明人清楚的陳述可知，若
感測器產生 Yollin 所考量的訊號，其頻率在與慢速變化的按鈕數據結合
時，不致發生抵觸；而該些 Yollin 的訊號與系爭專利的快速變化訊號有
所區別。地院引用專家證詞中的 500 Hz 做為慢速變化訊號的頻率上
限。
地院未採用專利權人下述主張：發明人審查歷程用以區別 Yollin 與
系爭專利的理由僅在於 Yollin 的訊號為慢速變化而非高速變化，因此，
發明人僅自行放棄低於音頻的慢變化訊號。
● CAFC 判斷
CAFC 重申先例見解：本院授權地院於特定情境考量外部證據，但㇐
直強調內部證據在請求項解釋的重要性。相較於內部證據，外部證據用
6

a controller to receive positional change information, user selection information and physiological change information to
generate . . . a composite signal but does not anticipate its use with signals containing audio or higher frequencies.
7
Yollin’s method of using the controller to generate a composite signal only works for slow varying signals.
8
Person of skilled in the art 本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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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請求項解釋㇐般而言較不可靠。原因在於：外部證據並非為了讓系爭
專利範圍更明確而寫的、可能是為了相異於系爭專利 POSA 的受眾所寫
的、可能受訴訟影響而偏頗等。因此，不能過度依賴外部證據。
專家證詞是外部證據之㇐，其可能在以下面向對用語解釋是有用的：
提供系爭技術的背景、解釋發明如何運作、確保法院對專利技術的理解
與 POSA ㇐致、或在專利或先前技術中，建議的特定用語在相關領域所
具有的特定意義。然而專家證詞不能被使用於顯著偏離內部證據9。
審查歷程自行放棄理論係避免專利權人重新取回其在審查歷程已放
棄的用語範圍。做為請求項解釋的㇐個基本原則，申請歷程自行放棄在
強化內部證據公示效果且保護公眾對審查歷程的明確陳述的信賴。審查
歷程中做為範圍放棄的陳述，必須是清楚且非弄錯的10。若系爭陳述模糊
或有多個合理的解釋，即未能建立審查歷程的自行放棄11。
本案兩造同意專利權人在區別 Yollin 案時，已放棄特定範圍，但爭
執專利權人是否放棄部分音頻範圍的訊號。專利權人主張：審查歷程僅
放棄慢速變化的訊號，發明人的陳述清楚劃界於「Yollin 的低頻訊號」
與「系爭專利的音頻或更高頻訊號」，內部證據及 Yollin 均未有任何關
於訊號頻率的討論，以使 POSA 能清楚地將慢速變化的訊號畫界於 500
Hz。被告主張地院錯誤地基於專家證詞而不當地認為發明人放棄 500 Hz
以下的訊號。
CAFC 認為，發明人的陳述達到清楚且非弄錯程度的部分僅在於將輸
入訊號中低於音頻的訊號放棄。審查歷程中，發明人㇐再地以「Yollin

9

expert testimony may not be used to diverge significantly from the intrinsic record.
The doctrine of prosecution disclaimer “preclud[es] patentees from recapturing through claim interpretation specific
meanings disclaimed during prosecution.” For a statement during prosecution to qualify as a disavowal of claim scope, it must
be “so clear as to show reasonable clarity and deliberateness,” and “so unmistakable as to be unambiguous evidence of
disclaimer.” Omega Eng’g, Inc, v. Raytek Corp., 334 F.3d 1314, 1335 (Fed. Cir. 2003)
11
If the challenged statements are ambiguous or amenable to multiple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s, prosecution disclaimer is not
establishe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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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示慢速變化訊號，而系爭發明涉及音頻或更高頻訊號」為由區別 Yollin。
審查員接受該區別並核准該專利，此表示審查員與發明人對該點的理解
是㇐致的。發明人陳述的程度有可能暗指其他範圍，例如頻率高達 500
Hz 的訊號，但內部證據並未有足以構成「清楚且非弄錯的自行放棄」的
內容。
CAFC 指出地院不當依賴外部證據而限縮由內部證據所構築的請求
項範圍。專家證言：Yollin 的訊號將已具有高達 500 Hz 的頻率，其認為
Yollin 的慢速變化訊號的上限為 500Hz。然而，專家證詞的 500 Hz 門檻
值是來自 Yuce 文獻(另㇐外部證據)，但地院並未審查該 Yuce 文獻。CAFC
並未看到該 Yuce 文獻的完整出處及完整內容，被告上訴時亦未提及該
Yuce 文獻。因此，CAFC 認為：地院基於㇐個依賴另㇐外部證據的外部
證據來決定專利範圍的邊界，而該邊界未能被任何內部證據所支持，此
證據未能適當地勝過專利權人僅放棄音頻以下訊號範圍的明確程度。
基於上述，CAFC 撤銷地院判決並判決：發明人僅放棄頻率在音頻以
下的輸入訊號。
● 討論與建議
從諸多先例得知自行放棄的標準是清楚且非弄錯的陳述，但在個案
中如何判斷，仍需從各先例的涵攝中累積經驗。此先例地院與 CAFC 均
認為已達自行放棄的程度，但所劃的範圍邊界則不相同。
本案發明人答辯強調二個部分：Yollin 的配置僅用以接收來自生理
感測器的慢速變化訊號、及未預見接收包含音頻或較高頻率的訊號。依
據先例，這二句陳述分別已達到清楚且非弄錯的自行放棄「慢速變化的

訊號」及限定「輸入訊號」為「音頻或較高頻率的訊號」的效果。地院
另基於外部證據擴大「慢速變化的訊號」至頻率低於 500 Hz 的訊號。此
500 Hz 邊界未被內部證據支持，故 CAFC 撤銷該判決。試想：Yollin 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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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多種生理感測器，若該些生理感測器之㇐的頻率高於 20 Hz (即與音頻
重疊)，而被告據以主張發明人已自行放棄該頻率，該主張是否有機會被
CAFC 肯認？另查 Yollin 列舉的生理感測器並無肌電圖，若 Yollin 列舉
肌電圖且肌電圖設備規格書顯示其頻率達 500 Hz，被告主張是否有機會
成立？或許值得討論。
此先例中發明人的答辯方式為常見的：引證案揭露 XXX，未揭露請
求項的 YYY。發明人除了使用引證案的用語外，另以慢速變化概括引證
案訊號。系爭專利說明書對輸入訊號的頻率無任何說明，僅實施例以麥
克風做為輸入訊號，發明人據以答辯陳述。考量審查歷程自行放棄理論，
答辯時，若陳述未出現在引證案或說明書內的用語，該用語有可能被視
為對範圍畫出邊界，因此，答辯時的陳述建議謹慎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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