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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 AI 可用於眾多科技領域，如使用 AI 的心臟功能監測設

備、協助醫師診斷癌症的 AI 設備、使用 AI 控制交通工具、使

用 AI 為核心的理財機器、使用 AI 設計工業產品、結合 AI 與機

器視覺用於檢測異常產品、將 AI 分類演算法的數位影像技術用

於語言辨識與數位遊戲及專家執業的數位系統。醫界已廣泛運用

卷積神經網路作為「深度學習」網路，並將其用於疾病的影像判

讀與分類，如用於皮膚科、眼科、病理學、侵入性放射學等，故

AI 相關發明越來越受各界重視。 

由於將 AI 用於特定領域以解決特定問題係出於人類構思，

即使 AI 能自行蒐集資料、選用參數、深度學習、生成結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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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仍依人類設計的原則運作。雖然南非專利局認定 AI 系統

DABUS 係發明人，且澳洲聯邦法院裁定 AI 系統 DABUS 為專利

發明人，惟專利制度發達的主要國家與地區皆未承認 AI 為專利

發明人，更遑論授予 AI 專利權；台灣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亦駁

回以 AI 系統 DABUS 為專利發明人之主張。 

隨「邊緣運算」技術出現，AI 可降低資料取得成本並增強

資料隱私性能，故可使 AI 更能普遍用於物聯網，而更融入日常

生活，所以專利制度發達的主要國家與地區越來越重視 AI 專利

相關法制。因此，本文將研究美國、歐洲與台灣有關 AI 發明的

「專利適格性」與「進步性」之法制，並歸納其法律原則，俾法

院與智慧局在審理 AI 專利爭議案件時能有較清晰且有系統的參

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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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Patent Eligibility and 

Inventive Step of Inven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o-Han Jou 

Abstract 

Because AI can be applied to many fields of technology, for 

example, heart function monitoring equipment using AI, AI 

equipment to assist physicians in diagnosing cancer, using AI to 

control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machine 

using AI as the core, using AI to design industrial products, 

combining AI and machine vision to detect abnormal products, or 

digital imaging technologies using AI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s 

applied to language recognition, digital games, and digital systems 

related to the practice of professionals. The medical field has widely 

use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as "deep learning" networks, and 

has applied the AI systems with "deep learning" networks to the 

image interpret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regarding diseases, for 

instance, used in dermatology, ophthalmology, pathology,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etc.; therefore, AI-related inventions have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all social cir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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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the application of AI to specific areas to solve specific 

problems is derived from human ideas, even if AI can collect data, 

select parameters, deeply learn, and generate results by itself, it still 

mainly operate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designed by human. 

Although the South African Patent Office identifies the AI system 

DABUS as the inventor, and the Australian Federal Court rules that 

the AI system DABUS is the patent inventor, but major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developed patent systems have not recognized AI as the 

patent inventor, let alone granting AI patent rights; Taiwan’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mercial Court also rejects the claim 

that the AI system DABUS is the patent inventor. 

With the emergence of "edge computing" technology, AI can 

reduce the cost of data acquisition and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data 

privacy, so it can make AI more universally applied to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more integrated into daily lives; therefore, the AI patent-

related legal systems in major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developed 

patent system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Consequently, 

this article will study the legal systems of the "patent eligibility" and 

"inventive step" of AI inven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Taiwan, and summarize the legal principles thereof, so that courts and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can have clearer and more systematic 

reference bases when hearing AI patent dispute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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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下稱 AI）係以分類用的計算

模型與演算法、集群、回歸與降低維度為基礎，例如神經網路、遺

傳演算法、支持向量機、K-平均演算法1、核心回歸，和判別式分

析2。無論該等計算模型與演算法是否能藉由輸入訓練數據加以訓

練而增進其功效，由於該等計算模型與演算法是抽象的數學性質本

身（per se of an abstract mathematical nature），因此對於此類發明

的審查經常應用對於電腦相關發明（即「數學方法」

（Mathematical methods）相關發明）之審查標準進行審查。 

因為 AI 可以應用於眾多科技領域，如：使用 AI 辨別不規

則心跳的心臟功能監測設備、協助醫師診斷癌症的 AI 設備、

使用 AI 控制交通工具（如：自駕車 3、無人機 4、軌道列車
5）、使用 AI 為核心的理財機器協助投資理財6、使用 AI 進行

工業產品（諸如：晶片、半導體、中央處理器）之設計7、將

                                                        
1 K-平均演算法係源於訊號處理中的一種向量之量化方法，可以作為一種

聚類之分析方法，而盛行於資料檢索領域。 
2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Mar. 

2021, at https://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C4B20952A0A7EF6BC1 
25868B002A5C61/$File/epo_guidelines_for_examination_2021_hyperlinked_showing_mo
difications_en.pdf, Part G, Chapter II, 3.3.1 (last visited 08/20/2021). 

3 季平（2021），〈放手自駕行不行？感測器融合技術，臨門缺了哪一腳？〉，

《CTIMES》，357 期，頁 44。 
4 林昕璇（2021），〈AI 自主性武器系統在國際法上適用之研析〉，《軍法專

刊》，67 卷 4 期，頁 26。 
5 歐敏銓（2021），〈鐵道障礙物入侵！AI 如何即時辨識與預警〉，《智動化雜

誌》，72 期，頁 11。 
6 劉宗德、戴凡芹（2021），〈金融創新與監理革新──以街口投信裁罰案為反

思〉，《月旦法學雜誌》，316 期，頁 24。 
7 籃貫銘、盧傑瑞（2021），〈結合物理模擬、AI 與雲端的系統級分析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5%8F%B7%E5%A4%84%E7%9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91%E9%87%8F%E9%87%8F%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0%E6%8D%AE%E6%8C%96%E6%8E%98
https://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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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與機器視覺8結合而應用於檢測生產線上的異常產品9、或使

用 AI 分類演算法的多種數位影像的技術應用（如：基於圖像

所用的邊緣或像素屬性而生的數位影像，影片，音頻或語音信

號之分類）10，以便用於語言辨識、數位遊戲、與各類專業人

士執業有關的數位系統 11。此外，目前醫學界已廣泛運用通常

使用於處理與分析視覺影像的卷積神經網路（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作為「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12網路，

並將具有「深度學習」網路的 AI 系統應用於醫學上有關疾病

的影像判讀與分類，如應用於皮膚科13、眼科14、病理學 15、侵

                                                        

計：EDA 進化中！〉，《CTIMES》，359 期，頁 39。  
8 機器視覺係透過影像處理之方式，以實施自動檢測與分析之技術，其整

體技術包含自動檢測、流程控制與機器人引導等技術。 
9 王岫晨（2021），〈提升速度與準確性：結合 AI 管理機器視覺應用領域

持續擴增〉，《智動化雜誌》，74 期，頁 30。  
10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supra note 2. 
11 Eric Engle, An 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egal Reasoning: Using 

Xtalk to Model the Alien Tort Claims Act and Torture Victim Protection Act, 11(2) 
ST. JOHN’S J. OF L. COMMENTARY 3 (2004). 

12 在「深度學習」的過程中，系統可以透過每一次訓練的結果來回饋並調整各個神經

層中的參數設定。如此反復地自動學習和自動修改系統參數，直到系統達到最佳

的準確度與穩定度。詳閱：鄭穎淳、王彥博、侯明志、盧俊良（2021），〈人工

智慧於醫學影像的應用——北榮內視鏡中心經驗〉，《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65 卷 7 期，頁 56；D. Jakhar, I. Kau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learning and deep 

learning: definitions and differences, 45(1) CLIN. EXP. DERMATOL 132 (2020). 
13 將 AI 系統對影像的判讀效能應用於皮膚科的文獻，詳閱：Daniel T Hogarty, 

John C Su, Kevin Phan,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dermatology-where we are 
and the way to the future: a review, 21(1) AM. J. CLIN. DERMATOL 45 (2020). 

14 將 AI 系統對影像的判讀效能應用於眼科的文獻，詳閱：R. Kapoor, Stephen P. 

Walters, Lama A. Al-Aswad, The current stat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ophthalmology, 64(2) SURV. OPHTHALMOL 237 (2019). 

15  將 AI 系統對影像的判讀效能應用於病理學的文獻，詳閱：B. Acs, M. 

Rantalainen, J. Hartm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the next step towards precision 
pathology, 288(1) J. INTERN. MED 71 (2020).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02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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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性放射學16等。因此，AI 相關發明也越來越受到各界重視。 

由於將 AI 應用於特定領域以解決特定問題，是出自於人類之

構思，即使 AI 能夠自行蒐集資料、選用參數、深度學習、而生成

結果，其主要仍是依照人類設計的原則加以運作，所以雖然南非專

利局於 2021 年 7 月 28 日認定 AI 系統 DABUS17為一項製造發明18

的發明人19，且澳洲聯邦法院於 2021 年 8 月 6 日裁定 AI 系統

DABUS 為專利發明人，惟專利制度發達的主要國家與地區（如：

美國與歐盟）皆尚未承認 AI 可以作為申請專利之發明人，更遑論

授予 AI 專利權；台灣的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亦於 2021 年 10 月 6

日以 110 年度行專訴字第 4 號行政判決駁回以人工智慧系統

DABUS 為專利發明人之主張20。而隨著「邊緣運算」21技術的出

                                                        
16 將 AI 系統對影像的判讀效能應用於侵入性放射學的文獻，詳閱：Robert Iezzi, 

S.N. Goldberg, B. Merlino, A. Posa, V. Valentini, R. Manfred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Oncology Practice 6153041 (2019),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55/2019/6153041 
(last visited 08/20/2021). 

17 DABUS 為 Device for the Autonomous Bootstrapping of Unified Sentience 之縮寫，直

譯為「一種統性感知的自主靴帶裝置」，它是由美國 AI 專家史蒂分．塞勒

（Stephen Thaler）所研發，能夠模擬人類的思考活動，並藉此發明出新產品。 
18 此發明是一項「運用碎形幾何學（fractal geometry）製成的食物容器」，透過這項

技術，能讓多個食物容器互相扣合，使機器可以很方便地抓取跟堆疊這些容器。 
19 惟在本項專利申請案中，史蒂分．塞勒（Stephen Thaler）仍以他自己作為專利權人。 
20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認為，專利法之「發明人」除應為實際進行研究發明之人，亦

應為法律上可享有人格權等權利之主體。依我國現行專利相關法規及實務見解，

專利法上之發明人須為對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之技術特徵具有實質貢獻、為完成

發明而進行精神創作之自然人。人工智慧系統無為完成發明從事精神創作之自主

意識或心智，不會因期望獲取專利保護而激勵其創作動機，亦無法作為權利主體

將其實際創作，以專利申請權人之地位移轉他人；而所謂人工智慧系統為發明人

之所有權人或擁有者，亦不符合專利法第 5 條第 2 項專利申請權人之要件。 
21 「邊緣運算」係位於網路系統邊緣的處理器，其能在取得原始資料的即時就在

網路系統邊緣的裝置中進行運算處理而產生轉化資料的作用，因此「邊緣運

https://doi.org/10.1155/2019/6153041
https://doi.org/10.1155/2019/6153041
https://doi.org/10.1155/2019/6153041


10高大法學論叢 第 17 卷．第 2 期 

 

 

現，AI 更可以降低資料取得的成本並增強資料隱私的性能22，故可

使 AI 更能夠普遍應用於物聯網，而更融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所

以專利制度發達的主要國家與地區對 AI 專利相關法制之研究也越

來越重視。因此，本文之研究重點將置於美國、歐洲與台灣有關

AI發明的「專利適格性」（patent eligibility）與「進步性」（又稱

為「非顯著性」（non-obviousness），歐洲則稱為「發明步驟」

（inventive step））之相關法制。 

本文將併用案例研究法、比較研究法與文獻探討法，就美國、

歐洲與台灣有關 AI 發明的「專利適格性」與「進步性」之相關法制

進行研究。在美國的相關法制，包括：專利法第 101 條、第 102

條、第 103 條及第 112 條；美國專利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下稱 USPTO）公布的「專利審查程序手冊」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下稱 MPEP）第 2106 節

「專利標的之適格性」（Patent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之規定、

第 2141 節至第 2141.03 節判斷「進步性」的一般標準、第 716.01 節

至 716.04 節判斷「進步性」的「輔助考量因素」（ secondary 

considerations）；USPTO 的局長於 2018 年在智慧財產權所有人協

會第 46 屆年會的評論；USPTO 公布的「2019 年改編的專利標的之

                                                        

算」可以將大量資料留在網路系統邊緣的裝置進行運算及處理，而無需將大

量資料送回網路系統核心進行運算。藉此重新分配整個網路系統的資料運算

工作，能提升網路系統的所有節點、終端與其他智慧裝置的管理、運作與應

用；並可避免在從網路系統邊緣的裝置將資料傳送到網路系統核心進行運

算，以及在從網路系統核心將資料運算的結果再傳回網路系統邊緣的裝置之

過程，資料及其運算的結果可能被電腦駭客竊取，因此「邊緣運算」可大幅

節省處理大量資料的時間而增快 AI 的反應速度，並強化其所處理資料的保

護，且能減少處理大量資料耗費的電力。 
22 Toby Mcclean（2021），〈選擇邊緣 AI 裝置的重要關鍵〉，《CTIMES》，

356 期，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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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格性指南」（ 2019 Revised Patent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Guidance）及相關實務見解。在歐洲的相關法制，包括：歐洲專利

公約（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第 52 條、第 56 條與第 83 條；

歐洲專利局（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於 2021年 3月發布的「歐

洲專利局審查指南」（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第 G 部第二章第 3.3 節與第 3.3.1 節及第 G 部第七章

第 3 節、第 3.1 節、第 4 節、第 5 節、第 5.1 節、第 5.2 節與第 5.3

節；歐洲專利局在「授予人工智慧專利：會議摘要」（Paten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Summary）之說明及相關實務見

解。在台灣的相關法制，包括：專利法第 21 條、第 22 條與第 26

條；2021 年 7 月 14 日施行的「專利審查基準」第 2 篇第 2 章「何

謂發明」與第 2 篇第 3 章「專利要件」和 2021 年 7 月 1 日施行的

「專利審查基準」第 2 篇第 12 章「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中與 AI 的

「專利適格性」和「進步性」有關的重要內容及相關實務見解。  

經由對上述法制比較研究所生的成果，將提供台灣的法學界、

司法實務界與專利實務界作為觀察與研究的基礎，並期待各界先進

能以本文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從事更深入的研究，以便使台灣有關

AI發明之相關法制能更為明確合理，以符合時代所需。 

貳、美國相關法制 

一、美國的相關規範 

（一）美國專利法之相關規定 

依照美國專利法23第 101 條24之規定，任何新穎且有用之方

                                                        
23 指 United States Code (U.S.C.), Title 35. Patents. 
24 35 U.S.C.§101.“Whoever invents or discovers any new and usefu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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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process）、機器（machine）、產品（manufacture）或物

質之成分（composition of matter），或其新穎且有用之改良物

的發明或發現者，在遵照美國法規彙編（United States Code）

第 35 編（Title 35）規定的要件下，得因而取得專利。  

於美國專利法第 103 條 25（有關非顯著性之標的（ non-

obvious subject matter）之專利要件）規定，雖然主張權利的

發明未受到如同美國專利法第 102 條 26（有關新穎性

（novelty）之專利要件）所敘述之情形的相同揭露，然而若在

該主張權利的發明之有效申請日前，該主張權利的發明與先前

技術間之差異致該主張權利的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就該主張權利的發明整體來看已是顯而易知的，該主張權

利的發明將無法取得專利。此外，專利適格性不會因為作成發

明之方式而被否定27。 

此外，於美國專利法第 112（a）條規定，專利說明書應

包含以充分、清晰、簡潔與明確之條款所作成的發明之書面敘

述，以及製造與使用該發明之方式與方法，以便使其所屬技術

領域或其最密切相關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為相同之製造或

                                                        

machine, manufacture, or composition of matter, or any new and useful 
improvement thereof, may obtain a patent therefor,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is title.” 

25 35 U.S.C.§103. 
26 35 U.S.C.§102. 
27  35 U.S.C.§103. “A patent for a claimed invention may not be obtained,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claimed invention is not identically disclosed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102, i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laimed invention and the 
prior art are such that the claimed invention as a whole would have been 

obvious before the effective filing date of the claimed invention to a person 
having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to which the claimed invention pertains. 
Patentability shall not be negated by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invention was 
made.” 

https://1.next.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L&pubNum=1000546&cite=35USCAS102&originatingDoc=N8A3A28008A9A11E288D2E18ABD301C9E&refType=LQ&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UserEnteredCitation)


AI 發明的專利適格性與進步性之研究13 

 

 

使用的，且專利說明書應該陳述完成該發明的發明人或共同發

明人認為的最佳實施例 28。美國專利法第 112（b）條另行規

定，專利說明書應以一項或多項請求項訂立，而該請求項須

特別指出且清楚主張發明人或共同發明人視其為該發明之標

的29。  

因此，發明人欲就 AI 相關發明取得專利，首先必須符合

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對於得申請專利之標的所規定的範圍，並

符合該條文對於得申請專利之標的所規定的新穎且有用之要

件；其次，該 AI 相關發明亦必須符合美國專利法第 102 條

（有關新穎性（novelty）之專利要件）與第 103 條（有關非顯

著性之標的（non-obvious subject matter）之專利要件）；此

外，該 AI 相關發明必須符合美國專利法第 112 條有關專利說

明書之記載方式與內容的規定。  

（二）「專利審查程序手冊」之相關規定  

1. USPTO 於 2020 年改編的 MPEP 第九版的第 2106 節中

有關「產品與方法之標的適格性測試法」之流程圖與第

2106.04 節中對於前述流程圖增訂的步驟 2A 之「雙分叉檢

驗」之流程圖及對該等流程圖之綜合說明  

                                                        
28 35 U.S.C.§112(a). “(a) In General.--The specification shall contain a written 

description of the invention, and of the manner and process of making and using 

it, in such full, clear, concise, and exact terms as to enable any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to which it pertains, or with which it is most nearly connected, to make 
and use the same, and shall set forth the best mode contemplated by the 
inventor or joint inventor of carrying out the invention.” 

29 35 U.S.C.§112(b). “(b) Conclusion.--The specification shall conclude with one or 

more claims particularly pointing out and distinctly claiming the subject matter 
which the inventor or a joint inventor regards as the 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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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因應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2014 年在 Alice 案30（涉及

電腦軟體相關發明的專利適格性之案件）引用 Mayo 案31（涉

及藥品劑量之方法發明的專利適格性之案件）所建立的「兩步

分析」測試法（又稱「Mayo 測試法」）作為判斷發明標的是

否具有專利適格性（patent eligibility）之基準，USPTO 乃於

2014 年發布「標的適格性之臨時指南」（ 2014 Interim 

Guidance on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加以闡釋如何適用「兩

步分析」測試法並提出相關案例說明；USPTO 於 2015 年與

2016 年對「標的適格性之臨時指南」的規範及相關案例兩度

進行補充；USPTO 自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1 月將前述「標

的適格性之臨時指南」的規範及相關案例加以整合並新增相關

案例後，將「標的適格性之臨時指南」的內容納入 2018 年改

編的「專利審查程序手冊」（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下稱 MPEP）。USPTO 並參照「Mayo 測試法」審

查請求項之專利適格性的流程，而在 MPEP 第 2106 節「專利

標的之適格性」（Patent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32中，公布

新的有關判斷發明標的是否具有專利適格性之流程圖──「產

品與方法之標的適格性測試法」（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Test for Products and Processes）之流程圖。即使 MPEP 於

2019 年與 2020 年經過改編，該流程圖之主要內容（在第九版

的 MPEP 第 2100 章的第 19 頁）仍未變更，僅於該流程圖之步

驟 2A（Step 2A）中增訂「雙分叉查詢」（two-prong inquiry）

                                                        
30 Alice Corporation PTY. LTD. v. CLS Bank International et al., 134 S.Ct. 2347 (2014). 
31 Mayo Collaborative Services v. Prometheus Laboratories, Inc., 132 S.Ct. 1289 (2012). 
32 2106 Patent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at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 

pac/mpep/s2106.html (last visited 08/20/2021).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20pac/mpep/s2106.html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20pac/mpep/s21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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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檢驗程序（在第九版的 MPEP 第 2100 章的第 25 頁）。 

前述的「Mayo 測試法」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發明是

否符合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專利適格性之要件在

Mayo 案 33所建立的「兩步分析」測試法。在其第一步驟必須

先判斷原告之專利請求項是否被導向美國專利法規定的抽象

概念、自然法則、自然現象（包括自然產物）等並非專利適

格之標的；若原告之專利請求項被導向美國專利法規定的抽

象概念、自然法則、自然現象（包括自然產物），則在其第

二步驟必須判斷這些請求項是否能夠提供實際保障之額外技

術特徵（additional features），致使這些請求項成為自然法則

之真實應用（ genuine applications），而成為專利適格之標

的。  

關於 MPEP 第九版的第 2106 節中「產品與方法之標的適

格性測試法」之流程圖34與第 2106.04 節中對於前述流程圖所

增訂的步驟 2A 之「雙分叉檢驗」之流程圖以及對於此兩個

流程圖之綜合說明如下。 

 

                                                        
33 supra note 31. 
34 本文中的圖一：「產品與方法之標的適格性測試法」之流程圖的英文原圖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Test for Products and Processes）出現在第九版的

MPEP 第 2100 章的第 19 頁；而本文中的圖一：「產品與方法之標的適格性

測試法」之流程圖中各部分內容的中文翻譯係作者將所著的周伯翰

（ 2019），〈生技產物或方法相關專利法制之研究〉，《中正財經法

學》，18 期，頁 111 一文中的流程圖之中文翻譯內容重新潤飾後所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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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產品與方法之標的適格性測試法」之流程圖 

（本圖之中文翻譯由作者自行編製） 

原始資料來源：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06.html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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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美國專利商標局對「產品與方法之標的適格性測試法」 

增訂的步驟 2A 之「雙分叉檢驗」之流程圖 
（本圖之中文翻譯由作者自行編製） 

 

 

 

 

 

 

 

 

 

 

 

 

 

 

 

 

 

 

 

 

 

 

原始資料來源：https://mpep.uspto.gov/RDMS/MPEP/current#/current/d0e197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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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產品與方法之標的適格性測試法」以及增訂的步驟

2A 之「雙分叉檢驗」的判斷流程說明如下： 

（1）關於判斷申請專利的請求項是否為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適格之專利標的，首先應尋求建立請求項整體最廣義

的合理解釋（the broadest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簡稱 BRI），

BRI 能設定請求項涵蓋的範圍且將影響請求項是否會涵蓋四種成

文法的發明領域（方法、機器、產品、物質之成分）以外之標的

或包含會落入「法定例外」（自然法則（laws of nature）、自然

現象（ natural phenomena ）（包括自然產物（ products of 

nature））、抽象概念（abstract ideas））之標的。 

請求項的解釋也會影響「Mayo 測試法」的第二階段（是否

該請求項已經舉出會累計成為「顯著多於法定例外」（amount to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e exception”）之額外元件）。例如：在

Amdocs (Israel) Ltd. v. Openet Telecom, Inc.一案35，聯邦巡迴上訴

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下稱

CAFC）依賴對於「增進」（enhance）一詞的解釋（要求以分佈

式的方式為多數領域增進的應用），而決定該請求項係一種對於

一項技術問題的非習用技術解決方案（ an unconventional 

technical solution）36，故該請求項已舉出會累計成為「顯著多於

法定例外」之額外元件，因此該請求項為適格的專利標的。 

（2）在完成 BRI 之解釋後，將進行步驟 1 的判斷流程。步驟 1

指：主張權利的請求項自整體觀察是否落入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所定

義的四種成文法的發明領域（方法、機器、產品、物質之成分）。 

                                                        
35 Amdocs (Israel) Ltd. v. Openet Telecom, Inc., 841 F.3d 1288 (Fed. Cir. 2016). 
36 Id. at 130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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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請求項自整體觀察未落入成文法的發明領域（方

法、機器、產品、物質之成分）（亦即不符合步驟 1 的審查），

則該請求項並非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適格之專利標的；

惟若該請求項經修正後會落入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所定義的四種

成文法的發明領域（方法、機器、產品、物質之成分）之一，則

該請求項仍得依在流程圖中的「途徑 A」所使用的「精簡化之適

格性分析」（streamlined eligibility analysis）或依在流程圖中的

步驟 2A 及步驟 2B 的分析方式進行審查，而判斷該請求項是否

為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適格之專利標的。 

（4）若請求項自整體觀察落入成文法的發明領域（方法、

機器、產品、物質之成分）（亦即符合步驟 1 的審查），且該請

求項在使用精簡化分析（streamlined analysis）的流程圖之「途

徑 A」中，自整體觀察能夠發現該請求項之專利適格性係不證自

明（self-evident）37的，則無論該請求項是否舉出「法定例外」

（抽象概念、自然法則、自然現象（包括自然產物）），該請求

項係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適格之專利標的。 

（5）依第九版的 MPEP38之規定39，若請求項自整體觀察落

                                                        
37 關於「精簡化之適格性分析」及專利適格性「不證自明」之情形，在 MPEP 第

2106.06 節有進一步之說明。在 MPEP 第 2106.06 節的第 1 段闡述，為了提升

審查的效率，當請求項之專利適格性係「不證自明」時（例如該請求項已經

明確地改善一項特定的技術或電腦的功效），專利審查人員可以使用「精簡

化之適格性分析」（此即為流程圖中的「途徑 A」），則該請求項符合美國

專利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適格之專利標的。 
38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Ninth Edition, Revision 10.2019, 

Last Revised June 2020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 
pac/mpep/index.html (last visited 08/20/2021). 

39 指第九版的 MPEP 第 2106.04 節之規定。第九版的 MPEP 第 2106.04 節之主題為

「適格性的步驟 2A：是否一項請求項被導向一項法定例外」（Eligibility Step 2A: 

Whether a Claim is Directed to a Judicial Exception, at https://www.uspto.gov/web/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20pac/mpep/index.html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20pac/mpe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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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成文法的發明領域（方法、機器、產品、物質之成分）（亦即

符合步驟 1 的審查），且該請求項未舉出一項「法定例外」（抽

象概念、自然法則、自然現象（包括自然產物））（亦即因為該

請求項未通過步驟 2A 的 Prong One 之檢驗而不符合步驟 2A 的

審查），則該請求項在流程圖之「途徑 B」中係專利適格的，因

此該請求項不須要經過步驟 2B的審查。 

（6）依第九版的 MPEP 之規定40，若請求項自整體觀察落

入成文法的發明領域（方法、機器、產品、物質之成分）（亦即

符合步驟 1 的審查），而該請求項舉出一項「法定例外」（抽象

概念、自然法則、自然現象（包括自然產物））（亦即該請求項

通過步驟 2A 的 Prong One 之檢驗），但該請求項敘述額外的元

件而整合該「法定例外」成為一種實際應用（ a practical 

application）（亦即因為該請求項通過步驟 2A 的 Prong Two 之

檢驗而不符合步驟 2A 的審查），則該請求項不會被導向到步驟

2A 的「法定例外」，因此該請求項在流程圖之「途徑 B」中係

專利適格的，故該請求項不須要經過步驟 2B 的審查。 

（7）依第九版的 MPEP 之規定41，若請求項自整體觀察落

入成文法的發明領域（方法、機器、產品、物質之成分）（亦即

符合步驟 1 的審查），而該請求項舉出一項「法定例外」（抽象

概念、自然法則、自然現象（包括自然產物））（亦即該請求項

通過步驟 2A 的 Prong One 之檢驗），且該請求項未敘述額外的

元件而無法整合該「法定例外」成為一種實際應用（a practical 

application）（亦即因為該請求項未通過步驟 2A 的 Prong Two

                                                        

offices/pac/mpep/s2106.html#ch2100_d29a1b_139db_e0(last visited 08/20/2021).） 
40 Id. 
4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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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檢驗而符合步驟 2A 的審查），則該請求項會被導向到步驟

2A 的「法定例外」，而其後該請求項就必須基於步驟 2B 進行

審查，以判斷該請求項是否為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適格

之專利標的。 

（8）若請求項自整體觀察落入成文法的發明領域（方法、

機器、產品、物質之成分）（亦即符合步驟 1 的審查），而該請

求項被導向步驟 2A 的「法定例外」（抽象概念、自然法則、自

然現象（包括自然產物））（亦即符合步驟 2A 的審查），且該

請求項在個別形式下或被要求的結合形式下已經舉出會累計成為

「顯著多於法定例外」之額外元件（亦即符合步驟 2B 的審

查），則該請求項在流程圖之「途徑 C」中係專利適格的。 

（9）若請求項自整體觀察落入成文法的發明領域（方法、

機器、產品、物質之成分）（亦即符合步驟 1 的審查），而該請

求項被導向步驟 2A 的「法定例外」（抽象概念、自然法則、自

然現象（包括自然產物））（亦即符合步驟 2A 的審查），但該

請求項未舉出會累計成為「顯著多於法定例外」之額外元件（亦

即不符合步驟 2B 的審查），則該請求項並非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適格之專利標的。 

2.「專利審查程序手冊」中有關判斷「進步性」的一般標準 

為說明有關判斷「非顯著性」（進步性）的一般標準，

USPTO 參照美國相關重要判決所提出的法律見解，在 MPEP 第

2141 節至第 2141.03 節對於判斷非顯著性的一般標準作出詳細的

說明。 

USPTO 在 MPEP 第 2141 節的主文作出以下之說明。

USPTO 基於 35 U.S.C. 103 之適用而公布的「決定顯著性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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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42之目的在協助 USPTO 的審查人員基於 35 U.S.C. 103 作

成有關顯著性的適當決定，並基於聯邦最高法院近期在 KSR 案43

之判決而提供適合的支持理由44。 

USPTO 在 MPEP 第 2141 節的主文中並表示，CAFC 在近期

的 Arendi S.A.R.L. v. Apple Inc.案45中表示，「共通認知」能被採

用加以判斷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顯著性，即使該「共通認知」僅

潛在地提供先前技術所欠缺的限制條件，惟該「共通認知」必須

仍受到證據以及合理的解釋所支持。特別在該欠缺的限制條件成

為發明的核心時，USPTO 的審查人員必須以「共通認知」作為

合理基礎而對相關的引證資料進行搜尋46。 

USPTO 在 MPEP 第 2141 節第 2 點作出以下之說明。在發明

當時對具有通常知識者已經是顯著的發明不可授予專利。顯著性

係根據基本事實之調查的法律問題，而該事實之調查經聯邦最高

法院闡明如下：（A）決定先前技術之範圍及內容；（B）探明

主張專利之發明與先前技術之間的差異；（C）解析相關技術領

域之通常技能的程度。有關顯著性爭議的客觀證據必須由審查人

員評估，該等證據有時候被稱為「輔助考量因素」，包含商業上

之成功、長期察覺到但尚未解決之需要、其他人之失敗、無法預

期之結果等證據。該證據可能被包含於申請專利時附隨於申請資

                                                        
42  Examination Guidelines for Determining Obviousness Under 35 U.S.C. 103, 

available at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41.html (last visited 

08/20/2021). 
43 指 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 550 U.S. 398 (2007).） 
44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2141, Ninth Edition, at https://www.uspto.gov/web/ 
offices/pac/mpep/mpep-2100.pdf (last visited 08/20/2021). 

45 Arendi S.A.R.L. v. Apple Inc., 832 F.3d 1355 (Fed. Cir. 2016). 
46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upra note 44.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mpep-9015-appx-l.html#d0e302450
https://1.next.westlaw.com/Document/Ia9a957905f8711e6b8b9e1ce282dafae/View/FullText.html?docFamilyGuid=Iaa1475705f8711e6879bc670723adc0a&transitionType=History&contextData=%28sc.UserEnteredCitation%29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41.html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mpep-2100.pdf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mpep-2100.pdf
https://1.next.westlaw.com/Document/Ia9a957905f8711e6b8b9e1ce282dafae/View/FullText.html?docFamilyGuid=Iaa1475705f8711e6879bc670723adc0a&transitionType=History&contextData=%28sc.UserEnteredCitation%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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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該領域之說明書，或在起訴期間某些其他的時間點及時提出

的證據。對任何客觀證據的衡量係依照個案之情況而作成，顯著

性的問題必須基於事實調查加以解決。此外，Graham 案47所提出

的審酌因素48在任何有關顯著性之分析的判決中係具有指導性的

調查，例如在 KSR 案49中所提出的有關顯著性之審酌與決定的事

實情況，再度維持且依靠 Graham 案所提出的審酌因素50。 

探明主張專利之發明與先前技術之間的差異要求說明該請求

項的用語，並整體考量該發明與該先前技術51。再者，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係一虛擬之人，其被推定在發明當時已經

知悉該相關技術。可用以決定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

程度之審酌因素得包括：（A）在該技術領域所遭遇的問題之類

型；（B）先前技術對該等問題之解决方案；（C）完成該等創

新之速度；（D）該技術之複雜性；（E）在該技術領域的在職

工作者之教育程度。在特定情況下，得不審酌每一項因素，且其

中一項或多項因素可能占有主導地位。此外，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47 Graham v. John Deere Co., 383 U.S. 1 (1966). 
48 Graham 案提出判斷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非顯著性」所應審酌的基本事實及

輔助考量因素，且其受到後來的相關判決所廣泛沿用，而成為有關「非顯著

性」的主要判斷標準。聯邦最高法院於本案中表示，美國專利法第 103 條係三

項因素所彙整者，必須符合此三項因素中的每一項因素，因此宜審酌多項基本

事實。該三項因素為：（1）待決定的先前技術之範圍與內容；（2）先前技術

與系爭請求項之間被探明的差異；（3）待解決的相關技術領域之通常技能的

程度。此外，聯邦最高法院並表示，輔助考量因素亦可用來提供指引有關尋求

獲准專利之標的之周邊環境，例如：長期察覺到但尚未解決之需要、其他人之

失敗、無法預期之結果、商業上之成功等。 
49 指 KSR 案的第一審判決（Teleflex Inc. v. KSR Int'l Co., 298 F.Supp.2d 581 

(E.D.Mich. 2003).） 
50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upra note 44, at 2141 II. 
51 Id. at 2141 II. B. 

https://1.next.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Y&serNum=2004064544&pubNum=0004637&originatingDoc=I1786194679eb11d98c82a53fc8ac8757&refType=RP&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Search)
https://1.next.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Y&serNum=2004064544&pubNum=0004637&originatingDoc=I1786194679eb11d98c82a53fc8ac8757&refType=RP&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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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常知識者亦為具有通常創作力之人，而 USPTO 的審查人員

可以審酌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能採用的推理與創作

步驟52。 

USPTO 在 MPEP 第 2141 節第 3 點作出以下之說明。先前技

術不能僅限於已應用的引證資料，而應包括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其中一人之認知。先前技術的引證資料（或已結合的

多項引證資料）無須教示或建議該請求項的所有限制條件；惟

USPTO 的審查人員必須說明為何先前技術與該主張專利之發明

之間的差異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其中一人而言已

經成為顯著的。此外，僅先前技術與發明之間有差異存在無法確

立該發明的顯著性；先前技術與該主張專利之發明之間的差距可

能並未大到足以使該請求項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而言成為非顯著的53。 

聯邦最高法院在 KSR 案54並確立「可以支持顯著性之判斷的

典型原理」之項目，該等項目包括：（A）依據已知的方法結合

先前技術的元件以產生可預期的結果；（B）一種已知元件對於

另一元件的簡單替換以獲得可預期的結果；（C）以相同的方式

用已知的技術以改良類似的設備（方法或產品）；（D）對準備

改良的已知設備（方法或產品）適用已知的技術以產生可預期的

結果；（E）「明顯可試的」─具有合理的成功期待而自確立

的、可預期的有限解決方案進行選擇；（F）基於設計的誘因或

其他的市場力量可以促使一個領域的已知創作產生變化以便使用

於相同領域或不同領域，若該變化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52 Id. at 2141 II. C. 
53 Id. at 2141 III. 
54 同前註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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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者是可預期的；（G）在先前技術的某些教示、建議、或動

機可能已經使得具有通常知識者修改先前技術的引證資料或結合

先前技術的引證資料之教示以完成主張專利之發明。惟該等項目

並非意圖包括所有支持顯著性之判斷的原理，USPTO 的審查人

員仍得依據其他用以支持顯著性之判斷的原理55。 

3.「專利審查程序手冊」中有關判斷「進步性」的「輔助考量因素」 

為說明有關判斷「非顯著性」（進步性）的「輔助考量因

素」，USPTO 參照 Graham 案56與 Pfizer Inc. v. Sandoz Inc.案57所

述關於決定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須要審酌的「輔助考量因

素」，在 2018 年的 MPEP 第 716.01 節至 716.04 節中對於「輔

助考量因素」之內容及適用提出主要的規定。 

USPTO 在 MPEP 第 716.01（a）節作出以下之說明：「當審查

人員基於美國專利法第 103 條以決定系爭請求項關於顯著性之爭議

時，包括：關鍵性或無法預期的結果之證據、商業上之成功、長期

察覺之需要的解決之道、其他人之失敗、專家之懷疑等證詞或聲明

被及時提出者必須受到審查人員審酌。此外，在判斷顯著性的過程

中，當「輔助考量因素」之證據被提出時必須總是受到考量58。」 

USPTO 在 MPEP 第 716.01（b）節作出以下之說明：「為了

實際判斷顯著性或非顯著性，「輔助考量因素」之證據必須與主張

專利之主題是有關的，且因此審查人員必須判斷是否在該主張專利

                                                        
55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upra note 53. 
56 supra note 47. 
57 Pfizer Inc. v. Sandoz Inc., 2016 WL 1611377 (2016). 
58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Chapter 700, 716.01(a), Ninth Edition, at https://www.uspto.gov/web/ 
offices/pac/mpep/mpep-0700.pdf (last visited 08/20/2021). 

https://1.next.westlaw.com/Document/Ia72f3410094911e6aa51de8c0a70fd8b/View/FullText.html?listSource=Search&navigationPath=Search%2fv1%2fresults%2fnavigation%2fi0ad7403600000172d89ca982266ee3ed%3fNav%3dCASE%26fragmentIdentifier%3dIa72f3410094911e6aa51de8c0a70fd8b%26parentRank%3d0%26startIndex%3d1%26contextData%3d%2528sc.Search%2529%26transitionType%3dSearchItem&list=ALL&rank=2&originationContext=docHeader&contextData=(sc.Search)&transitionType=Document&needToInjectTerms=False&docSource=5c202df96c4c4807a8170a1c395ae3de
https://1.next.westlaw.com/Document/Ia72f3410094911e6aa51de8c0a70fd8b/View/FullText.html?listSource=Search&navigationPath=Search%2fv1%2fresults%2fnavigation%2fi0ad7403600000172d89ca982266ee3ed%3fNav%3dCASE%26fragmentIdentifier%3dIa72f3410094911e6aa51de8c0a70fd8b%26parentRank%3d0%26startIndex%3d1%26contextData%3d%2528sc.Search%2529%26transitionType%3dSearchItem&list=ALL&rank=2&originationContext=docHeader&contextData=(sc.Search)&transitionType=Document&needToInjectTerms=False&docSource=5c202df96c4c4807a8170a1c395ae3de
https://www.uspto.gov/%20web/offices/pac/mpep/mpep-0700.pdf
https://www.uspto.gov/%20web/offices/pac/mpep/mpep-07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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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明的成效與「輔助考量因素」的證據之間有關聯性59。」 

USPTO 在 MPEP 第 716.01（c）節第 1 點作出以下之說明：

「受到有證明價值之適當的證詞或聲明在事實上必然支持的客觀

證據包括：無法預期的結果、商業上的成功、長期察覺之需要的

解決之道、先前技術的不可操作性、在引證資料出現日期前的發

明、聲明先前技術之作者自發明人或至少一位共同發明人獲得已

公開的主題60。」 

為說明「輔助考量因素」中的「無法預期之結果」的內容及

適用，USPTO 參照美國法院以「無法預期之結果」理論作為判

斷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的眾多法律見解，在 2018 年的 MPEP

第 716.02（a）節至（d）節中對於「無法預期之結果」的內容及

適用作出非常詳細的規定。 

USPTO 在 MPEP 第 716.02（a）節第 1 點作出以下之說明：

「超過預期的結果是一種與系爭請求項的顯著性之法律結論有關

的證據因素。超過預期的結果之證據亦得藉由顯示超過個別生成

的各效果之總和的效果加以呈現 61。」USPTO 在 MPEP 第

716.02（b）節第 3 點則作出以下之說明：「無法預期的特性之

證據得為在主張專利之發明和在範圍上與請求項相當而最接近的

先前技術之間的直接或間接之比較形式62。」USPTO 在 MPEP 第

716.02（c）節第 1 點作出以下之說明：「在作成主張專利之發

明的顯著性之最終決定時，無法預期之結果的證據必須被審酌以

對抗支持顯著性的初步證據 63。」USPTO 在 MPEP 第 716.02

                                                        
59 Id. at Chapter 700, 716.01(b). 
60 Id. at Chapter 700, 716.01(c) I. 
61 Id. at Chapter 700, 716.02(a) I. 
62 Id. at Chapter 700, 716.02(b) III. 
63 Id. at Chapter 700, 716.02(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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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節的主文則表示，無法預期之結果的出現必須被審酌以辨

識是否該結果發生在整體的主張專利之範圍內64。 

為說明「輔助考量因素」中的「商業上之成功」的內容及適

用，USPTO 參照美國法院以「商業上之成功」作為判斷請求項

是否具有進步性的眾多法律見解，在 2018 年的 MPEP 第 716.03

（a）節與（b）節中對於「商業上之成功」的內容及適用亦有非

常詳細的規定。 

USPTO 在 MPEP 第 716.03（a）節第 1 點則表示，包括商業

上成功的非顯著性之客觀證據與該請求項在範圍上必須是相當

的，而為求該請求項在範圍上是相當的，該商業上成功必須基於

主張專利之技術特徵65。USPTO 在 MPEP 第 716.03（b）節第 1

點並表示，在考慮商業上成功之證據，應審慎決定宣稱的商業上

成功是直接來自主張專利之發明66。 

為說明「輔助考量因素」中的「長期察覺之需要及其他人之失

敗」的內容及適用，USPTO 參照美國法院以「長期察覺之需要及

其他人之失敗」作為判斷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的眾多法律見

解，在 2018 年的 MPEP 第 716.04 節就「長期察覺之需要及其他人

之失敗」表示，確立長期察覺之需要乃要求被公認的技術問題長期

以來存在於該技術而沒有解決方案之客觀證據。長期察覺之需要及

其他人之失敗對於顯著性是否有關取決於許多因素，包括：該長期

察覺之需要必須是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公認已經持續存

在之需要；該長期察覺之需要必須在申請人的發明之前未曾被另一

                                                        
64 Id. at Chapter 700, 716.02(d). 
65 Id. at Chapter 700, 716.03(a) I. 
66 Id. at Chapter 700, 716.03(b)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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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實施；該發明必須在事實上實現長期察覺之需要67。 

（三）USPTO 的局長於 2018 年在智慧財產權所有人協會第

46 屆年會之評論 

USPTO 的 Andrei Iancu 局長曾於 2018 年 9 月在智慧財產權

所有人協會第 46 屆年會的評論中指出，真正受到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規定的「法定例外」（judicial exceptions）所控制者（即

不具專利適格性之標的）只有「科學及科技工作的基本工具」

（basic tool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work）。依照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在 Myriad 案（有關基因之發明）68之見解分析，對於

「科學及科技工作的基本工具」之發明，即使專利申請人顯示該

類發明完全符合美國專利法第 102 條（有關新穎性的規定）、第

103 條（有關非顯著性的規定）及第 112 條（有關充分揭露原則

的規定），該類發明仍不應被授予專利。Andrei Iancu 局長並指

出，「純粹的自然發現」（pure discoveries of nature），例如：

重力、電磁、DNA 等所有自然的及人為干預前的事物即為「科

學及科技工作的基本工具」，而係不可授予專利的。又如微積

分、幾何學或演算法本身係基礎數學，亦係不可授予專利的69。 

Andrei Iancu 局長並表示，系爭請求項在克服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之測試後，該請求項仍必須基於美國專利法第 102 條（有

關新穎性的規定）、第 103 條（有關非顯著性的規定）及第 112

條（有關充分揭露原則的規定）進行專利適格性（ patent 

                                                        
67 Id. at Chapter 700, 716.04 I. 
68 Ass’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Myriad Genetics, Inc., 569 U.S. 576 (2013). 
69  Andrei Iancu, Remarks by Director Iancu a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wners 

Association 46th Annual Meeting, at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
updates/remarks-director-iancu-intellectual-property-owners-46th-annual-meeting 
(last visited 08/20/2021).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remarks-director-iancu-intellectual-property-owners-46th-annual-meeting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remarks-director-iancu-intellectual-property-owners-46th-annual-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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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gibility）之測試，始能被授予專利。準此，即使因為請求項所

述之標的不在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所限定的法定例外之領域（即

抽象概念、自然法則、自然現象（包括自然產物）），或是因為

該請求項能整合所述之標的成為該等「法定例外」的一項實際應用

（a practical application），而使得該請求項能夠通過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之測試，惟若該請求項未能通過美國專利法第 102 條、第

103條或第 112條之測試，則該請求項仍無法被授予專利70。 

（四）「2019年改編的專利標的之適格性指南」之補充說明 

USPTO 於 2019 年公布「2019 年改編的專利標的之適格性

指南」（2019 Revised Patent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Guidance，下

稱「專利適格性指南」）71，以補充說明 MPEP 第 2106 節關於

「專利標的之適格性」（Patent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之規定。 

USPTO 於 2019 年的「專利適格性指南」中表示，法定例外

之抽象概念包括下列的主題類群：（1）數學概念（mathematical 

concepts），例如：數學關係、數學公式或方程式、數學演算

法；（ 2）某些組織人類活動的方法（ certain methods of 

organizing human activity），例如：基本的經濟原理或實施（包

括：對沖、保險、降低風險）、商業的或法律的互動（包括：在

契約形式的協議、法律義務、廣告、行銷或銷售的活動或行為、

商業關係）、管理在人之間的人員行為、關係或互動（包括：社

會活動、教學、及遵守規則或指示）；以（ 3）心智過程

                                                        
70 Id. 
71 2019 Revised Patent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Guidance, available at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9/01/07/2018-28282/2019-revised-

patent-subject-matter-eligibility-guidance (last visited 08/20/2021). 「2019 年改編

的專利標的之適格性指南」之內容被編入 2020 年 6 月改編的第九版 MPEP 第

2100 節的「專利適格性」。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9/01/07/2018-28282/2019-revised-patent-subject-matter-eligibility-guidance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9/01/07/2018-28282/2019-revised-patent-subject-matter-eligibility-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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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processes），即在人類心中執行的概念（ concepts 

performed in the human mind），（包括：觀察、評估、判斷、意

見）72。USPTO 於 2019 年的「專利適格性指南」以及於 2020 年

改編的 MPEP 第九版73中對於法定例外之抽象概念所編的群組與

說明，亦有因應 AI 相關發明之專利審查的作用。 

USPTO 於 2019 年的「專利適格性指南」中並表示，即使專

利的請求項或專利申請案的請求項舉出一項「法定例外」（抽象

概念、自然法則、自然現象（包括自然產物）），只要該請求項被

整合到該「法定例外」的一項實際應用（a practical application），

該請求項就不會被導向到基於「產品與方法之標的適格性測試法」

之步驟 2A 的「法定例外」。反之，若請求項舉出一項「法定例

外」，但該請求項未被整合到該「法定例外」的一項實際應用，則

該請求項會被導向到基於「產品與方法之標的適格性測試法」之步

驟 2A 的「法定例外」，而其後該請求項就必須基於「產品與方法

之標的適格性測試法」之步驟 2B（發明概念）進行審查，以決定該

請求項之標的適格性（the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74。 

此外，關於系爭請求項是否已經被整合到「法定例外」的一

項實際應用之肯定考量因素，USPTO 在第九版的 MPEP 75第

2106.04（d）節76第Ⅰ項77的第二段加以補充說明，經由對 Alice

                                                        
72 Id. 
73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Ninth Edition, supra note 38. 
74 2019 Revised Patent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Guidance, supra note 71. 
75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Ninth Edition, supra note 38. 
76 MPEP 第 2106.04(d) 節之主題為「成為一項實際應用的法定例外之整合」（Integration 

of a Judicial Exception Into A Practical Application）。See https://www.uspto.gov/web/ 

offices/pac/mpep/s2106.html#ch2100_d2e7df_235a2_338 (last visited 08/20/2021). 
77 MPEP 第 2106.04(d)節第Ⅰ項之主題為「評估是否額外的元件整合一項法定例

外成為一項實際應用之相關考量因素」(Relevant Considerations for Evalu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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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78之解釋，聯邦最高法院與 CAFC 已經認為能表示「一項額外

的元件或元件之組合可能已經整合法定例外成為一項實際應用」

的限制條件包括：（1）電腦功能的改進，或其他技術或技術領域

的改進；（2）應用或使用法定例外以對於疾病或醫療狀況實行特

定的治療或預防；（3）以對於請求項而言是完整的特定機器或產

品而實施法定例外，或會同對於請求項而言是完整的特定機器或

產品而使用法定例外；（4）使特定物品轉換或簡化為不同的狀態

或事物；（5）以一些其他有意義的方式應用或使用法定例外，而

該等方式超越了通常連結於對特定技術環境的法定例外之使用，

諸如該請求項整體而言超越了旨在壟斷該例外的草擬作品79。 

另一方面，關於系爭請求項是否已經被整合到「法定例外」

的一項實際應用之否定考量因素，USPTO 在第九版的 MPEP 第

2106.04(d)節第 Ⅰ項的第三段加以補充說明，聯邦最高法院與

CAFC 也已經確認「無法整合法定例外成為一項實際應用」的限

制條件包括：（1）僅在法定例外下提到「應用它」一詞（或其

同義詞），或僅包含在電腦上實施抽象概念的說明，或僅使用電

腦作為工具以執行抽象概念；（2）對於法定例外增加無關緊要

的額外解決活動；（3）通常連結於對特定技術環境或使用領域

的法定例外之使用80。 

                                                        

Whether Additional Elements Integrate a Judicial Exception into a Practical 

Application)。See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06.html#ch2100_ 

d2e7df_235a2_338 (last visited 08/20/2021). 
78 Alice Corporation PTY. LTD. v. CLS Bank International et al., 768 F. Supp.2d 221 

(D.D.C. 2011), aff’d, 717 F.3d 1269 (Fed. Cir. 2013), aff’d, 134 S.Ct. 2347 (2014). 
79 See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06.html#ch2100_d2e7df_235a2_338 (last 

visited 08/20/2021). 
80 Id.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06.html#ch2100_ d2e7df_235a2_338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06.html#ch2100_ d2e7df_235a2_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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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相關實務見解 

（一）Blue Spike, LLC, v. Google Inc.案
81

  

原告（Blue Spike, LLC）向加州北區地方法院控告被告

（Google Inc.）侵害原告的美國專利證書號碼第 7,346,472 號專

利、第 7,660,700 號專利、第 7,949,494 號專利、第 8,214,175 號

專利及第 8,712,728 號專利，該五項專利被定名為「信號監測與

分析之方法及裝置」（“Method and Device for Monitoring and 

Analyzing Signals”）並分享相同的規格，而該等專利包括方法與

系統請求項。被告則爭論系爭專利請求項廣泛地涵蓋以電腦為基

礎的內容比較（computer-based content comparisons），其係基於

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的規定而不可授予專利之抽象概念，因此系

爭專利請求項是無效的，故被告向法院聲請「依訴狀請求判決」

（moves for judgment on the pleadings）82。 

承審本案的加州北區地方法院（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表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長期以來認為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包括重要的隱含例外（ implicit exception）：自然法則

（laws of nature）、自然現象（natural phenomena）及抽象概念

（abstract ideas）並非可授予專利的83。因此，在決定是否請求項

係「專利不適格的」（patent-ineligible），法院首先必須決定是

否該等請求項被導向「不適格的專利概念」（patent-ineligible 

concept），例如抽象概念84。 

                                                        
81 Blue Spike, LLC, v. Google Inc., 2015 WL 5260506 (N.D. Cal. Sept. 08, 2015). 
82 Id. at 1. 
83 Id. at 3. 
84 Id.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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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請求項被導向抽象概念，則法院必須考量是否該等請求項涉

及「發明概念」（inventive concept），例如該實施中的專利會累計

成為「顯著多於」（amounts to “significantly more than”）以「不可

授予專利之概念本身」（ineligible concept itself）為基礎的專利85。 

原告以專家聲明的支持而爭論，其請求項涵蓋能完成超越人

類能力進行比較之發明。原告並爭論該請求項涵蓋幾乎無限的信

號範圍以供比較；然而，該請求項並未涉及任何發明的概念86。 

該法院並引述 CAFC 在 Digitech Image Technologies, LLC v. 

Electronics for Imaging, Inc.案87中所採的見解而表示，在未要求

任何的物理體現下，被導向描述與數位圖像處理有關的數學轉換

之系統請求項並未被導向專利適格之標的（亦即該請求項並未舉

出會累計成為「顯著多於法定例外」之額外元件），因此所有的

系爭請求項並非是專利適格的。基於上述理由，該法院核准被告

聲請的「依訴狀請求判決」，而認為在該聲請書中所列出的主張

之請求項（the asserted claims listed in the motion）是無效的88。 

（二）Purepredictive, Inc. v. H2O.AI, Inc.案89
  

原告（Purepredictive, Inc.）控告被告（H2O.AI, Inc.）侵害

原告的美國專利證書號碼第 8,880,446 號專利（下稱 446 號專

利），而構成直接侵權90與誘引侵權91。被告聲請駁回原告之請

                                                        
85 Id. 
86 Id. at 6. 
87 Digitech Image Technologies, LLC v. Electronics for Imaging, Inc., 758 F.3d 1344, 

1350 (Fed. Cir. 2014). 
88 Blue Spike, LLC v. Google Inc., 2015 WL 5260506, at *10-11 (N.D. Cal. Sept. 08, 

2015). 
89 Purepredictive, Inc. v. H2O.AI, Inc., 2017 WL 3721480 (N.D. Cal. Aug. 29, 2017). 
90 請參閱美國專利法第 271 條（a）項。 
91 請參閱美國專利法第 271 條（b）項。 

https://1.next.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Y&serNum=2033817707&pubNum=0000506&originatingDoc=I9456f340579811e58212e4bbedac7c67&refType=RP&fi=co_pp_sp_506_1350&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Search)#co_pp_sp_506_1350
https://1.next.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Y&serNum=2033817707&pubNum=0000506&originatingDoc=I9456f340579811e58212e4bbedac7c67&refType=RP&fi=co_pp_sp_506_1350&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Search)#co_pp_sp_506_1350
https://1.next.westlaw.com/Search/Results.html?query=advanced%3a+OAID(5037660674)&saveJuris=False&contentType=BUSINESS-INVESTIGATOR&startIndex=1&contextData=(sc.Default)&categoryPageUrl=Home%2fCompanyInvestigator&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
https://1.next.westlaw.com/Search/Results.html?query=advanced%3a+OAID(5037660674)&saveJuris=False&contentType=BUSINESS-INVESTIGATOR&startIndex=1&contextData=(sc.Default)&categoryPageUrl=Home%2fCompanyInvestigator&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
https://1.next.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Y&serNum=2033817707&pubNum=0000506&originatingDoc=I9456f340579811e58212e4bbedac7c67&refType=RP&fi=co_pp_sp_506_1350&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Search)#co_pp_sp_506_1350
https://1.next.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Y&serNum=2033817707&pubNum=0000506&originatingDoc=I9456f340579811e58212e4bbedac7c67&refType=RP&fi=co_pp_sp_506_1350&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Search)#co_pp_sp_506_1350
https://1.next.westlaw.com/Search/Results.html?query=advanced%3a+OAID(5037660674)&saveJuris=False&contentType=BUSINESS-INVESTIGATOR&startIndex=1&contextData=(sc.Default)&categoryPageUrl=Home%2fCompanyInvestigator&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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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被告主張由於 446 號專利的請求項被導向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 所 規 定 的 「 不 適 格 的 專 利 概 念 」 （ patent-ineligible 

concepts），因此 446 號專利是無效的92。 

原告爭論該發明的請求項經由其要求的結合而包含在該發明

領域的非常規改進以及發明概念。原告並宣稱該方法構成在該發

明領域的非常規解決方案且該發明的特別安排是一種對於現存技

術的改良93。 

承 審 本 案 的加州北區地方法院（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同意被告所主張的情事，原告的請求項被導向使用數

學演算法以執行預測分析的心智過程及抽象概念。該預測分析工

作的方法被導向蒐集與分析資訊。根據「兩步分析」測試法的第

一步驟加以判斷，生成來自數據的學習功能或回歸是基本的數學

方法，例如：回歸模型（regression modeling），或經由演算法

運行數據，並非可授予專利之概念94。 

其次，根據「兩步分析」測試法的第二步驟加以判斷，發揮學

習功能之方法、評估其有效性之方法、及選擇那些最有效者以創立

規則集（a rule set）之方法。這些方法是數學方法，該等數學方法

不僅能被人類執行，且其尚為可參考預測分析的一般抽象概念，而

非任何特定的應用（specific application）。原告亦無法顯示其請求

項能改善電腦相關技術之功能，而非使用電腦作為工具95。 

該法院認為，原告的解決方案仍然是蒐集與分析數據的抽象數

學方法，而該解決方案並不符合 Alice 案96的「兩步分析」測試法

                                                        
92 Purepredictive, Inc. v. H2O.AI, Inc., 2017 WL 3721480, at *1 (N.D. Cal. Aug. 29, 2017). 
93 Id. at 6. 
94 Id. at 5. 
95 Id. 
96 supra note 78. 

https://1.next.westlaw.com/Search/Results.html?query=advanced%3a+OAID(5037660674)&saveJuris=False&contentType=BUSINESS-INVESTIGATOR&startIndex=1&contextData=(sc.Default)&categoryPageUrl=Home%2fCompanyInvestigator&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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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二步驟（相當於「產品與方法之標的適格性測驗法」之步驟

2B）所需要的非常規的解決方案或發明的解決方案97。 

由於原告的請求項被導向操作數學功能（the manipulation of 

mathematical functions）的抽象概念，且原告僅將電腦作為工具

使用，而非提供電腦相關技術的特定改良，故原告無法顯示足以

轉化其請求項之發明概念（亦即該請求項並未舉出會累計成為

「顯著多於法定例外」之額外元件），因此該請求項並非美國專

利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適格之專利標的，故承審法院批准被告的

提議而駁回原告之訴98。 

（三）In Finjan Inc. v. Blue Coat Systems, Inc.案99
 

在 2018 年的 In Finjan Inc. v. Blue Coat Systems, Inc.案，系爭

發明係掃描電腦應用程式的電腦病毒之掃描方法，系爭發明產生

防火牆的安全規格，用於識別程式中任何潛在的可疑代碼，並將

該安全規格鏈接到電腦應用程式。 

CAFC 判定該產生防火牆的安全規格能使系爭發明可以保護使

用者對抗原先未知的電腦病毒及「混淆的代碼」（obfuscated 

code），而傳統的電腦病毒掃描程式只能辨識原先已經被識別的電

腦病毒之存在；CAFC 並認為，該安全規格亦使得電腦病毒掃描程

式對電腦病毒的過濾更靈活，且使得使用者對於該電腦病毒掃描程

式的客製化更廣大。因此 CAFC 認為，由於系爭請求項未被導向屬

於「法定例外」之抽象概念，因此該請求項是適格之專利標的。 

CAFC 的此種分析即相當於在前述 USPTO 於 2020 年改編的

MPEP 第九版所增訂的步驟 2A 的「雙分叉檢驗」之第二分叉檢

                                                        
97 Purepredictive, Inc. v. H2O.AI, Inc., 2017 WL 3721480, at *6 (N.D. Cal. Aug. 29, 2017). 
98 Id. at 1, 7. 
99 879 F.3d 1299, 125 USPQ2d 1282 (Fed. Cir. 2018). 

https://1.next.westlaw.com/Search/Results.html?query=advanced%3a+OAID(5037660674)&saveJuris=False&contentType=BUSINESS-INVESTIGATOR&startIndex=1&contextData=(sc.Default)&categoryPageUrl=Home%2fCompanyInvestigator&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


36高大法學論叢 第 17 卷．第 2 期 

 

 

驗中，CAFC 判定該額外的元件（產生防火牆的安全規格）整合

該「法定例外」（電腦應用程式）成為一項實際應用（ a 

practical application），致使該請求項能通過步驟 2A 之第二分叉

檢驗而不符合步驟 2A 的審查，故該請求項不會被導向步驟 2A

的「法定例外」，因此該請求項無須經過步驟 2B 的審查，即可

經由前述流程圖之「途徑 B」而成為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所規定

的適格之專利標的。 

（四）Solutran, Inc. v. Elavon, Inc.案100
 

在 2019年的 Solutran, Inc. v. Elavon, Inc.案，系爭請求項係電子

處理紙質支票的方法，所有的這些方法都包含限制條件，而這些限

制條件列出，自商業經營者接收其交易數據，記入商業經營者之帳

戶，以及在商業經營者之帳戶被記帳後接收及掃描紙質支票。 

CAFC 首先判定，「當電子處理支票時，會儘早記入商業經

營者之帳戶」是一種「長期的商業慣例」。特別是，CAFC 判定

該等請求項「未改善來自支票的資料之技術取得以創建數位檔案

或電子記入銀行帳戶的技術步驟」，該等請求項亦「未改善支票

如何被掃描」。 

CAFC 的此種分析即相當於在前述 USPTO 於 2020 年改編的

MPEP 第九版所增訂的步驟 2A 的「雙分叉檢驗」之第二分叉檢驗

中，CAFC 判定該「法定例外」（電子處理紙質支票的方法）未被

整合為一項實際應用，致使該請求項未通過步驟 2A 之第二分叉檢

驗而符合步驟 2A 的審查，故該請求項會被導向步驟 2A 的「法定

例外」，因此該請求項必須基於步驟 2B 進行審查，以判斷該請求

項是否為美國專利法第 101條所規定的適格之專利標的。 

                                                        
100 931 F.3d 1161, 2019 USPQ2d 281076 (Fed. Ci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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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相關法制之綜合評析 

（一）發明之定義（專利適格性） 

關於 USPTO 及美國各級法院審查 AI 相關發明的專利適格

性，主要是依照 Alice 案101援用 Mayo 案102建立的「兩步分析」

測試法，以及 USPTO 參照「兩步分析」測試法而修正 MPEP 第

2106 節有關專利標的之適格性的判斷流程圖及其說明所構成的

「產品與方法之標的適格性測試法」。該測試法增加了前述「兩

步分析」測試法所沒有的步驟 1：先檢驗請求項是否被導向成文

法的發明領域（方法、機器、產品、物質之成分）。若請求項自

整體觀察未落入成文法的發明領域，則該請求項並非美國專利法

第 101 條所規定的適格之專利標的；惟若該請求項經修正後會落

入成文法的發明領域，則該請求項仍得依精簡化之適格性分析或

依步驟 2A 及步驟 2B 進行審查，以判斷該請求項是否為美國專

利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適格之專利標的。 

關於步驟 2A（相當於「兩步分析」測試法的第一步驟）：檢

驗請求項是否被導向「法定例外」（抽象概念、自然法則、自然現

象（包括自然產物））。若請求項自整體觀察落入成文法的發明領

域，而該請求項未被導向「法定例外」，則該請求項為美國專利法

第 101 條所規定的適格之專利標的，因此該請求項不須要依步驟

2B 進行審查。此外，依第九版的 MPEP 之規定，即使請求項舉出

一項「法定例外」，只要該請求項被整合到該「法定例外」的一項

實際應用（a practical application），該請求項亦不會被導向到基於

「產品與方法之標的適格性測試法」之步驟 2A 的「法定例外」。

                                                        
101 supra note 78. 
102 supra note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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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若請求項舉出一項「法定例外」，但該請求項未被整合到該

「法定例外」的一項實際應用，則該請求項會被導向到基於「產品

與方法之標的適格性測試法」之步驟 2A 的「法定例外」，而其後

該請求項就必須基於「產品與方法之標的適格性測試法」之步驟

2B（發明概念）進行審查，以判斷該請求項是否為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適格之專利標的。 

關於步驟 2B（相當於「兩步分析」測試法的第二步驟）：

檢驗請求項是否舉出額外元件，而使該請求項「顯著多於法定例

外」並成為發明概念。若該請求項在個別形式下或被要求的結合形

式下已經舉出會累計成為「顯著多於法定例外」之額外元件，則該

請求項為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適格之專利標的；反之，若

該請求項未舉出會累計成為「顯著多於法定例外」之額外元件，則

該請求項並非美國專利法第 101條所規定的適格之專利標的。 

（二）進步性之考量因素 

為說明有關判斷「非顯著性」（進步性）的一般標準，

USPTO 參照美國相關重要判決所提出的法律見解，在 MPEP 第

2141 節至第 2141.03 節對於判斷非顯著性的一般標準作出詳細的

說明。USPTO 要求其審查人員必須以「共通認知」作為合理基

礎而對相關的引證資料進行搜尋103；USPTO 並舉出關於顯著性

所根據的基本事實之三項調查重點104；USPTO 又表示，Graham

案105所提出的有關「非顯著性」（進步性）的審酌因素106在任何有關

                                                        
103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upra note 44, at 2141. 
104 Id. at 2141 II. 該三項調查重點為：（A）決定先前技術之範圍及內容；（B）探明主張

專利之發明與先前技術之間的差異；（C）解析相關技術領域之通常技能的程度。 
105 supra note 47. 
106 同前註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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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性之分析的判決中係具有指導性的107；USPTO 並舉出可用以決

定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程度之五項審酌因素108；USPTO

又舉出可以適用聯邦最高法院在 KSR 案109所確立的「可以支持顯著

性之判斷的典型原理」之七個項目110。 

為說明有關判斷「非顯著性」（進步性）的「輔助考量因素」，

USPTO參照Graham案111與 Pfizer Inc. v. Sandoz Inc.案112所述關於決

定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須要審酌的「輔助考量因素」，在

2018 年的 MPEP 第 716.01 節至 716.04 節中對於有關判斷「非顯著

性」的「輔助考量因素」之主要內容（包括：關鍵性或無法預期的結

果之證據、商業上的成功、長期察覺的需要之解決方案、其他人的失

敗、專家的懷疑）及其如何適用進行詳細的規定。 

此外，為提高對於專利相關資料檢索的正確程度並加快其檢索的

                                                        
107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upra note 44, at 2141 II. 
108 Id. at 2141 II. C. 該五項審酌因素為：（A）在該技術領域所遭遇的問題之類

型；（B）先前技術對該等問題之解决方案；（C）完成該等創新之速度；

（D）該技術之複雜性；（E）在該技術領域的在職工作者之教育程度。 
109 指 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 550 U.S. 398 (2007).）. 
110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upra note 44, at 2141 III. 該七個

項目為：（A）依據已知的方法結合先前技術的元件以產生可預期的結果；

（B）一種已知元件對於另一元件的簡單替換以獲得可預期的結果；（C）以

相同的方式用已知的技術以改良類似的設備（方法或產品）；（D）對準備改

良的已知設備（方法或產品）適用已知的技術以產生可預期的結果；（E）

「明顯可試的」─具有合理的成功期待而自確立的、可預期的有限解決方案進

行選擇；（F）基於設計的誘因或其他的市場力量可以促使一個領域的已知創

作產生變化以便使用於相同領域或不同領域，若該變化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是可預期的；（G）在先前技術的某些教示、建議、或動機可能

已經使得具有通常知識者修改先前技術的引證資料或結合先前技術的引證資料

之教示以完成主張專利之發明。 
111 supra note 47. 
112 Pfizer Inc. v. Sandoz Inc., 2016 WL 1611377 (2016). 

https://1.next.westlaw.com/Document/Ia72f3410094911e6aa51de8c0a70fd8b/View/FullText.html?listSource=Search&navigationPath=Search%2fv1%2fresults%2fnavigation%2fi0ad7403600000172d89ca982266ee3ed%3fNav%3dCASE%26fragmentIdentifier%3dIa72f3410094911e6aa51de8c0a70fd8b%26parentRank%3d0%26startIndex%3d1%26contextData%3d%2528sc.Search%2529%26transitionType%3dSearchItem&list=ALL&rank=2&originationContext=docHeader&contextData=(sc.Search)&transitionType=Document&needToInjectTerms=False&docSource=5c202df96c4c4807a8170a1c395ae3de
https://1.next.westlaw.com/Document/Ia72f3410094911e6aa51de8c0a70fd8b/View/FullText.html?listSource=Search&navigationPath=Search%2fv1%2fresults%2fnavigation%2fi0ad7403600000172d89ca982266ee3ed%3fNav%3dCASE%26fragmentIdentifier%3dIa72f3410094911e6aa51de8c0a70fd8b%26parentRank%3d0%26startIndex%3d1%26contextData%3d%2528sc.Search%2529%26transitionType%3dSearchItem&list=ALL&rank=2&originationContext=docHeader&contextData=(sc.Search)&transitionType=Document&needToInjectTerms=False&docSource=5c202df96c4c4807a8170a1c395ae3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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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USPTO 正在利用 AI 技術從專利申請文件中擷取技術資料，並

將 AI 所擷取的技術資料告知需要對合作的專利分類（Cooperative 

Patent Classification，下稱 CPC）之分類號的資料進行評估審查的專

利審查人員。如果專利審查人員發現 AI 輔助的 CPC 資料很有價值，

最終將有助於審查人員減少對 CPC 的標記而加快整個評估審查過程
113。具體而言，係以監督式機器學習分類演算法訓練資料源，但以非

監督式機器學習對申請文件進行智能化解析，並使用超過 30 萬次的

CPC之分類號加以驗證而找出最佳表現的演算法114。 

參、歐洲相關法制 

一、歐洲的相關規範 

（一）歐洲專利公約之相關規定 

歐洲專利公約（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下稱 EPC）115第

52 條隸屬於 EPC 第二部第一章（有關專利適格性（ patent 

eligibility）之規定）。EPC 第 52 條第（1）段規定，歐洲專利將被

授予在所有技術領域的任何發明，若該等發明係新穎的（new）、

涉及一種發明步驟（an inventive step）且容易於產業上利用的

（susceptible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 

                                                        
113 John Curran, USPTO Rolls Out First AI Project to Speed Patent Exam Process, at 

https://www.meritalk.com/articles/uspto-rolls-out-first-ai-project-to-speed-patent-
exam-process/ (last visited 08/20/2021). 

114 芮嘉瑋（2021），〈五大智慧財產局運用 AI 技術導入業務營運的現況與規

劃〉，《專利師》，46 期，頁 131。 
115 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16th edition, 16 July 2016, at http://documents.epo.org/ 

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029F2DA107DD667FC125825F005311DA/$File/EPC_16th
_edition_2016_en.pdf (last visited 08/20/2021).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029F2DA107DD66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029F2DA107DD66


AI 發明的專利適格性與進步性之研究41 

 

 

EPC 第 52 條第（2）段則清楚列出不被認為是發明的特定項目，

EPC 第 52 條第（2）段規定，下列特定項目將不被認為是在本條第

（1）段所規定的意義內之發明：（a）發現、科學理論及數學方法；

（b）美學創作；（c）執行心智活動、進行遊戲比賽或經營商業的計

劃、規則與方法，以及電腦程式；（d）訊息之提供。 

EPC 第 52 條第（3）段又進一步規定，僅在歐洲專利之申請或歐

洲專利相關的主題或活動本身（as such）之範圍內，本條第（2）段

才會排除其所述的主題或活動之專利適格性（patent eligibility）。 

EPC 第 56 條前段則規定，在考慮到現有技術的狀態（the state 

of the art）下，若一項發明對所屬技術領域的通常技能者（a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並非顯著的，則該發明將被認為涉及發明步驟

（inventive step）（亦即具有進步性）。 

此外，EPC 第 83 條規定，歐洲專利之申請書應該以足夠清楚

和完整的方式（in a manner sufficiently clear and complete）揭露發

明，以便該發明能由所屬技術領域的通常技能者（a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實施。 

（二）「歐洲專利局審查指南」中有關AI發明的專利適格性116之說明 

1.「歐洲專利局審查指南」中有關 AI 發明是否符合 EPC 第

52 條所規定的專利適格性之說明 

歐洲專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下稱 EPO）2021年 3月

發布新版的「歐洲專利局審查指南」（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116 此部分所稱的「專利適格性」係指「歐洲專利局審查指南」第 G 部（Part G）

第一章第 1 節所規定的廣義的專利適格性，而包括 EPC 第 52 條所規定的「發

明」必須從屬於任何技術領域，以及申請專利應符合的三項實體要件，即該發

明必須是「容易於產業上利用的」（該發明具有「產業上利用性」）、該發明

必須是「新穎的」（該發明具有「新穎性」）、該發明必須涉及一種「發明的

步驟」（該發明具有「進步性」（又稱為「非顯著性」））。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guidelines2018/e/g.htm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guidelines2018/e/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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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117，該指南的第 G部（Part G）有關

專利適格性（patent eligibility）之規定的第二章第 3.3.1節即在說明

AI與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下稱 ML）118的專利適格性。 

依「歐洲專利局審查指南」第 G 部第二章第 3.3.1 節之說明，

當 EPO 依照 EPC 第 52 條第（1）段、第 52 條第（2）段及第 52 條

第（3）段之規定審查主張權利之標的在整體上（as a whole）是否

具有技術特性（technical character）時，EPO應仔細觀察諸如「支持

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119、「推理引擎」（reasoning 

engine）120或「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121之表達方式，因為

這些表達方式經常提到缺乏技術特性的抽象模型（ abstract 

models）。該指南同章節並指出，在分類方法用於技術目的之情

況下，若生成訓練集與訓練分類器的步驟支持達成該技術目的，

                                                        
117  See https://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C4B20952A0A7EF6BC125868 

B002A5C61/$File/epo_guidelines_for_examination_2021_hyperlinked_showing_modificati

ons_en.pdf (last visited 08/20/2021). 
118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supra note 2. 
119 「支持向量機」是在分類與迴歸分析中分析資料的監督式學習模型與相關的學

習演算法。其實施方式係給定一組訓練實例，每個訓練實例被標記為屬於兩

個類別中的一個類別或另一個類別。「支持向量機」訓練演算法建立一個將

新的實例分配給兩個類別之一的模型，使其成為非概率二元線性分類器。 
120 「推理引擎」通常包括調度器，執行器和一致性協調器三部分。調度器控制整個推

理流程，使得推理可以按照一定的流程進行下去；執行器執行調度器所選定的動

作，並且負責讀取資料庫中的資訊；一致性協調器保持推理中間結果的一致性，主

要用於反向推理。詳見：中文百科，https://www.newton.com.tw/wiki/%E6%8E% 

A8%E7%90%86%E5%BC%95%E6%93%8E/6311829（最後瀏覽日：08/20/2021）。 
121 「神經網路」是一種模仿動物神經網路的行為特徵，進行分佈式與並行資訊處理

的算法數學模型。這種網路依照系統的複雜程度，通過調整內部大量節點之間相

互連接的關係，從而達到快速處理大量資訊之目的。詳見：華人百科，

https://www.itsfun.com.tw/%E4%BA%BA%E5%B7%A5%E7%A5%9E%E7%B6%93%E

7%B6%B2%E8%B7%AF/wiki-1512861-9831951（最後瀏覽日：08/20/2021）。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guidelines2018/e/g.htm
https://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C4B20952A0A7EF6BC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86%E7%B1%BB%E9%97%AE%E9%A2%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B4%E6%AD%B8%E5%88%86%E6%9E%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A3%E7%9D%A3%E5%BC%8F%E5%AD%B8%E7%BF%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E%97%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8C%E5%85%83%E5%88%86%E7%B1%BB%E5%99%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F%E6%80%A7%E5%88%86%E7%B1%BB%E5%99%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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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該等步驟也可能有貢獻於發明的技術特性（ technical 

character）122。 

再者，該指南同章的第 3.3 節（「數學方法」（Mathematical 

methods））所述的專利適格性之審查標準經常被應用於 AI 與

ML。數學方法在解決所有技術領域的技術問題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然而，根據 EPC 第 52 條第（3）段之規定，當數學方法本身

（as such）被請求專利時，EPC 第 52 條第（2）段（a）款所列出

的數學方法會被排除於專利適格性之外123。 

此外，該指南同章節並指出，若請求項導向一種涉及技術

手段（例如電腦）的使用方法或導向一種設備，則該請求項的

主題整體上具有技術特性，因此根據 EPC 第 52 條第（2）段

與第（3）段之規定，該請求項的主題不會被排除於專利適格

性之外。一旦確定請求專利的主題整體上不會被排除於 EPC

第 52 條第（2）段與第（3）段所規定的專利適格性之外，且

該請求專利的主題在 EPC 第 52 條第（1）段所規定的發明之

文義範圍內，則應該對該請求專利的主題審查關於其他專利適

格性的要件，特別是第 G 部第一章第 1 節所規定的新穎性與

發明步驟124。 

2.「歐洲專利局審查指南」中有關 AI 發明是否符合「發明

步驟」（「進步性」）之說明 

在 2021 年修正的「歐洲專利局審查指南」第 G 部第七章

                                                        
122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supra note 2. 
123 Id. at Part G, Chapter II, 3.3. 
124 Id. 第 G 部（Part G）第一章第 1 節所規定的專利適格性的四項基本要件為：

（1）一項「發明」必須從屬於任何技術領域；（2）該發明必須是「容易於

產業上利用的」；（3）該發明必須是「新穎的」；（4）該發明必須涉及一

種「發明的步驟」。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guidelines2018/e/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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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步驟」（Inventive step）中，歐洲專利局表示，「所屬技

術領域熟習技術者」（The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被推定為

相關技術領域的熟練從業者，其具有一般知識與能力，並了解於

相關日期在本技術領域的公共常識125。此外，公共常識可以來自

各種來源而不一定取決於在特定日期的特定文件發布。若對於宣

稱某事項是公共常識此事受到爭議，則此事僅需要受到書面證據

（例如，教科書）支持126。 

歐洲專利局並表示，關於定義本發明的任何請求項，所須考

慮的問題為是否在對該請求項有效的申請日或優先權日之前，已

顧及當時所知的技術，達成落入該請求項條件內的某些事項對所

屬技術領域熟習技術者而言已是顯而易見的。若是如此，則該請

求項將因欠缺發明步驟而不被核准127。 

為減緩「後見之明」（hindsight）之發生，歐洲專利局對於有關

評估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的「問題─解決方法」（problem-solution 

approach）作成更詳細的說明，期能以客觀且可預測的方式評估發明

是否具有進步性。「問題─解決方法」有三個主要步驟：（1）決定

「最接近的先前技術」，（2）確立待解決的「客觀技術問題」，以

及（3）自最接近的先前技術與客觀的技術問題開始考量是否該主張

專利權的發明對於所屬技術領域熟習技術者將已經是顯著的128。 

在第一步驟，「最接近的先前技術」是在單一的引證資料下

揭露特徵的組合，該特徵的組合構成導向發明之發展最有希望的

起點。在選擇「最接近的先前技術」時，第一個考量因素為「最

                                                        
125 Id. at Part G, Chapter VII, 3. 
126 Id. at Part G, Chapter VII, 3.1. 
127 Id. at Part G, Chapter VII, 4. 
128 Id. at Part G, Chapter VI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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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的先前技術」必須被導向與該發明相似的目的或效果或至少

與主張專利權的發明屬於相同的或密切相關的技術領域。實際

上，「最接近的先前技術」經常對應於相似的使用並要求最少的

結構與功能修改而完成主張專利權的發明129。 

在第二步驟，以客觀的方式確立待解決的技術問題。為完成

此步驟，須要研究該申請（或該專利），並研究自主張專利權的

發明與最接近的先前技術之間（結構或功能）的特徵而言最接近

的先前技術與差異（亦稱為該主張專利權的發明之「有區別的特

徵」），確定自有區別的特徵所產生的技術效果，且接著擬出該

技術問題130。 

在第三步驟，須要解答的問題為是否就該先前技術整體而言

有任何教示將會（不僅是「可能」，而是「將會」）已經驅使面

臨該客觀技術問題的所屬技術領域熟習技術者考慮該教示以修改

或改良該最接近的先前技術，從而完成落入該請求項範圍內的某

種事物，並因此完成該發明所要完成者。換言之，其重點並非是

否該所屬技術領域熟習技術者「可能」已經藉由改良或修改該最

接近的先前技術而完成該發明，其重點為是否由於該先前技術驅

使該所屬技術領域熟習技術者在有所改善或優勢的期待下如此做

（藉由改良或修改該最接近的先前技術而完成該發明），該所屬

技術領域熟習技術者「將會」已經如此做131。 

（三）EPO 在「授予人工智慧專利：會議摘要」之說明 

關於 EPO 如何處理 AI 在專利應用之爭議，在「授予人工智

慧專利：會議摘要」（Paten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129 Id. at Part G, Chapter VII, 5.1. 
130 Id. at Part G, Chapter VII, 5.2. 
131 Id. at Part G, Chapter VII,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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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下稱「AI 專利會議摘要」）中，EPO 提出「雙關方

法 」 （ two-hurdle approach ） 以 及 技 術 特 徵 的 貢 獻 （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technical character）加以說明。EPO 在「AI 專

利會議摘要」中表示，AI 不僅是一種 ML 且涵蓋了進階數學，

該進階數學提出了數學模型受到專利保護的資格問題132。 

有學者指出 EPO 對於 AI 相關發明在歐洲是否能取得專利採取

「雙關方法」進行檢驗。「雙關方法」指在歐洲，軟體（包括 AI

相關發明）要取得專利須要克服雙重關卡，第一關為「專利適格

性」（patent-eligibility）：在專利請求項中有單一技術特徵（a 

single technical feature）即符合第一關之要求。第二關為「發明步

驟」（inventive step）：僅有該技術特徵能確立非顯著性（non-

obviousness）才符合第二關之要求133。 

當評估專利適格性（patent eligibility）時，EPO 將「雙關方

法」適用於「混合類型的發明」（mixed-type inventions），並認為

必須提問：「AI 與 ML 的方法或步驟有貢獻於發明的技術特性

（technical character）嗎？」此外，數據的性質也受到考量，並區

分了功能數據與認知數據（cognitive data）134。 

關於如何顯示技術影響（technical effect），在「AI 專利會議

摘要」中，EPO 提出以下說明。在回答來自聽眾有關驗證技術效

果的包含測試（the inclusion of tests）之問題，EPO 建議在專利

                                                        
132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aten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Summary 

4 (2018), available at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acad.nsf/0/ 
D9F20464038C0753C125829E0031B814/$FILE/summary_conference_artificial_in
telligence_en.pdf (last visited 08/20/2021). 

133 Patrick Heckeler, Software patent applications: How the EPO examines innovative 
software, at https://www.bardehle.com/europeansoftwarepatents/software-patent-
epo/ (last visited 08/20/2021). 

134 Id.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acad.nsf/0/%20D9F20464038C0753C125829E0031B814/$FILE/summary_conference_artificial_intelligence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acad.nsf/0/%20D9F20464038C0753C125829E0031B814/$FILE/summary_conference_artificial_intelligence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acad.nsf/0/%20D9F20464038C0753C125829E0031B814/$FILE/summary_conference_artificial_intelligence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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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書中盡可能多納入有關技術效果的資料。此外，有時候必須

藉由申請人或代理人的對話顯示出與發明人的頻繁互動以識別技

術特徵與相應的技術效果135。 

關於請求項之清晰度（Clarity），在「AI 專利會議摘要」中，

EPO 提出以下說明。專利審查人員可能因為在請求項中有流行語

和行銷術語致使請求項欠缺清晰度而拒絕授予專利；專利審查人員

知道小心考量專利保護範圍之重要性。專利代理人則建議界定人工

神經網路之特性，例如輸入或輸出數據以及數據網路結構136。 

關於如何基於 EPC 以認定「通常技能者」（ the skilled 

person），在「AI 專利會議摘要」中，EPO 提出以下說明。

「通常技能者」之概念出現在 EPC 第 56 條及第 83 條（有關發

明步驟（ inventive step）與個別揭露的充分性（ sufficiency of 

disclosure respectively））。根據「歐洲專利局審查指南」，

「通常技能者」也可能是一個團隊。「通常技能者」知道該申請

領域所使用的概念和術語（concepts and terminology）且具有用

於日常工作和實驗的手段；若在系爭領域中 AI 工具的使用是普

遍的，則該手段可能包括 AI 工具137。 

依照 EPO 在「AI 專利會議摘要」之說明，AI 科技可分為

「核心 AI」（Core AI）、「訓練模型或機器學習」（Trained 

Models/Machine Learning）與「AI 工具」（AI as a tool）三種類

型。關於 AI 科技的第一種類型「核心 AI」，其挑戰係因其經常

與演算法本身（algorithms as such）有關，而依照 EPC 第 52

（2）（a）條及第 52（3）條之規定，演算法本身並非可授予專

                                                        
135 Id. 
136 Id. at 5. 
13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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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數學方法。其解決方案係經由修法或制定新法以使得 AI 演

算法本身成為可授予專利的。關於 AI 科技的第二種類型「訓練

模型或機器學習」，其主張的權利之變化與範圍可能成為爭議問

題。EPO 可能較為寬容地處理藉由特定的資料集（datasets）所

授予的技術性，且 EPO 允許類似於在藥劑中的第二種醫療用途

之權利主張的「模型之第二種用途」（second use of a model）。

然 而 ， 以 不 同 方 式 達 成 的 用 途 不 會 被 認 為 是 均 等 的

（equivalent）。關於 AI 科技的第三種類型「AI 工具」，則是將

AI 作為在應用領域的工具，而經由該 AI 的技術效果（technical 

effects）界定該 AI。例如在自駕車與醫療保健領域，AI 可能作

為工具而被納入較大的請求項以主張權利，並被定義為提供解決

方案的功能特徵（functional feature）。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對

於該請求項整體（as a whole）進行發明步驟（inventive step）之

評估，而非僅功能性地定義「AI 工具」138。 

二、歐洲相關實務見解 

（一）Classification method/COMPTEL 案139 
本案的發明係一種用於分類與連結數據紀錄以及用於分類系統

的方法與電腦程式產品。因為演算法是一種數學（尤其是布林邏

輯）方法，且根據 EPC 第 52 條第（2）段與第 52 條第（3）段之規

定聯用，方法與數學方法本身（as such）被視為係「非發明」

（non-inventions）。再者，演算法的技術特性（technical character）

只有在其用於技術目的時才能被識別。此外，根據請求項 1 的數據

                                                        
138 Id. at 5-6. 
139 T 178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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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的自動分類僅用於對數據記錄進行分類之目的，而未暗示該分

類的任何技術用途。由於該請求項涵蓋該分類數據記錄的任何非技

術的（例如：行政的或商業的）使用，因此 EPO 上訴委員會不認為

該演算法的結果（一組分類數據記錄）可作為技術的結果140。 

主張權利的演算法可以允許在並行的電腦結構中處理數據記

錄，如同數據記錄的各個場域可以在第一階段的處理中分別受到

判斷。然而，請求項 1 未被限於在平行的硬體結構上實施。事實

上，該申請書整體對於平行的數據處理並未做出表示141。 

申請書可以揭露一項強大的演算法，該演算法不會受到在分

類數量要受到識別的變化之影響，當為了一項技術目的而使用演

算法時，該演算法可能是一種有價值的數學財產且隱含技術利

益。然而，請求項 1 未被限於其分類方法的任何技術應用。綜上

所述，該數據記錄為了計費的非技術目的而被分類142。當請求項

1 的演算法未貢獻於分類方法的技術特性，則該演算法未能進入

發明步驟（inventive step）的檢驗143。 

在技術實施階段，藉由電腦程式產品執行演算法的一般概念是一

種自動運行演算法的常見方式。根據 EPO 上訴委員會（Boards of 

Appeal of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的決定，技術考量僅在演算法的

實施階段上發生作用。為此，該申請預設有通常技能的程式設計師知

道如何在通用目的之電腦實施演算法。關於硬體的設計，該申請對於

有通常技能者未提供任何指示。由於 EPO 上訴委員會並未發現任何

發明的技術貢獻，故本案之發明並未符合 EPC 第 56 條規定的發明步

                                                        
140 Id. at 3.1.1. 
141 Id. at 3.1.3 
142 Id. at 3.1.4 
143 Id. at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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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inventive step）之要件144。因此，本案之上訴被駁回。 

（二）Classification/BDGB Enterprise Software 案145 

本案的發明係一種分類方法與裝置，而本案的請求項 1 是一

種未分類的文字文件之電腦化分類的方法，其能使未分類的文字

文件成為多個基於分類模型而預先定義的類別之一146。 

EPO 上訴委員會認為，僅有在數學演算法用於技術目的之範圍

內，該數學演算法才有助於電腦執行的方法之技術特性，惟本案的

數學演算法用於分類文字文件的通用目的，而非用於技術目的147。 

若一種演算法特別適合在電腦執行，因為該演算法的設計能藉由

該電腦內部運作的技術考量所激化，則該演算法無疑會被認為提供技

術貢獻給本發明。然而，該技術考量必須超越僅找出電腦演算法以實

施某些程序。惟在本案中並無該等技術考量存在，而基於請求項 1 的

演算法並未超越分類文件任務的特別數學公式148。此外，僅有一種演

算法導致可再生的結果之事實並不表示該演算法做出技術貢獻149。 

EPO 上訴委員會表示，該數學演算法的技術實施是顯著的，

因此請求項 1 的方法欠缺符合 EPC 第 52 條第（1）段及 EPC 第 56

條規定的發明步驟150。基於上述理由，本案之上訴被駁回。 

（三）System and method for detecting spam using clustering 

and rating of e-mails 案151 

以前的垃圾郵件檢測方法通常涉及按各種標準對訊息進行分

                                                        
144 Id. at 3.2-3.4 
145 T 1358/09 
146 Id. at VIII. 
147 Id. at 5.2 
148 Id. at 5.5 
149 Id. at 5.6 
150 Id. at 5.8 
151 T 21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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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此通常會導致誤報，亦即當垃圾郵件最終歸入合法訊息組或

合法訊息被歸入垃圾郵件152。為了克服這些缺點，本發明提出了

一種包括下列步驟的演算法153： 

－散列：創建包含散列函數與 IP地址的詮釋數據（metadata）； 

－集群：基於相似性的程度創建集群與集群索引樹； 

－權衡：為散列函數創建權重； 

－總結散列總和； 

－根據訊息的詮釋數據被分配的集群之等級評定每則訊息。 

本案的審查部門認為，請求項 1 的主題實質上定義了一種根據電

腦執行的數學演算法對電子訊息進行分類的方法。在參考 T1784/06

案的理由 3.1.1（即前述（一）Classification method/COMPTEL案第一

段的說明）；該審查部門並認為，數學演算法僅在其用於技術目的時

才能夠貢獻於電腦執行的方法之技術特性154。 

在本案中，該演算法所用的通用目的是將電子郵件分類為合法

郵件或垃圾郵件。電子郵件分類對於定位具有相關認知內容的電子

郵件確實是有用的，但在審查部門之觀點，其不符合技術目的155。 

EPO上訴委員會表示，垃圾郵件過濾器（spam filter）通常需要

人工條件加以訓練演算法，關於哪種電子郵件應該被歸入垃圾郵件

以及哪種電子郵件應該保存在郵箱中。此取決於個人使用者的偏

好，因為有些使用者希望收到其他使用者認為是垃圾郵件的某些類

型的廣告或電子郵件。EPO 上訴委員會並表示，該演算法的參數與

結構可能應該適應使用者的偏好。因此，若該分類取決於使用者的

                                                        
152 Id. at 2.2. 
153 Id. at 2.3. 
154 Id. at 5.3.1. 
15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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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偏好，則垃圾郵件過濾器的演算法無法具有純技術之目的156。 

EPO 上訴委員會認為，若本發明主張權利的演算法取決於

使用者的偏好，則該主張權利的方法之目的可能被認為係非技術

的。此外，若一項技術流程鏈被訓練演算法的使用者的干預所打

破，則整體垃圾郵件過濾流程可能被認為係非技術性的157。 

綜上所述，由於本申請案均不符合 EPC 的要件，故審查部

門駁回申請的決定得到確認，因此應不受理此上訴158。 

（四）Simulation of the movement of an autonomous entity 

through an environment 案159 

「歐洲專利局訴願擴大委員會」（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of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在本案中表示，與電腦執

行的發明有關之判例法（即 COMVIK160方法）於電腦執行的模

擬亦可適用。電腦執行的模擬與電腦執行的發明應採用相同標準

加以衡量，但電腦執行的模擬無須直接與物質的真實應用有關。

本案所提到的問題涉及一種「技術系統或過程」之電腦執行的模

                                                        
156 Id. at 5.3.18. 
157 Id. 
158 Id. at 6.2.2. 
159 G0001/19 
160 「COMVIK」案是「歐洲專利局訴願技術委員會」（the Technical Board of 

Appeal of European Patent Office）於 2002 年 9 月 26 日所作成的第 T0641/00

號決定，其以本案的專利權人（上訴人）COMVIK GSM AB 之主要名稱命名

此案而稱為「COMVIK」案（本案的異議人（答辯人）則為 DeTeMobil 德國

電信行動網路有限責任公司）；由於本案涉及由技術特徵與非技術特徵的混

合物所組成的發明是否符合「發明步驟」（inventive step）之判斷，故本案又

稱為「兩種特性」（two identities）案。See European software patents FAQ, at 

https://www.bardehle.com/europeansoftwarepatents/faq/what-is-the-comvik-
approach/ (last visited 08/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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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之可專利性，亦即其得被視為在 EPC 第 52 條161意義內之「技

術的」系統或過程之電腦執行的模擬之可專利性162。 

該委員會並引用「歐洲專利局訴願技術委員會」在

「COMVIK」案163中之見解而表示，由技術特徵與非技術特徵的

混合物所組成而在整體上有技術特性的發明應該藉由考量能對前

述技術特性作出貢獻的所有特徵加以評估關於「發明步驟」之要

件164。又因電腦執行的模擬是電腦執行的過程，通常包括技術的

與非技術的特徵之混合，因此該委員會認為 COMVIK 方法所發

展的標準165可以被用於電腦執行的模擬166。 

該委員會又提出「技術效果超出模擬執行」之標準，該標準被理

解為是指超出程式以及運行模擬的電腦之間正常的物理交互作用的任

何「進一步技術效果」167。任何技術效果超出執行模擬的電腦內正常

的電子交互作用可被視為「發明步驟」168。該委員會並認為電腦執行

                                                        
161 EPC 第 52 條第（1）段規定，歐洲專利將被授予在所有技術領域的任何發

明，若該等發明係新穎的、涉及一種發明步驟且易於為產業應用；EPC 第

52 條第（2）段列出以下特定的項目將不被認為是在本條第（1）段所規定

的意義內之發明：（a）發現、科學理論及數學方法；（b）美學創作；

（c）執行心智活動、進行遊戲比賽或經營商業的計劃、規則與方法，以及

電腦程式；（d）訊息之提供；EPC 第 52 條第（3）段規定，僅在歐洲專利

之申請或歐洲專利相關的主題或活動本身之範圍內，本條第（2）段才會排

除其所述的主題或活動之專利適格性。 
162 supra note 159, at 46. 
163 T0641/00 
164 The European Software Patents Knowledge Base, at https://www.bardehle.com/ 

europeansoftwarepatents/knowledge-base/only-technical-features-can-establish-an-
inventive-step/ (last visited 08/20/2021). 

165 由技術特徵與非技術特徵的混合物所組成而在整體上有技術特性的發明應該藉由考

量能對前述技術特性作出貢獻的所有特徵加以評估是否符合「發明步驟」之要件。 
166 supra note 159, at 114. 
167 Id. at 50. 
168 Id. at 51. 

https://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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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擬本身」係僅包含數字輸入和輸出（無論此類數字輸入／輸出

是否基於物理參數）的模擬過程，亦即電腦執行的「模擬本身」並不

與外部物理現實產生交互作用169。因此，電腦執行的「模擬本身」適

用 EPC 第 52 條第（2）段（c）款與第 52 條第（3）段聯用之規定，

亦即適用排除電腦程式本身之專利適格性的規定170。 

該委員會並表示，電腦執行的發明之技術性係使用「雙關方

法」（two-hurdle approach）進行評估171。第一關為「專利適格

性」，在第一關係基於 EPC 第 52 條進行評估，故在第一關不須要

考量先前技術，即不考慮在發明的優先權日是否該電腦已經存在，

只要專利請求項中有單一的技術特徵即符合第一關之要求172。第二

關為「發明步驟」，發明步驟係基於先前技術與請求專利的主題

之間的差異，故在第二關須要考量先前技術，僅有該先前技術與

請求專利的主題之間的差異所涉及的技術特徵能確立「非顯著

性」時，才符合第二關之要求173。 

該委員會又提出關於「支持發明步驟貢獻於一項技術問題的技

術解決方案之特徵」要件，此項要件意指若一種發明被理解為是一

種基於現存的先前技術之教導，則該種發明應該是一種「技術發

明」。由於通用目的之電腦的使用始終構成在前後關係中的先前技

術，因此根據該要件進行評估的發明需要是「技術性的」而超出通

用目的之電腦的使用範圍。在 EPC 第 52 條中技術發明的定義，特

別是在 EPC 第 52 條第（2）段的「非發明」之表單174，可能對用

                                                        
169 Id. at 53. 
170 Id. at 52. 
171 Id. at b. 
172 supra note 159, at 78. 
173 Id. at 79. 
174 EPC 第 52 條第（2）段列出以下特定的項目將不被認為是在本條第（1）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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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決定是否特定的特徵有貢獻於發明步驟而言是有用的 175。 

該委員會認為，是否一種特徵能貢獻於請求專利的主題之技術

特性乃是基於請求項的整體範圍加以評估176。只有當演算法被用於

技術目的時，該演算法始能貢獻於電腦執行的方法之技術特性177。 

該委員會並認為，即使未有真正的外部物理效應，在軟體被改編

而用於電腦或電腦系統／網路的內部功能之情況下，若該軟體（包括

其底層演算法）仍然可以貢獻於電腦執行的發明之技術特性，則該軟

體可以被認為符合有關專利適格性與發明步驟之規定178。若在技術系

統或過程中電腦執行的模擬本身被請求專利，藉由產生超出在電腦上

模擬執行的技術效果，該電腦執行的模擬本身也能夠解決技術問題，

而使其可以被認為符合有關發明步驟之規定179。 

三、歐洲相關法制之綜合評析 

除了筆者在本文的第參章第二節所提出說明的四個案例中一再

強調電腦相關發明（包括 AI 相關發明）必須具有技術特性

（technical character）或技術特徵（technical features）、或能實現技

術目的、或能產生技術貢獻、或能產生超出在電腦上模擬執行的技

術效果，該電腦相關發明（包括 AI 相關發明）才符合「發明步驟」

（inventive step）（即「進步性」）之要求外，還有許多歐洲實務見

解亦認為，是否具有技術特性，係決定電腦相關發明（包括 AI 相關

                                                        

規定的意義內之發明：（a）發現、科學理論及數學方法；（b）美學創作；

（c）執行心智活動、進行遊戲比賽或經營商業的計劃、規則與方法，以及電

腦程式；（d）訊息之提供。 
175 Id. at 79. 
176 Id. at 82. 
177 Id. at 112. 
178 Id. at 115. 
179 Id. at G. OR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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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是否具有「發明步驟」（inventive step）之重要判斷標準180。

此外，AI 相關發明在整體上是否具有技術特性，亦係決定 AI 相關

發明是否具有「發明步驟」（即「進步性」）之審查重點。 

筆者在本文的第參章第一節第（三）項關於 EPO 在「AI 專利

會議摘要」之說明中即曾引述外國學者對於 AI 相關發明在歐洲是否

能取得專利之見解，該學者指出 EPO 對於 AI 相關發明在歐洲是否

能取得專利採取「雙關方法」（two-hurdle approach）進行檢驗。

「雙關方法」指在歐洲，軟體（包括 AI 相關發明）要獲得專利須要

克服雙重關卡，第一關為「專利適格性」（patent-eligibility）：在專

利請求項中有單一的技術特徵（a single technical feature）即符合第

一關之要求。第二關為「發明步驟」（Inventive step）：僅有該技術

特徵能確立非顯著性（non-obviousness）才符合第二關之要求181。 

台灣有學者亦持類似之見解，該學者表示，針對人工智慧相

關發明或包含人工智慧之發明，歐洲專利局與對電腦實施發明

（computer-implemented invention, CII）之見解一樣，採取兩道測

試法（two separate hurdles）。第一道門檻須先判斷該標的是否具

技術性（technical character），其檢驗方式則是確認請求項之技術

特徵是否能夠解決技術問題（problem-solution-approach）。第二道

門檻則是判斷該標的是否具 EPC 第 54 條與 56 條之新穎性及進步

性。也就是儘管是數學方法，但可以藉其對於技術領域的應用或藉

由適用於特定的技術實施，而對於發明的技術特點有所貢獻，亦即

對於有助於實現技術目的之技術功效產生有所貢獻182。 

                                                        
180 T 208/84, T 641/00, T 258/03, T 1814/07. 
181 Patrick Heckeler, supra note 133. 
182 許曉芬（2020），〈智慧醫療與專利保護交錯議題初探：用積極的創新讓我們

活躍的老去〉，《萬國法律》，229 期，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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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歐盟委員會於 2018 年 4 月 25 日發布「委員會人員工作文

件」（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對於在歐盟境內的數位

化單一市場中有關健康與照護之數位化轉型如何實施提出具體建議，

以便賦予歐盟各國公民權力而建設歐盟各國成為更健康的社會183。 

此外，為提高對於專利相關資料檢索的正確程度並加快其檢索

的時間，EPO 對於其所收到的專利申請案會進行自動預行分類以

將其分配給負責檢索和審查的相應單位，並依據 CPC 之方案對專

利文件進行自動分類，且依據 CPC 之方案的變更而自動對該等專

利文件進行重新分類，並以機器學習方法選擇與合併（selection 

and merging）該等專利文件184。 

肆、台灣相關法制 

一、台灣的相關規範 

（一）專利法之相關規定 

1.與專利適格性有關之規定 

專利法第 21 條規定：「發明，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

之創作。」 

依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所公布的「專利法

                                                        
183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Accompanying the 

document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on enabl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ealth and care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empowering citizens and building a healthier society, COM (2018) 
233 final, 25.4.2018, available at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IT/ 
ALL/?uri= CELEX:52018SC0126 (last visited 08/20/2021). 

184 芮嘉瑋，同前註 114，頁 124；WIPO, Index of AI initiatives in IP offices, at 

https://www.wipo.int/about-ip/en/artificial_intelligence/search.jsp (last visited 
08/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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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條釋義」之說明，專利法所指之發明必須具有技術性

（technical character），即發明解決問題的手段必須是涉及技術

領域的技術手段。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具有技術性，係其是否符

合發明之定義的判斷標準185。 

此外，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符合發明之定義，應考量申請專

利之發明的內容而非申請專利範圍的記載形式，據以確認該發明之

整體是否具有技術性；亦即考量申請專利之發明中所揭露解決問題

的手段，若該手段具有技術性，則該發明符合發明之定義186。     

2.與產業利用性有關之規定 

關於產業利用可能性之要件，於專利法第 22 條第 1 項前段規

定，發明必須可供產業上利用，惟該條文未對產業之範圍加以規定。

依「專利法逐條釋義」對於專利法第 22 條第 1 項前段之說明：「所

稱之產業，本法並無明文定義，一般共識咸認專利法所稱產業應屬廣

義，包含任何領域中利用自然法則，而有技術性的活動187。」 

3.與新穎性有關之規定 

關於新穎性之要件，專利法係以負面表列的立法模式將不具新

穎性之情事規定在第 22條第 1 項後段。專利法第 22 條第 1 項後段

舉出三款會導致發明不具新穎性之情事：一、申請前已見於刊物

者；二、申請前已公開實施者；三、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4.與非顯著性有關之規定 

關於非顯著性（進步性）之要件，於現行專利法規定在第

22 條第 2 項，係以「發明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18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法逐條釋義，頁 50，https://www.tipo.gov.tw/public/ 

Attachment/410179315298.pdf（最後瀏覽日：08/20/2021）。 
186 同前註。 
187 同前註，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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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作為發明不符合非顯著性

（進步性）之要件的情事。 

5.與充分揭露原則有關之規定 

關於專利說明書對於申請專利之技術內容所要求之揭露程

度，於專利法第 26 條第 1 項則規定：「說明書應明確且充分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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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可據以實現。」 

（二）「專利審查基準」之相關規定 

智慧局原先在 2014 年版的「專利審查基準」第 2 篇第 12 章

「電腦軟體相關發明」的第 2-12-1 頁至第 2-12-2 頁中對於電腦軟

體相關發明是否符合發明之定義的判斷方式有詳細的說明，但是智

慧局在 2021 年 7 月 1 日施行的「專利審查基準」第 2 篇第 12 章

「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中則表示：「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之審查，與

其他章節共通之一般性規定，應參照其他章節。電腦軟體相關發明

因技術領域的特殊性，另須判斷及處理之事項，於本章予以說

明。」188因此，關於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之審查與其他章節共通之一

般性規定（如作為本文討論重點的「專利適格性」與「進步性」）

則需要參照「專利審查基準」其他章節。其中有關「專利適格性」

之部分需要參照智慧局在 2021 年 7 月 14 日施行的「專利審查基

準」第 2 篇第 2 章「何謂發明」189之說明，而有關「進步性」之部

分則需要參照智慧局在 2021 年 7 月 14 日施行的「專利審查基準」

                                                        
18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第 2 篇第 12 章，第 2-12-1 頁，

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682-870083-10557-101.html （ 最 後 瀏 覽

日：08/20/2021）。 
189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第 2 篇第 2 章，第 2-2-1 頁至第 2-2-12

頁，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682-870055-ed52d-101.html（最後瀏

覽日：08/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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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篇第 3章「專利要件」的第 3節「進步性」190之說明。 

1.「專利審查基準」第 2篇第 2章有關「專利適格性」之重點說明 

「專利審查基準」第 2 篇第 2 章第 1.3 節規定：「申請專利

之發明是否符合發明之定義，應考量申請專利之發明整體是否具

有技術性；若不具有技術性，則不符合發明之定義。」，該節並

列出五類「非屬發明之類型」191。 

第一類：「自然法則本身」。由於發明專利必須是利用自然法

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以產生功效，解決問題，達成所預期的發明

目的。若自然法則未付諸實際利用，例如能量不滅定律或萬有引力

定律等自然界固有的規律，其本身不具有技術性，不屬於發明之類

型。惟若將自然法則付諸實際利用，並記載為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技

術特徵，使發明之整體具有技術性，則該發明符合發明之定義192。 

第二類：「單純之發現」。發現自然界中已知物之特性的行

為本身並無技術性，不符合發明之定義；但若將所發現之特性付

諸實際利用，利用該特性所得之物或方法符合發明之定義。此

外，發明與發現的本質雖然不同，但關係密切，例如化學物質於

特定用途之發明即以其特性為基礎，一旦發現其特性而利用於特

定用途，即得以用途請求項申請保護193。 

第三類：「違反自然法則者」。申請專利之發明創作必須利用自

然法則之技術思想，若界定申請專利範圍之事項違反自然法則（例如

                                                        
19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第 2 篇第 3 章，第 2-3-14 頁至 2-3-27

頁， 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682-870054-84cb7-101.html（最後瀏覽

日：08/20/2021）。 
19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9，第 2-2-2 頁。 
19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9，第 2-2-2 頁。 
19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9，第 2-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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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守恆定律），則該發明（例如永動機）不符合發明之定義194。 

第四類：「非利用自然法則者」。申請專利之發明係利用自

然法則以外之規律者，例如科學原理或數學方法、遊戲或運動之

規則或方法等人為之規則、方法或計畫，或其他必須藉助人類推

理力、記憶力等心智活動始能執行之方法或計畫，該發明本身不

具有技術性，不符合發明之定義195。 

惟申請專利之發明僅一部分非利用自然法則，不得謂其不符

合發明之定義。例如數學方法本身雖然不符合發明之定義，但利

用該數學方法來優化電腦網路之負載分配的發明，不得僅因其涉

及數學方法即認定不符合發明之定義196。 

第五類：「非技術思想者」。其中關於「資訊揭示」部分，若發

明之特徵僅為資訊之內容時，此種單純之資訊揭示不具有技術性，不

符合發明之定義。前述單純之資訊揭示包含：（1）資訊之揭示本身，

如視聽訊號、語言、手語等；（2）記錄於載體（如紙張、磁片、光碟

等）上之資訊，其特徵在於所載之文字、音樂、資料等；（3）揭示資

訊之方法或裝置，如記錄器，其特徵在於所錄製之資訊197。 

若資訊之揭示具有技術性時，則記錄資訊之載體或揭示資訊

之方法或裝置的發明符合發明之定義；揭示之安排或方式能與資

訊內容區分時，亦可能具有技術性而符合發明之定義198。 

2.「專利審查基準」第2篇第3章第3節有關「進步性」之重點說明 

關於「進步性」之判斷步驟與審查原則199 

                                                        
19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9，第 2-2-3 頁。 
19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9，第 2-2-3 頁。 
19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9，第 2-2-3 頁。 
19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9，第 2-2-3 頁。 
19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9，第 2-2-3 頁至 2-2-4 頁。 
199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90，第 2-3-6 頁至 2-3-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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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第 2 篇第 3 章第 3.4

點「進步性之判斷步驟」規定，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具有進步

性，通常得依下列步驟進行判斷： 

步驟一：確定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範圍； 

步驟二：確定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 

步驟三：確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步驟四：確認該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間的差異； 

步驟五：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相關先

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及申請時之通常知識，是否能輕易完成申請

專利之發明。 

（2）在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第 2 篇第 3 章第 3.4

點中，智慧局並就前述的「進步性之判斷步驟」之內容進行說明。 

A.關於步驟一（確定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範圍）： 

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範圍，指請求項之文字所界定的範圍，該

範圍以請求項為準。為了確定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範圍，於解釋請

求項時，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但不得將說明書或圖式有揭露但

請求項未記載之內容引入請求項。 

B.關於步驟二（確定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 

確定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係以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基於申請時之通常知識，理解相關先前技術中

所揭露的整體內容，包括所有的教示或建議。」 

C.關於步驟三（確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之技術水準）： 

審查進步性時，必須客觀地認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之技術水準，於確定該技術水準時，可考量下列因素：該技術所面

臨問題之類型、先前技術解決該等問題之技術手段、發明所屬技術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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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創新速度、該科技之複雜度、該領域實務從事者之教育水準。 

若由相關先前技術之內容即足以反映或認定該發明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則可逕行確定該技術水準，

無須另外考量上述因素。」 

D.關於步驟四（確認該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間的

差異）： 

由相關先前技術中選出適合作為進步性判斷之論理的引證，

並由其中選定一個引證與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技術內容進行差異比

對，該作為比對基礎之單一引證，稱為「主要引證」，其餘作為

論理之引證稱為「其他引證」。須注意者，不得將二個以上引證

予以組合後作為「主要引證」。 

E.關於步驟五（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

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及申請時之通常知識，是否能輕易完

成申請專利之發明）： 

於確認該發明與主要引證所揭露之內容間的差異後，接著參

酌相關引證及申請時之通常知識，依下列順序判斷是否能建立不

具進步性之論理： 

考量是否有「否定進步性之因素」，包括「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

證」、「簡單變更」及「單純拼湊」。 

若無「否定進步性之因素」，則無法建立不具進步性之論理，得

判斷該發明具有進步性。 

若有「否定進步性之因素」，必須再考量是否有「肯定進步性之

因素」，包括「反向教示」、「有利功效」及「輔助性判斷因素」。 

綜合考量「否定進步性之因素」及「肯定進步性之因素」後，若

無法建立不具進步性之論理，得判斷該發明具有進步性，若能建立不

具進步性之論理，得判斷該發明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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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局在「否定進步性之因素」列出「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

證」、「簡單變更」及「單純拼湊」，並加以說明。 

Ⅰ.「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 

「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須審酌以下事項： 

ⅰ.技術領域之關連性： 

技術領域之關連性，係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技術領域是

否相同或相關予以判斷。判斷某一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技術領域，

得就應用該技術之物、原理、機制或作用等予以考量。 

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技術領域具有關連性，通常難以即

直接認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能結合該

等引證，原則上，須進一步考量「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

「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及「教示或建議」等事項，以綜合判斷

其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該等引證之技術內容。 

ⅱ.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 

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係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是否包含

實質相同的所欲解決問題予以判斷。 

判斷某一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所欲解決問題，得就該引證中記

載的所欲解決問題，或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

易於思及的所欲解決問題進行考量。 

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所欲解決的問題具有共通性，則可認

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能結合該等引證

之技術內容。 

ⅲ.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 

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係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是否包含實

質相同之功能或作用予以判斷。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功能或

作用具有共通性，則可認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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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動機能結合該等引證之技術內容。 

ⅳ.教示或建議： 

若相關引證之技術內容中已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結合不同引

證之技術內容的教示或建議，例如，引證 A、B 至少其一揭露結

合二者之教示或建議，或另一佐證 C 揭露結合引證 A 與引證 B

之教示或建議，則可認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有強烈動機能結合該等引證之技術內容。 

Ⅱ.「簡單變更」 

針對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單一引證之技術內容二者的差異技術

特徵，若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解決特定問題

時，能利用申請時之通常知識，將單一引證之差異技術特徵簡單

地進行修飾、置換、省略或轉用等而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者，則

該發明為單一引證之技術內容的「簡單變更」。 

Ⅲ.「單純拼湊」 

若申請專利之發明僅是單純結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結合後

之發明的各技術特徵於功能上並未相互作用，仍以其原先之方式各

別作用，致結合後之發明的功效僅為結合前各引證之技術內容的功

效之總合者，則該發明為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單純拼湊」。 

判斷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應以申請專利之發明

的整體為對象，不得僅因複數引證結合後已完整揭露該發明之全

部技術特徵，即認定該發明為單純拼湊，必須考量結合後之發明

的各技術特徵與功能上有無相互作用。 

智慧局在「肯定進步性之因素」列出「反向教示」、「有利

功效」及「輔助性判斷因素」，並加以說明。 

Ⅰ.「反向教示」 

於進步性之步驟二「確定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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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考量相關先前技術中所揭露的整體內容，包括其中對於申請

專利之發明是否具有反向教示。 

「反向教示」指相關引證中已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有關排除

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教示或建議，包含引證中已揭露申請專利之發

明的相關技術特徵係無法結合者，或基於引證所揭露之技術內

容，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將被勸阻而不會依循

該等技術內容所採的途徑。 

Ⅱ.「有利功效」 

判斷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時，應考量該發明對照

先前技術之有利功效，包括申請時之說明書中所記載之有利功效

及申請人於修正或申復時所主張之有利功效，惟該有利功效必須

是實現該發明之技術手段所直接產生的技術效果，亦即必須是構

成技術手段之所有技術特徵所直接產生的技術效果，且為申請時

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明確記載者，或為該發明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申請時之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

式之記載內容能推導者。 

若申請專利之發明對照先前技術具有有利功效，則可判斷具

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若該有利功效為「無法預期之功效」，則

於判斷是否具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時，得視為有力之情事。 

Ⅲ.「輔助性判斷因素」 

ⅰ.發明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 

「無法預期之功效」指申請專利之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相

較，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包括產生功效的顯著提升或產生新的

功效，且其對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係

該發明申請時無法預期者。此外，若申請專利之發明對照相關先

前技術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則於判斷是否具有肯定進步性之因



AI 發明的專利適格性與進步性之研究67 

 

 

素時，得視為有力之情事。 

ⅱ.發明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 

判斷是否為「長期存在的問題」須同時符合下列三要件：

（1）該問題為申請專利之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公認為長期存在的問題，（2）該問題於申請專利之發明申請前

始終未被解決，（3）申請專利之發明能成功解決該問題。 

ⅲ.發明克服技術偏見 

「技術偏見」指在申請專利之發明申請前，於某技術領域中存

在的偏離客觀事實的見解，其引導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不去考慮其他可能性。 

ⅳ.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 

若申請專利之發明於商業上獲得成功，且其係由該發明之技

術特徵所直接導致，而非因其他因素如銷售技巧或廣告宣傳所造

成者，則可判斷具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 

3.「專利審查基準」第 2 篇第 12 章「電腦軟體相關發明」

之重點說明 

（1）關於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其請求項之界定 

申請人得以方法請求項或物之請求項界定申請專利的電腦軟

體相關發明。以方法請求項界定電腦軟體相關發明，應按照流程

或時序記載所執行或處理的步驟或程序200。以物之請求項界定電

腦軟體相關發明，物之請求項無須每一特徵均為結構上的限制條

件，得以其所能達成之功能予以界定201。 

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202之發明為儲存有程式或演算法之記錄

                                                        
20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3 頁。 
20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4 頁。 
202 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係將電腦軟體或資料結構儲存於硬碟、軟碟、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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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通常可依程式或演算法所執行之步驟（模組、函式、資料

結構、手段）予以界定。 

（2）關於電腦軟體相關發明是否屬於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

思想之創作而符合發明定義之判斷 

由於網路之普及，電腦軟體除可儲存於記錄媒體外，亦可以

在網路上直接傳輸提供，因此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可包括以電腦程

式或電腦程式產品203作為請求標的之物之請求項。同前述之電腦

程式（產品），資料結構（產品）204亦得以資料結構或資料結構

產品作為請求標的205。請求項之標的名稱採用「電腦程式（產

品）」以外之用語，例如程式模組、函式庫、支持向量機、

（類）神經網路、（類）神經網路模型等，如參酌說明書、圖式

所記載之內容及申請時之通常知識，可明確了解請求項所載之發

明實質上為「電腦程式（產品）」者，不屬於請求項不明確之情

形，則無須要求申請人將標的名稱修正為「電腦程式（產品）」

或在原標的名稱後附加「裝置」、「系統」等用語206。 

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例如屬於「具體執行對於機器等之控制，

或伴隨控制之處理者」，或「具體執行依據物體之技術性質的資

訊處理者」，即為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符合發明之

定義。再者，如方法發明已屬於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

而符合發明之定義，則通常會使得執行該方法之電腦程式，或執

行該方法之電腦、系統等發明整體亦屬於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

                                                        

USB 隨身碟等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 
203 電腦程式（產品），係載有電腦可讀取之程式且不限外在形式之物。 
204 資料結構（產品），係藉助資料結構使電腦得以執行資訊處理。 
20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6 頁。 
20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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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之創作而符合發明定義207。 

請求項所載之發明，縱使有部分係利用自然法則（例如電

腦），如就請求項整體判斷，仍屬於非利用自然法則，應認定該

發明為非利用自然法則者。反之，縱使有部分非利用自然法則者

（例如數學公式），如就請求項整體判斷，仍屬於利用自然法

則，應認定該發明為利用自然法則者208。 

（3）關於「藉助電腦軟體之資訊處理係利用硬體資源具體

實現」之要件 

對無法依上述情節判斷為明顯符合或不符發明定義態樣之電

腦軟體相關發明，應續判斷是否符合「藉助電腦軟體之資訊處理

係利用硬體資源209具體實現」之要件。該要件指藉由電腦軟體與

硬體資源之協同運作，依據資訊處理之目的建構出特定的資訊處

理裝置或方法。判斷是否符合該要件時，審查人員應參酌申請時

之通常知識，針對請求項所載「電腦軟體與硬體資源協同運作的

具體技術手段或步驟」，判斷是否依據資訊處理之目的實現特定

的資訊處理或計算，據以認定電腦軟體相關發明是否符合前述要

件，而符合發明之定義210。 

「電腦軟體與硬體資源協同運作的具體技術手段或步驟」，並

非指在請求項中須記載特定的硬體資源為必要。如請求項中已記載

特定之資訊處理技術手段，縱使請求項中僅記載電腦為硬體資源或

完全未記載任何硬體資源，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識，可知藉由電腦

                                                        
20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14 至 2-12-15 頁。 
20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17 至 2-12-18 頁。 
209 硬體資源係指用以實現資訊處理、操作或功能之實體裝置或構件，例如電腦，或

其中央處理器（CPU）、記憶體等構件，或與電腦相連接之鍵盤、螢幕等。 
21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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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所具備的中央處理器、記憶體等一般硬體資源與電腦軟體之協

同運作，而實現該特定資訊處理技術手段者，應認定符合「藉助電

腦軟體之資訊處理係利用硬體資源具體實現」之要件211。 

「藉助電腦軟體之資訊處理係利用硬體資源具體實現」係以請

求項所載之發明整體進行判斷，而非僅審視請求項中部分的技術特

徵。特別是當電腦軟體與硬體資源協同運作的具體技術手段或步驟

係由請求項整體所實現時，應避免僅審視請求項中各別的技術手段

或步驟212。  

（4）關於進步性之判斷步驟 

A.否定進步性之因素 

a.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 

判斷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有動機能結

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時，原則上得綜合考量「技術領域之關連

性」、「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及

「教示或建議」等事項。由於電腦軟體技術通常可應用於各技術

領域，不應僅以複數引證之技術領域無關連性即直接認定無動機

結合該等引證213。 

Ⅰ.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 

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係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是否包含實

質相同之所欲解決問題予以判斷，所欲解決問題包含引證中記載之

所欲解決問題，或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易於思

及之所欲解決問題。在電腦軟體相關技術領域，例如：以電腦取代

                                                        
21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19 頁。 
21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19 至 2-12-20 頁。 
21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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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作業，或將人工流程予以軟體化、系統化，或以人工智慧、模

糊邏輯提高分析、預測的精確度，或利用圖形化使用者介面讓使用

者便於操作等，均為通常知識者能易於思及的問題。由於電腦軟體

相關技術普遍應用於各技術領域，故前述問題也可能是其他技術領

域中通常知識者所能易於思及的問題214，故不具進步性。 

Ⅱ.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 

電腦軟體技術領域之技術手段，通常不受限於所應用之領域

而具有實質相同之功能或作用。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以電腦軟

體技術領域之不同技術手段達到實質相同之功能或作用，縱使是

應用於不同技術領域，仍具有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215，故不具進

步性。 

b.簡單變更 

對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引證之技術內容間的差異技術特徵，若

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解決特定問題時，能利

用申請時之通常知識，將該差異技術特徵藉由下列所例示之態

樣，而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者，則該發明為引證之技術內容的

「簡單變更」216，故不具進步性。 

Ⅰ.技術領域之轉用 

電腦軟體技術領域之技術手段，通常不受限於所應用之領域而具

有實質相同之功能、效果。對於將電腦軟體技術領域之技術手段應用

至其他技術領域，或將已應用於某一技術領域之電腦軟體技術手段應

用於另一技術領域，僅是資訊處理的資料內容不同，仍能達到實質相

同之功能、效果之發明，係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21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22 頁。 
21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23 頁。 
21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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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申請時之通常知識所能簡單變更者217，故不具進步性。 

Ⅱ.將人類所進行之作業方法予以系統化 

開發一套系統通常必須經過設計規劃、系統分析及系統設計

的程序，對於利用通常之系統分析及系統設計手法即能將先前技

術中人類所進行之交易活動或商業方法予以系統化之發明，係該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利用申請時之通常知識所

能簡單變更者218，故不具進步性。 

Ⅲ.將先前硬體技術所執行之功能軟體化 

對於單純利用軟體實現既有硬體電路之功能，並未解決任何軟

體化過程之問題的發明，係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利用申請時之通常知識所能簡單變更者219，故不具進步性。 

Ⅳ.在電腦虛擬空間重現申請時之通常知識 

如果在電腦虛擬空間中重現申請時之通常知識，或單純將虛

擬場景與現實場景相結合，僅利用通常之系統分析及系統設計手

法可以完成的發明，係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利用申請時之通常知識所能簡單變更者220，故不具進步性。 

Ⅴ.申請時通常知識之應用或變更 

基於申請時之通常知識，將電腦程式或系統適當地予以調整

或變更，以因應程式或系統設計上或使用上的需求，係該發明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利用申請時之通常知識所能簡單

變更者221，故不具進步性。 

                                                        
21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25 至 2-12-26 頁。 
21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27 頁。 
219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28 頁。 
22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29 頁。 
22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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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無助於技術效果的特徵 

若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引證之技術內容間的差異技術特徵無法

產生技術效果，或無法與請求項中其他技術特徵協同運作後直接

或間接產生技術效果，亦即對於技術效果並無貢獻，得認定為通

常知識的簡單變更或先前技術中商業方法的簡單變更。判斷時，

應注意避免遺漏請求項中可能對於技術效果有貢獻的任何技術特

徵，以及該差異技術特徵可能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技術效果222。 

B.肯定進步性之因素 

a.有利功效 

有利功效必須是實現該發明之技術手段所直接產生的技術效

果，亦即必須是構成技術手段之所有技術特徵所直接產生的技術

效果，且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明確記載者，

或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申請時之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之記載內容能推導者223。 

若數學公式、商業方法、資訊揭示內容、美術規劃等，於發

明中實現時涉及技術考量或克服技術困難，對於技術效果有貢獻

者，則於判斷是否具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時仍須併予考量224。若

該有利功效為「無法預期之功效」，則於判斷是否具有肯定進步

性之因素時，得視為有力之情事225。 

b.發明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 

「無法預期之功效」指申請專利之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相

較，產生無法預期的功效，包括產生功效的顯著提升或產生新的

                                                        
22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31 頁。 
22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32 頁。 
22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32 頁。 
22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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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且其對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係該

發明申請時無法預期者226。 

若電腦軟體相關發明整體相較於相關先前技術具有無法預期之功

效，應認定該發明非能被輕易完成，具有進步性。惟使用電腦或電腦

軟體所產生使用便利、處理速度快、正確率高、處理資料量大、資訊

電子化等一般性或當然功效，通常不屬於無法預期之功效227。 

二、台灣相關實務見解 

（一）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度民專上更（二）字第 5號民事判決 

本案原告主張其擁有的「自動媒合廣告主與廣告對象之系統

以及植基於系統之媒合方法」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6 項及第

10 項受到被告侵害。關於該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10 項為一種

廣告主及廣告對象自動媒合方法，至少包含︰（1）提供一廣告

對象資料（包含廣告主提供之廣告對象條件及訂閱者提供的其所

欲之廣告類別）；（2）媒合系統利用該廣告對象條件及所欲之

廣告類別媒合兩者；（3）當媒合條件符合時，通知廣告主。 

智慧財產法院審理本案後表示，依系爭專利核准時所適用之

修正前專利法第 19 條（現行專利法第 21 條）之規定，發明指利

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高度創作。自然法則指自然界存在之原

理原則，技術性則為達成特定目的或解決一定課題所用之具體手

段。由於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之特性，其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係為

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手段，倘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屬「僅單純使

用電腦處理」、「僅單純記錄電腦程式或資料於儲存媒體中」或

                                                        
22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33 頁。 
22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前註 188，第 2-12-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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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單純使用電腦處理及僅單純記錄電腦程式或資料於儲存媒體

中」等情況之一，因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不具有「技術思想」，

故無法符合上開專利法第 19 條（現行專利法第 21 條）之規定，

而自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10 項整體記載內容觀之，其解

決問題之技術手段顯屬「僅單純使用電腦處理」，不具有任何

「技術思想」，非屬發明之類型（故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10 項不具有專利適格性）。 

（二）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專上字第 25 號民事判決 

本案原告主張系爭遊戲侵害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

至第 5 項。該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為一種殺價式拍賣之方

法，包括一拍賣系統，該拍賣系統包括至少一電腦硬體及至少一

程式軟體。該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2 項係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所述之殺價式拍賣之方法，再由該拍賣系統店家決定是否再

跟賣家收取佣金。該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3 項係依據申請專利

範圍第 1 項所述之殺價式拍賣之方法，而該拍賣系統店家亦可設

定以賣方設定之起標價，以向下或向上採用投標金額越高或越低

之唯一者得標。該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4 項係依據申請專利範

圍第 1 項所述之殺價式拍賣之方法。該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5

項係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所述之殺價式拍賣之方法，而該

「唯一」投標者係以標售商品數量決定。 

智慧財產法院並表示，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至第

5 項記載利用電腦硬體及程式軟體部分僅在取代人工作業，將原

本屬於人類的作業方法單純利用電腦硬體及程式軟體予以實施，

縱未利用電腦硬體及程式軟體仍可實施該方法，因此其僅與該方

法之人為規則有關，與電腦硬體及程式軟體等技術無關，並未與

特定機器或裝置相結合，或將特定物轉換為不同狀態或事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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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至第 5 項均不具技術思想，非

屬利用自然法則之創作，不符合發明之定義。 

（三）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61 號行政判決 

原告與訴外人前以「建構可相互操作運用的醫療訊息雲端整

合管理系統之方法」，向被告智慧局申請發明專利，經被告審查

而不予專利。原告與訴外人均不服，並申請再審查。被告認本案

有違專利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進步性之規定）228，以專利再

審查核駁審定書為「不予專利」處分。原告不服該處分，向經濟

部提起訴願，經濟部駁回原告之訴願，原告不服，向智慧財產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 

智慧財產法院表示，本案之引證 1 為 2012 年 8 月 1 日公開

的「雲端電子病歷系統及其操作方法」專利案，引證 1 公開日早

於系爭專利申請案申請日 2017 年 3 月 16 日，可為系爭申請專利

申請案相關之先前技術，引證 1 為一種雲端電子病歷系統及其操

作方法，透過以彈性之醫療雲端架構模式，可快速佈建置至各醫

院，使醫護人員能透過平板電腦之無線通訊裝置與醫療雲端資料

庫伺服器連接，並以平板電腦內之雲端應用程式進行點選操作，

且雲端應用程式包含有子程式，使不同醫護人員能依各自權限，

進入雲端應用程式之子程式內，進行醫療診斷及記錄，並能將醫

療診斷及記錄回存至醫療雲端資料伺服器中儲存，藉以提昇整體

醫療效率，並使醫院能降低電子病歷系統之建置及維護成本。 

智慧財產法院認為，依據引證 1 之先前技術，系爭申請專利

案請求項 1 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藉由簡單變更即

                                                        
228 專利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發明雖無前項各款所列情事，但為其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仍不得取得發

明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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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輕易完成，因此引證 1 足證系爭專利申請案請求項 1 不具進步

性。被告認系爭申請專利違反審定時專利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

定，所為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 不予專利之行政處分，其於法有

據，訴願決定予以維持，自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不利於己之原

處分與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智慧財產法院 109 年度行專訴字第 30 號行政判決 

原告以「銀髮族居家行為模式監視系統」向被告智慧局申請發

明專利，經被告為審查意見通知後，原告提出修正本，修正後申請

專利範圍共 8 項，經被告核准予專利並發給專利證書。嗣參加人對

系爭專利提起舉發。被認系爭專利違反專利法第 22 條第 2 項之規

定，而為「請求項 1 至 8 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處分。原告不

服，提起訴願，經濟部駁回訴願，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智慧財產法院表示，本案之系爭專利技術內容：對獨居銀髮

族之相關照護，習知技術係裝設監視器，以觀看獨居銀髮族之行

動是否發生異常。由於銀髮族之生活起居正常，各種行動之時間

應相差不大，惟其每天各種行動之即時用水量應不相同，因此系

爭專利利用該用戶即時用水量變化資料之技術手段，以得知該用

戶之各種居家行動是否正常，若有異常，則可以最快速度進行狀

況之處理。 

智慧財產法院認為，證據 1 未揭露或教示以單次用水行為的

用水量作為基礎，建立用水預設值或偵測單次用水行為的用水

量。證據 2 僅可知在水龍頭或其他與水管相連接的設備中裝設流

量偵測器，可監視計算機觀看量測到的水流量，故證據 2 未揭露

或教示以單次用水行為的用水量作為基礎，建立用水預設值或偵

測單次用水行為的用水量。系爭專利請求項 1 可根據量測到的即

時用水量變化，比對已建立之即時用水量週期模式，可得知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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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進行的居家行動為何，並判斷是否為正常，而達到快速得知行

動模式正常或異常的功效，系爭專利對照證據 1、2 具有功效之

增進，因此證據 1、2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

進步性。系爭專利請求項 2 至 8 為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附屬項，

對系爭專利請求項 1 進一步界定附屬技術特徵，因證據 1、2 之

組合不足證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亦無法證明系爭請求

項 1 之附屬項的系爭請求項 2 至 8 不具進步性，故原告訴請撤銷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台灣相關法制之綜合評析 

（一）發明之定義 

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符合發明之定義，應考量申請專利之發

明整體是否具有技術性；若不具有技術性，則不符合發明之定

義。」若自然法則未付諸實際利用，例如能量不滅定律或萬有引

力定律等自然界固有的規律，其本身不具有技術性，不屬於發明

之類型。惟若將自然法則付諸實際利用，並記載為申請專利之發

明的技術特徵，使發明之整體具有技術性，則該發明符合發明之

定義。申請專利之發明僅一部分非利用自然法則，不得謂其不符

合發明之定義。例如數學方法本身雖然不符合發明之定義，但利

用該數學方法來優化電腦網路之負載分配的發明，不得僅因其涉

及數學方法即認定不符合發明之定義。若資訊之揭示具有技術性

時，則記錄資訊之載體或揭示資訊之方法或裝置的發明符合發明

之定義；揭示之安排或方式能與資訊內容區分時，亦可能具有技

術性而符合發明之定義。請求項所載之發明，縱使有部分非利用

自然法則者（如數學公式），若就請求項整體判斷，仍屬於利用

自然法則，應認定該發明為利用自然法則者。 



AI 發明的專利適格性與進步性之研究79 

 

 

（二）進步性之考量因素 

在電腦軟體相關技術領域，例如：以電腦取代人工作業，或將

人工流程予以軟體化、系統化，或以人工智慧（AI）、模糊邏輯提

高分析、預測的精確度，或利用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UI）讓使用

者便於操作等，均為通常知識者能易於思及的問題，故不具進步

性。由於電腦軟體相關技術普遍應用於各技術領域，因此前述問題

也可能是其他技術領域中通常知識者所能易於思及的問題。 

若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引證之技術內容間的差異技術特徵無法

產生技術效果，或無法與請求項中其他技術特徵協同運作後直接

或間接產生技術效果，亦即對於技術效果並無貢獻，例如差異技

術特徵僅在於商業方法本身，得認定為通常知識的簡單變更或先

前技術中商業方法的簡單變更（「否定進步性之因素」）。判斷

時，應注意避免遺漏請求項中可能對於技術效果有貢獻的任何技

術特徵，以及該差異技術特徵可能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技術效果。

數學公式、商業方法、資訊揭示內容、美術規劃等產生的數學效

果、商業效果、美感效果、顯示效果等，並非技術效果，原則上

不屬於有利功效（「肯定進步性之因素」）。然若數學公式、商

業方法、資訊揭示內容、美術規劃等，於發明中實現時涉及技術

考量或克服技術困難，對於技術效果有貢獻者，於判斷是否具有

肯定進步性之因素時仍須併予考量。 

若該有利功效為「無法預期之功效」，則於判斷是否具有肯

定進步性之因素時，得視為有力之情事。「無法預期之功效」指

申請專利之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相較，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包

括產生功效的顯著提升或產生新的功效，且其對該發明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發明申請時無法預期。若電腦軟體相

關發明整體較先前技術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應認定該發明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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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輕易完成，具有進步性。 

另有學者建議，可以將 AI 運用於專利檢索之功能，實際使用於

專利審查之過程，以幫助確認系爭專利申請案是否符合取得專利權

之各項要件229。 

伍、結論 

如論文的第貳章第一節第（四）項（「2019 年改編的專利

標的之適格性指南」之補充說明）第二段所述，USPTO 於「專

利適格性指南」中表示，法定例外之「抽象概念」包括的主題類

群中的第（1）類群為「數學概念」，如：數學關係、數學公式

或方程式、數學演算法230；而 USPTO 於 2019 年的「專利適格性

指南」以及於 2020 年改編的 MPEP 第九版231對法定例外之「抽

象概念」所編的群組與說明，亦有因應 AI 相關發明之專利審查

的作用。 

如前所述，MPEP 中關於法定例外之「抽象概念」包含

「數學概念」（「數學概念」又涵蓋涉及 AI 的數學演算法），

且在 USPTO 於 2020 年改編的 MPEP 第九版的第 2106 節中有

關「產品與方法之標的適格性測試法」之流程圖及在第 2106.04

節中對該流程圖所增訂的步驟 2A 的「雙分叉檢驗」之流程圖

中均顯示，若請求項舉出一項「法定例外」，但該請求項被整

合到該「法定例外」的一項實際應用，則該請求項不會被導向

                                                        
229 龍建宇、莊弘鈺（2019），〈人工智慧於司法實務之可能運用與挑戰〉，《國

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62 期，頁 63。 
230 2019 Revised Patent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Guidance, supra note 71. 
231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Ninth Edition, supra note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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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步驟 2A 的「法定例外」，例如在前述的 In Finjan Inc. v. 

Blue Coat Systems, Inc.案232，CAFC 判定該能產生防火牆的安全

規格能使系爭發明可以保護使用者對抗原先未知的電腦病毒及

「混淆的代碼」，而傳統的電腦病毒掃描程式只能辨識原先已

被識別的電腦病毒之存在；此種分析相當於在前述步驟 2A 的

「雙分叉檢驗」之第二分叉檢驗中，CAFC 判定該額外的元件

（能產生防火牆的安全規格）整合該「法定例外」（電腦應用

程式）成為一項實際應用（可保護使用者對抗原先未知的電腦

病毒及「混淆的代碼」），致使該請求項能通過步驟 2A 之第

二分叉檢驗而不符合步驟 2A 的審查，故該請求項不會被導向

步驟 2A 的「法定例外」，因此該請求項無須經過步驟 2B 的審

查，即可經由前述流程圖之「途徑 B」而成為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規定的適格之專利標的。 

若請求項舉出一項「法定例外」，且該請求項未被整合到該

「法定例外」的一項實際應用，則該請求項會被導向步驟 2A 的

「法定例外」，例如在的 Solutran, Inc. v. Elavon, Inc.案 233，

CAFC 判定「當電子處理支票時，會儘早記入商業經營者之帳

戶」是「長期的商業慣例」。CAFC 判定該等請求項「未改善來

自支票的資料之技術取得以創建數位檔案或電子記入銀行帳戶的

技術步驟」，該等請求項亦「未改善支票如何被掃描」；此種分

析相當於在步驟 2A 的「雙分叉檢驗」之第二分叉檢驗中，

CAFC 判定該「法定例外」（電子處理紙質支票的方法）未被額

外的元件整合為一項實際應用，致使該請求項未通過步驟 2A 之

第二分叉檢驗而符合步驟 2A 的審查，故該請求項會被導向步驟

                                                        
232 879 F.3d 1299, 125 USPQ2d 1282 (Fed. Cir. 2018). 
233 931 F.3d 1161, 2019 USPQ2d 281076 (Fed. Ci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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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的「法定例外」，因此該請求項須依步驟 2B 進行審查，以

判斷該請求項是否為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規定的適格之專利標

的。 

在步驟 2B 則須檢驗請求項是否舉出額外元件，使該請求項

會累計成為「顯著多於法定例外」並成為發明概念。若該請求項

在個別形式下或被要求的結合形式下已舉出會累計成為「顯著多

於法定例外」之額外元件，則該請求項為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所

規定的適格之專利標的；反之，若該請求項未舉出會累計成為

「顯著多於法定例外」之額外元件，則該請求項非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適格之專利標的，例如在 Purepredictive, Inc. v. 

H2O.AI, Inc.案234，加州北區地方法院表示，由於原告的請求項

被導向操作數學功能的抽象概念，且原告僅將電腦作為工具使

用，而非提供電腦相關技術的特定改良，故原告無法顯示足以轉

化其請求項之發明概念（亦即該請求項未舉出會累計成為「顯著

多於法定例外」之額外元件），因此該請求項係「專利不適格」

（patent ineligible）之標的，故承審法院批准被告的提議而駁回

原告之訴。 

關於涉及 AI 的數學演算法之發明是否得成為適格之專利標

的，在 USPTO 於 2019 年改編的「專利適格性指南」、USPTO

於 2020 年改編的 MPEP 第九版第 2106 節中有關「產品與方法之

標的適格性測試法」之流程圖及其說明、第 2106.04 節中對前述

流程圖所增訂的步驟 2A 的「雙分叉檢驗」之流程圖及其說明、

及本論文所舉出的美國相關判決中，已建構系統性的詳細規範與

流程可作為審查之基準，而該等審查基準可供台灣各級法院與智

                                                        
234 Purepredictive, Inc. v. H2O.AI, Inc., 2017 WL 3721480 (N.D. Cal. Aug. 29, 2017). 

https://1.next.westlaw.com/Search/Results.html?query=advanced%3a+OAID(5037660674)&saveJuris=False&contentType=BUSINESS-INVESTIGATOR&startIndex=1&contextData=(sc.Default)&categoryPageUrl=Home%2fCompanyInvestigator&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
https://1.next.westlaw.com/Search/Results.html?query=advanced%3a+OAID(5037660674)&saveJuris=False&contentType=BUSINESS-INVESTIGATOR&startIndex=1&contextData=(sc.Default)&categoryPageUrl=Home%2fCompanyInvestigator&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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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局在審理 AI 專利之爭議案件時加以參考應用。 

為說明有關判斷進步性的一般標準，USPTO 參照美國相關

重要判決的法律見解，在 MPEP 第 2141 節至第 2141.03 節對判

斷非顯著性的一般標準作出詳細的說明。USPTO 要求其審查人

員必須以「共通認知」作為合理基礎而對相關的引證資料進行搜

尋235；USPTO 並舉出關於顯著性所根據的基本事實之三項調查

重點236；USPTO 表示，Graham 案237所提出的有關進步性的審酌

因素238在任何有關顯著性之分析的判決中具有指導性239；USPTO

並舉出可用以決定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程度之五項

審酌因素240；USPTO 又舉出可以適用聯邦最高法院在 KSR 案241

所確立的「可以支持顯著性之判斷的典型原理」之七個項目242。 

為說明有關判斷「非顯著性」（進步性）的「輔助考量因

素」，USPTO參照 Graham.案243與 Pfizer Inc. v. Sandoz Inc.案244關

於決定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須要審酌的「輔助考量因素」，

在 2018年的 MPEP第 716.01 節至 716.04 節中對有關判斷「非顯著

性」的「輔助考量因素」之主要內容（如：關鍵性或無法預期的結

果之證據、商業上的成功、長期察覺的需要之解決方案、其他人的

失敗、專家的懷疑）及其如何適用均有詳細規定。 

                                                        
235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upra note 44. 
236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upra note 104. 
237 supra note 47. 
238 同前註 48。 
239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upra note 107. 
240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upra note 108. 
241 同前註 109。 
242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upra note 110. 
243 supra note 47. 
244 supra note 112. 

https://1.next.westlaw.com/Document/Ia72f3410094911e6aa51de8c0a70fd8b/View/FullText.html?listSource=Search&navigationPath=Search%2fv1%2fresults%2fnavigation%2fi0ad7403600000172d89ca982266ee3ed%3fNav%3dCASE%26fragmentIdentifier%3dIa72f3410094911e6aa51de8c0a70fd8b%26parentRank%3d0%26startIndex%3d1%26contextData%3d%2528sc.Search%2529%26transitionType%3dSearchItem&list=ALL&rank=2&originationContext=docHeader&contextData=(sc.Search)&transitionType=Document&needToInjectTerms=False&docSource=5c202df96c4c4807a8170a1c395ae3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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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涉及 AI 的數學演算法之發明是否符合有關判斷進步性

的一般標準245與「輔助考量因素」246之規定，可供台灣各級法院

與智慧局在審理 AI 專利之爭議案件時參考應用。 

關於 EPO 及歐洲各國法院審查 AI 相關發明的專利適格性及

發明步驟（進步性），係依 EPC 第 52 條、第 56 條及第 83 條等

規定，並藉由 EPO 在 2021 年公布的「歐洲專利局審查指南」第

G 部第二章第 3.3.1 節以解釋 EPC 之相關條文如何適用。例如，

2021 年的「歐洲專利局審查指南」第 G 部第二章第 3.3.1 節指

出，於分類方法用於技術目的之處，若生成訓練機組及訓練分類

器之步驟支持實現技術目的，則該等步驟可能也有助於該發明的

技術特性。在「AI 專利會議摘要」中，EPO 對於專利適格性、

發明步驟、請求項之清晰度、認定「通常技能者」等判斷標準均

有說明；EPO 並舉出 AI 科技的三種類型（「核心 AI」、「訓練

模型或機器學習」與「AI 工具」）加以說明。申言之，EPO 審

查 AI 相關發明的專利適格性與發明步驟的重點在於，一項發明

必須具有技術特性或技術特徵、或能實現技術目的、或能產生技

術貢獻或技術影響、或能產生超出在電腦上模擬執行的技術效

果，該發明才符合 EPC 第 52 條（專利適格性）與 EPC 第 56 條

（發明步驟）。 

EPO 在「AI 專利會議摘要」中表示，AI 不僅是一種 ML 且

                                                        
245 例如：審查人員必須以「共通認知」作為合理基礎而對相關的引證資料進行搜

尋、關於顯著性所根據的基本事實之三項調查重點、Graham 案所提出的有關

「非顯著性」（進步性）的審酌因素、用以決定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的程度之五項審酌因素、聯邦最高法院在 KSR 案所確立的「可以支持顯

著性之判斷的典型原理」之七個項目。 
246 例如：關鍵性或無法預期的結果之證據、商業上的成功、長期察覺的需要之解

決方案、其他人的失敗、專家的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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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了進階數學，該進階數學提出數學模型受到專利保護的資格

問題247。EPO 並表示：「關於 AI 科技的第三種類型『AI 工

具』，則是將 AI 作為在應用領域的工具，經由 AI 的技術效果

界定該 AI。在自駕車與醫療保健領域，AI 可作為工具而被納入

較大的請求項以主張權利，並被認為有提供解決方案的功能特

徵。在此情況下，應該對於該請求項整體進行發明步驟之評估，

而非僅功能性地定義『AI 工具』。」 

前述見解能使在新興科技領域應用的 AI 於申請專利時被納

入較大的請求項以主張權利，而使該類 AI 較易於被認為有提供

解決方案的功能特徵，並能使該請求項整體較易於符合發明步驟

之評估，故有助於該類 AI 取得專利，亦有助於拓展該類 AI 在

新興科技領域的應用，此種見解可供台灣各級法院與智慧局在審

理 AI 專利之爭議案件時參考應用。 

在 Classification/BDGB Enterprise Software 案248，EPO 上訴委

員會認為，僅有在數學演算法用於技術目的之範圍內，該數學演算

法才有助於電腦執行的方法之技術特性249。該委員會並認為，若一

種演算法適合在電腦執行，因為該演算法的設計能藉由該電腦內部

運作的技術考量所激化，則該演算法無疑會被認為提供技術貢獻給

本發明250。在 System and method for detecting spam using clustering 

and rating of e-mails案251，審查部門認為，數學演算法僅在其用於

技術目的時才能夠貢獻於電腦執行的方法之技術特性252。 

                                                        
247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supra note 132. 
248 supra note 145. 
249 Id. at 5.2 
250 Id. at 5.5 
251 supra note 151. 
252 Id. at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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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imulation of the movement of an autonomous entity 

through an environment 案253，「歐洲專利局訴願擴大委員會」表

示，電腦執行的模擬與電腦執行的發明應採用相同標準衡量，但

電腦執行的模擬無須直接與物質的真實應用有關。因電腦執行的

模擬係由技術特徵與非技術特徵之混合所組成而在整體上有技術

特性的發明，故應藉由考量能對技術特性作出貢獻的所有特徵加

以評估其是否符合「發明步驟」254。而任何技術效果超出執行模

擬的電腦內正常的電子交互作用可被視為「發明步驟」255。 

電腦執行的發明之技術性係使用「雙關方法」進行評估256。

第一關為「專利適格性」，只要專利請求項中有單一的技術特徵

即通過第一關257。第二關為「發明步驟」，僅有該先前技術與請

求專利的主題之間的差異所涉及的技術特徵能確立「非顯著性」

時，才通過第二關258。 

若一種發明被理解為一種基於現存的先前技術之教導，則該

發明應為一種「技術發明」；又超出通用目的之電腦的使用範圍

之發明才有技術性；而是否一種特徵能貢獻於請求專利的主題之

技術特性須基於請求項的整體範圍加以評估259；只有當演算法被

用於技術目的時，該演算法始能貢獻於電腦執行的方法之技術特

性260。 

即使未有真正的外部物理效應，在軟體被改編用於電腦或電

                                                        
253 supra note 159. 
254 Id. at 114. 
255 Id. at 51. 
256 Id. at b. 
257 Id. at 78. 
258 Id. at 79. 
259 Id. at 82. 
260 Id. at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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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系統/網路的內部功能下，若該軟體可貢獻於電腦執行的發明

之技術特性，則該軟體可被認為符合有關專利適格性與發明步驟

之規定261。若在技術系統或過程中電腦執行的模擬本身被請求專

利，藉由產生超出在電腦上模擬執行的技術效果，該電腦執行的

模擬本身也能解決技術問題，而使其可被認為符合發明步驟之規

定262。 

上述歐洲的實務見解詳細分析數學演算法或電腦執行的方法

要如何運用或執行始能被認為有技術貢獻或技術特性、如何評估

軟體或電腦執行的模擬是否符合「發明步驟」之要件、對電腦執

行的發明之技術性可使用「雙關方法」進行評估、超出通用目的

之電腦的使用範圍之發明才有技術性、是否一種特徵能貢獻於請

求專利的主題之技術特性須基於請求項的整體範圍加以評估、只

有當演算法被用於技術目的始能貢獻於電腦執行的方法之技術特

性等多種與 AI 發明的「專利適格性」和「進步性」有關的審查

基準，其中多數審查基準在台灣各級法院與智慧局尚未運用於審

查 AI 相關發明的「專利適格性」與「進步性」，因此上述歐洲

相關實務所形成的 AI 相關發明之審查基準，亦可供台灣各級法

院與智慧局在審理 AI 專利之爭議案件時參考應用。 

台灣的各級法院與智慧局審查 AI 相關發明的「專利適格

性」與「進步性」，係依專利法第 21 條與第 22 條加以解釋；並

參考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第 2 篇第 2 章「專利適格

性」之規定、同篇第 3 章「進步性」之判斷步驟與審查原則、同

篇第 12 章「電腦軟體相關發明」與「專利法逐條釋義」之說

明，並參照相關實務見解。 

                                                        
261 Id. at 115. 
262 Id. at G. OR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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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中，「進步性之判斷步

驟」的步驟二至步驟四263與美國 KSR 案的第一審判決264所述的

判斷專利進步性的四項審酌因素之前三項審酌因素265極為雷同，

且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Graham v. John Deere Co.案266所述的判

斷專利進步性的三項審酌因素267亦相當近似（僅兩項審酌因素之

先後判斷順序有異），顯見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關於

「進步性之判斷步驟」乃參考美國司法實務關於判斷專利進步性

之審酌因素。 

智慧局在「專利審查基準」第 2 篇第 3 章關於「肯定進步性

之因素」舉出的「輔助性判斷因素」之項目268亦與美國司法實務

及 USPTO 公布的 MPEP 承認的關於判斷進步性的「輔助考量因

素」之項目269相當類似，顯然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關

於判斷進步性的「輔助性判斷因素」亦參考了美國司法實務與主

管機關承認的判斷進步性的「輔助考量因素」。 

                                                        
263 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關於「進步性之判斷步驟」的步驟二至步驟四

為：確定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確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之技術水準、確認該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間的差異。 
264 Teleflex Inc. v. KSR Int'l Co., 298 F.Supp.2d 581 (E.D.Mich. 2003). 
265 Teleflex Inc. v. KSR Int'l Co.案的第一審判決所述的判斷專利進步性的前三項審

酌因素為：（1）先前技術的範圍與內容（2）所屬技術領域的通常技能之程

度（3）先前技術與主張專利權的發明之間的差異。 
266 supra note 47.   
267 同前註 48。 
268 智慧局在「專利審查基準」所舉出的判斷進步性的「輔助性判斷因素」之項目

包括：發明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發明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發明克服技術

偏見、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 
269 美國司法實務與主管機關所承認的判斷進步性的「輔助考量因素」之主要項目

包括：長期察覺到但尚未解決之需要、其他人之失敗、無法預期之結果、商

業上之成功。 

https://1.next.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Y&serNum=2004064544&pubNum=0004637&originatingDoc=I1786194679eb11d98c82a53fc8ac8757&refType=RP&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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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灣的專利法制大都承繼美國的相關規範與實務見解，

故不僅我國的相關規範與實務見解和美國的相關規範與實務見解

相當接近，近年來智慧財產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中更經常

援用美國有關專利審查與判斷的相關規範與實務見解作為判決理

由。此外，台灣近年來亦有若干法院已開始援用歐洲有關專利審

查與判斷的相關規範與實務見解作為判決理由。 

如前文在「美國相關法制之綜合評析」與「歐洲相關法制之

綜合評析」所述之作法，為提高對專利相關資料檢索的正確程度

並加快其檢索的時間，智慧局可參考 USPTO 利用 AI 技術從專

利申請文件中擷取與分類技術資料的措施；並可參考 EPO 依據

CPC 之方案對專利文件進行自動分類，且依 CPC 之方案的變更

而自動對專利文件進行重新分類，並以機器學習方法選擇與合併

專利文件。 

本文蒐集了美國、歐洲與台灣有關專利審查與判斷的相關規

範與實務見解加以分析研究，並歸納出相關的法律原則，期使各

級法院與智慧局在審理 AI 專利之爭議案件時能有較為清晰且較

有系統的參考依據，以符合 AI 時代下民眾的期待與社會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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