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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專利審查與專利審判中，進步性（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
經常出現爭議卻又缺乏客觀化與普遍化之適用標準，所以關於進
步性之判斷標準向來為專利實務界與司法實務界所關注之議題，
因此專利實務界與司法實務界不斷謀求明確且合宜之標準以適用
於判斷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
美國的判例法對於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的法律見解歷經數次變
動，而美國專利商標局乃配合該等法律見解修正其公布的「專利
審查程序手冊」之內容；此外，台灣的司法實務界與智慧財產局
對於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經常會參考美國的判例法及美國專利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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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修正公布的「專利審查程序手冊」建立的法律原則。
因此本文將就美國有關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的重要案例及相關
規定加以分析與說明，並就台灣有關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的重要案
例及相關規定加以分析與說明，再就美國與台灣有關進步性之判
斷標準進行充分地比較與深入地分析，以便就有關進步性之判斷
標準歸納整理出較為清晰且適當的法律原則，以供台灣的司法實
務界與智慧財產局在審理有關進步性之爭議案件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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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Related to the Judgement
Standards of the Inventive Step of Pat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Bo-Han Jou**

Abstract
In the patent examination and patent trial, the judgement of the
inventive step (nonobviousness) of patents often appears controversies,
but the judgement of the inventive step of patents lacks the applicable
standards for objectification and universalization, so the judgement
standards of the inventive step of patents are always the concerned
issues to the patent practitioners and judicial practitioners. Therefore,
the patent practitioners and judicial practitioners constantly seek clear
and appropriate standards in order to apple to judge whether the
disputed claims have the inventive step of patents.
The U.S. case laws related to the legal opinions about the
judgement standards of the inventive step of patents have changed
several tim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odifies the content of the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in
order to match such legal opinions; moreover, Taiwan’s judicial
practitioners and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deciding the ju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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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 of the inventive step of patents usually refer to the legal
principles from the U.S. case laws and the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odified and publis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Consequently, above all,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and explain the
important cases and relative provisions related to the judgement
standards of the inventive step of pat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and explain the important cases and relative
provisions related to the judgement standards of the inventive step of
patents in Taiwan; then, this article will fully compare and deeply
analyze the judgement standards of the inventive step of pat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so as to summarize and organize relatively
clear and appropriate legal principles related to the judgement standards
of the inventive step of patents, so that when the Taiwan’s judicial
practitioners and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try the disputed cases
related to the inventive step of patents, such legal principles can be
refe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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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專利的實質要件之審查中，專利的進步性（通說亦稱為非
顯而易見性）之判斷標準向來具有高度複雜性與爭議性，因此專
利實務界與司法實務界對於進步性之審查亟思尋求合理可行的判
斷標準。
在美國專利法中，有關進步性（非顯而易見性）之專利要件
係規定在美國專利法第 103 條 1，該條規定，雖然主張專利之發
明未受到如同第 102 條（有關新穎性之專利要件） 2所述情形的
相同揭露，惟若在該主張專利之發明的有效申請日前，對於該主
張專 利 之 發 明「 所 屬 技 術領 域 中 具 有通 常 知 識 者」 （ a person
having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下稱 PHOSITA）而言，該主張專
利之發明與先前技術之間的差異就該主張專利之發明整體上可能
已經是顯而易見的，則該主張專利之發明可能無法獲得專利。此
外，「專利適格性」不會因為發明之作成方式而被否定 3。
由於美國專利法第 103 條規定的內容不夠詳細具體，且因美
國為判例法制的國家，許多法規係將過去司法實務建立的法律原
則歸納整編而成，而當其法規在適用上產生疑義時，法院亦經常
參考相關司法實務建立的法律原則以解釋該法規如何適用。
美國歷年來的司法實務對於進步性之判斷標準所採用的法律
原則已歷經數次變動，其中影響最大者為聯邦最高法院於「KSR

1
2
3

35 U.S.C. § 103 (2020).
35 U.S.C. § 102 (2020).
例如：不會因為該發明係以結合先前技術之方式作成即否定該發明之
「 專 利 適 格 性 」（ 此 處 所 稱 之 「 專 利 適 格 性 」 係指「非顯而 易見性 」）， 仍
須 審 酌 該 發 明 是 否 符 合 美 國 專 利 法 第 103 條 ， 以 判 斷 該 發 明 是 否 具 有
「專利適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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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第三審判決」 4 採用「無法預期之結果」理論以決定系爭發
明是否具有進步性 5 ，並提出在使用「教示―建議―動機之測試
法 」 （ Teaching-Suggestion-Motivation Test ， 下 稱 「 TSM 測 試
法」）以評估特定的先前技術之組合是否具有進步性時，需要藉
由「共通認知」（common sense）的應用以及確定組合元件的具
體理由加以判斷該組合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 6 ，以調節過寬認定
先 前 技 術 之 組 合 具 有 進 步 性 所 可 能 導 致 的 「 後 見 之 明 」 7之 危
險。因此，在「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後，許多有關進步性之
爭議案件紛紛採用「無法預期之結果」理論以決定系爭請求項是
否具有進步性；部分有關進步性之爭議案件則同時適用「無法預
期之結果」理論與「TSM 測試法」以決定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
進步性；而在部分仍使用「TSM 測試法」以評估特定的先前技
術之組合是否具有進步性者，則需要藉由「共通認知」的應用以
及確定組合元件的具體理由加以判斷該組合發明是否具有進步
性。此外，美國專利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下稱 USPTO）於 2018 年參考美國相關判例法之法律見
解 而 修 改 其 公 布 的 「 專利審查程序手冊」 （ Manual of Patent

4
5
6
7

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 550 U.S. 398 (2007).
Id. at 401, 416.
Id. at 418.
「後見之明」來自於人類主觀相信其自己的預判能力，進而認為以往發
生之特定事件與目前發生之事件有相互關聯性，並因此認為以往的特定
事件之發生具有必然性，而對於該特定事件之發生作成過低的評價。
（ Neal J. Roese & Kathleen D. Vohs, Hindsight Bias, 7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11, 412-413 (2012).）
關於「後見之明」之起因與說明，尚可參閱：Robert L. Harmon & Laura
A. Lydigsen, PATENTS AND THE FEDERAL CIRCUIT, 239 (14nd ed.
2019)；David Hand 著，賴盈滿譯（2014），《大不可能法則：誰說樂透不
會中兩次》，頁 221，台北：大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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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 Procedure，下稱 MPEP）有關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的主
要內容，以便審查人員或法官在審理相關案件時得以參考。
在台灣有關進步性的規定，關於發明專利者為專利法第 22
條第 2 項、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1 項；關於新型專利者為
專利法第 120 條（準用專利法第 22 條第 2 項）、專利法施行細
則第 45 條（準用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1 項）；關於設計專
利者為專利法第 122 條第 2 項、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47 條第 1
項。
由於專利法與專利法施行細則有關進步性的規定不夠詳細具
體，因此在適用該等規定產生疑義時，系爭案件的審判法院除了
經常參考智慧財產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及最高法院的相關判決建
立的法律原則加以解釋該等規定如何適用外，又因歷年來台灣對
於專利法、專利法施行細則及專利審查基準之修訂主要參考美國
司法實務建立的法律原則及 USPTO 依美國司法實務建立的法律
原則而歸納整編的 MPEP 之內容，從而系爭案件的審判法院亦經
常參考美國司法實務有關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的法律原則及 MPEP
中有關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的規範內容；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
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亦有眾多內容參考美國司法實務有
關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的法律原則及 MPEP 有關進步性之判斷標準
的規範內容加以修訂；惟智慧局於 2017 年修訂的「專利審查基
準」中，關於「進步性之判斷步驟」則參照日本於 2015 年公告
的「特許•實用新案審查基準」及「特許•實用新案審查手冊」
採用的審查方式加以規定，以期減緩「後見之明」的發生 8。

8

日本於 2015 年公告的「特許•實用新案審查基準」及「特許•實用新案
審查手冊」所採用的審查方式，係強調次要引證與主要引證之間必須具
有關聯性，始能使用該次要引證加以間接闡述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之間
的教示因果關係，以減緩「後見之明」的發生。此種審查方式則與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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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充分研究進步性之判斷標準，本文將併用案例研究法、比
較研究法與文獻探討法，就美國司法實務有關進步性之判斷標準
建立的法律原則及 2018 年的 MPEP 有關判斷進步性之一般標準
的 主 要 章 節 （ 2141 節 至 2141.03 節 ） 與 「 輔 助 考 量 因 素 」
（ secondary considerations ） 的 主 要 章 節 （ 716.01 節 至 716.04
節）之內容進行比較論析；並就台灣司法實務有關進步性之判斷
標準建立的法律原則及 2017 年修正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有關
進步性之概念（第二篇第三章 3.2 點）、進步性之審查原則（同
章 3.3 點）、進步性之判斷步驟（同章 3.4 點）、「否定進步性
之因素」（同章 3.4.1 點）、「肯定進步性之因素」（同章 3.4.2
點）之內容進行比較論析；再就有關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的美國司
法實務建立的法律原則及 MPEP 的相關內容進行檢討，對於其中
有助於釐清進步性之判斷標準、促使進步性之判斷標準合理化與
體系化、或能減緩「後見之明」發生的法律原則加以闡述，以供
相關專利實務之運作與專利法規之適用作為比較法的觀察與研究
之基礎，俾使台灣的法學界、司法實務界與專利實務界能以本文
檢討與闡述的法律原則為基礎從事更深入及充分的研究，以便使
台灣有關進步性之判斷標準能更為明確合理。

貳、判斷進步性的一般標準之比較論析
一、美國有關判斷進步性的一般標準
（一）關於「判斷進步性之審酌因素」（「進步性之判斷步
驟」）之論析

司法實務及 USPTO 於 2018 年修正的 MPEP 採用所有引證直接闡述先前
技術與系爭發明之間的教示因果關係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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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ham v. John Deere Co.9案（下稱 Graham 案）及 Sakraida
v. Ag. Pro, Inc.10案均表示，在判斷主張專利之標的是否符合美國
專利法第 103 條規定的「非顯而易見性」（進步性）之要件時須
要審酌下列三項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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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美國司法實務關於判
斷申請專利之標的是否符合進步性之審酌因素即類似於上述三項
因素。
「KSR 案的第一審判決」 11則將判斷進步性之審酌因素歸納
為下列四項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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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何「非顯而易見性」的客觀跡象之程度。
「KSR 案的第一審判決」所述的第（1）項審酌因素（先前
技術的範圍與內容）相當於 Graham 案及 Sakraida v. Ag. Pro, Inc.
案 所 述 的 第（ 1） 項 審酌 因 素 （ 待決 定 的 先 前技 術 之 範 圍與內
容）；「KSR 案的第一審判決」所述的第（2）項審酌因素（所
屬技術領域的通常技能之程度）相當於 Graham.案及 Sakraida v.
Ag. Pro, Inc.案所述的第（3）項審酌因素（待解決的相關技術領
域之通常技能的程度）；而「KSR 案的第一審判決」所述的第
（3）項審酌因素（先前技術與主張專利權的發明之間的差異）
相當於 Graham.案及 Sakraida v. Ag. Pro, Inc.案所述的第（2）項
審酌因素（先前技術與系爭請求項之間被探明的差異）；「KSR
案的第一審判決」所述的第（4）項審酌因素（任何「非顯而易
見性」的客觀跡象之程度）則相當於 Graham.案所述的可用來提
9

383 U.S. 1 (1966).
425 U.S. 273 (1976).
11
Teleflex Inc. v. KSR Int'l Co., 298 F. Supp. 2d 581 (E. D. Mich. 200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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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指引有關尋求獲准專利之標的來源之各項周邊環境（即「輔助
考量因素」（客觀審酌因素））。
Pfizer Inc. v. Sandoz Inc.案 12則將判斷進步性之審酌因素歸納
為下列四項因素：（1）先前技術之範圍與內容；（2）所屬技術
領域之通常技能的程度；（3）主張權利的發明與先前技術之間
的差異； （4）非顯而易知性的「輔助考量因素」，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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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行
業的其他人默認該專利有效、無法預期之結果。
為說明關於判斷進步性之審酌因素及標準，USPTO 參照美
國 相 關 重 要 判 決 提 出 的 法 律 見 解 ， 在 MPEP 第 2141 節 至 第
2141.03 節中對於判斷進步性之審酌因素及標準制定許多重要的
規範。例如，MPEP 第 2141 節第 2 點對「判斷請求項是否符合
進步性時須要審酌的因素」作出以下之說明：「Graham 案之審
酌因素在任何顯而易見性之分析中具有指導性；在 KSR 案 13提出
的有關顯而易見性之審酌與決定的事實情況中，聯邦最高法院再
度維持且依靠 Graham 案之審酌因素。」
MPEP 第 2141 節第 3 點則列出「可以支持顯而易見性之判
斷的典型原理」之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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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3

2016 WL 161137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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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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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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論者主張，為了避免法院對於系爭專利是否有效作成不一
致的判決而使專利權之效力無法確定，國會應該彙整各級法院對
於有關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所涉及的問題，以便立法敘明美國專
利法第 103 條有關非顯而易見性之要件，而解決該等問題 14。
（二）關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法
律見解之論析
關於「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MPEP 第
2141 節第 2 點第 C 項及第 2141.03 節第 1 點作出以下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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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Mike Sikora, Mayo, myriad, and a muddled analysis: Do recent changes to the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doctrine threaten patent protections for epigenetics-based
inventions?, 102 Minn. L. REV. 2229, 226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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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MPEP 第
2141 節第 3 點並作出以下之說明。當 USPTO 的審查人員解決了
Graham 案的事實調查，USPTO 的審查人員必須決定是否該主張
專利之發明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已經成為顯而易
見的。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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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易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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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易見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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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易見的。
關於「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MPEP 第
2141.03 節第 1 點作出以下之說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亦為有通常創造力之人，而非一種自動裝置。在許多案件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將能輕易地一起調適多項專利的教示。
USPTO 的審查人員亦得考量「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將採用的引證資料及創作步驟」。此外，與該主張專利之主題有
關的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的虛擬之人對可適用於該相關技術
之科學及工程的原則必然有理解能力；未廣為傳播的文件不得作
為用以表明所屬技術領域中通常知識的程度之先前技術。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下稱 CAFC）在 Environmental Designs, Ltd v.
Union Oil Co. of California15案則提出關於決定「所屬技術領域中

15

713 F. 2d 693 (Fed. Cir.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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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的六項審酌因素，包括：（1）發
明人的教育程度；（2）在所屬技術所遭遇的問題之類型；（3）
先前技術對於該等問題之解決方案；（4）完成創新之快速性；
（5）該技術之複雜程度；（6）在該領域的在職工作者之教育程
度。
上述六項審酌因素的第（2）至（6）項因素及如何適用該等
因素的說明 16，與 MPEP 第 2141 節第 2 點第 C 項以及第 2141.03
節第 1 點所列出的在決定「所屬技術領域中通常知識的程度」時
得納入審酌的五項因素 17 及如何適用該等因素的說明 18 之內容極
為類似，由此可見在 MPEP 中已納入 CAFC 在 Environmental
Designs, Ltd v. Union Oil Co. of California 案提出的關於決定「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的審酌因素及其適用
的重點。
CAFC 在 K/S Himpp v. Hear-Wear Technologies, LLC19案則認
為，關於系爭專利是顯而易見的而駁回該專利之權利主張的爭議
應適用「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技術水準以作成決
定，只要依「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技術水準認為
某些結合是顯而易見的，即使依其他人的技術水準不認為某些結
合會成為顯而易見的，該等結合所構成的系爭專利即是顯而易見
的，而應駁回該系爭專利之申請。

16

17

18

19

並非在每個案件中所有的該等因素皆可以被提出考量，而且在特別的案件中一
項或多項該等因素或其他因素可能佔有主導地位。
（A）在該技術領域中所遭遇的問題之類型；（B）先前技術對於該等問題之解
決方案；（C）完成創新之速度；（D）技術之複雜性；（E）在該領域的在職工
作者之教育程度。
在特定情況下，得不考量每一項因素，且其中一項或多項因素可能占有主導地
位。
751 F. 3d 1362 (Fed. Ci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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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者表示，專利法所稱的「具有通常知識者」並非指一位
具體之人或一項具體之職業，而是指一位符合專業的訓練與技術
之抽象標準的虛擬之人。該論者並指出，在決定該虛擬之人的技
術水準時，法院或專利主管機關通常會優先考量與發明人屬於相
同產業領域之業者及該業者在該產業的實際應用與研究發展之經
驗 20。自上述說明可知，在法院或專利主管機關決定「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時，其對於與發明人屬於相
同產業領域之業者在該產業的實際應用與研究發展之經驗的考量
應該重於對該業者之學歷的考量。
另有論者指出，關於判斷一項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通常會
要求 USPTO 決定是否對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該
項發明將會是顯而易見的。「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意謂其為該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理解力之人，但並非意謂其必然
有如同專利申請人所擁有的同等程度之專門知識。然而，「對於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該項發明將會是顯而易見
的」之考量要高於「對於一般人或具有平均教育程度之人而言該
項發明並非是顯而易見的」之考量 21。雖然對於一般人或具有平
均教育程度之人而言某項發明並非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對於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該項發明將會是顯而易見的，在
此情形下，應優先以「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
該項發明將會是顯而易見的」作為進步性之判斷標準，而評價該
項發明不具進步性。

20

21

Thomas Kühnen, Translated by Frank D. Peterreins, PATENT LITIGATION
PROCEEDINGS IN GERMANY: A HANDBOOK FOR PRACTITIONERS, 31 (6th
ed. 2013).
Non-Obviousness, at https://www.justia.com/intellectual-property/patents/
patentability-requirements/non-obviousness/ (last visited 10/1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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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者則指出，判斷生化技術的進步性必然會涉及審查僅有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PHOSITA）熟悉的先前
技術，且可能僅有 PHOSITA 能對門外漢說明該先前技術之功
能。值得注意的是，PHOSITA 對於結合已知的生化先前技術之
結果可能也無法充分預測，而此事使得對於生化技術的進步性之
分析更為複雜化 22。
該論者並分析，生化技術與其他技術間之區別存在於兩個層
次：先前技術的使用者之複雜性的層次以及先前技術本身之複雜
性的層次。相較於其他技術，生化技術是較為複雜且較難預測
的，因此其要求 PHOSITA 在相關領域有隨同更高的理解程度。
無論涉及生化、機械或電子之技術，所有的專利請求項遵從於專
利法之要件。然而，企圖強迫生化、機械或電子之技術符合統一
的法律規範模式是笨拙的且不實際的；允許 PHOSITA 告知法院
對於該生化領域的中等成員而言何者會被認為係顯而易見的將是
較為客觀且合理的。對 PHOSITA 須能做更細微的區別，例如介
於有機化學與材料化學的 PHOSITA 之間的區別；而對於生化技
術與其他技術間之區別層次以及對於 PHOSITA 所要求的專門知
識之特別類型加以決定係至關重要的 23。
（三）關於「以『TSM 測試法』作為進步性之判斷標準」
之論析
1. 關於以「TSM 測試法」作為決定系爭發明是否具有進步
性之判斷標準
美國司法實務長期以來採用「TSM 測試法」作為決定系爭

22

23

Shaun D. Wong, Flexible Yet Tailored: Developing a Standard for Patent
Nonobviousness in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Technologies Consistent with KSR, 52
U.C. DAVIS L. REV. 2207, 2226- 2227 (2019).
Id. at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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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是否具有專利法第 103 條規定的進步性之判斷標準，例如
CAFC 在「KSR 案的第二審判決」 24採用「TSM 測試法」作為決
定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之判斷標準。CAFC 在該判決指
出，正確的「TSM 測試法」要求法院應作成特定的驗證以顯示
一種教示、建議或動機藉由系爭專利所主張的特定方式加以結合
先前技術。
雖然聯邦最高法院在「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 25採用「無法
預期之結果」理論與「明顯可試的」理論作為決定系爭請求項是
否具有進步性之判斷標準，惟聯邦最高法院在「KSR 案的第三
審判決」中並未否定以「TSM 測試法」作為決定系爭請求項是
否具有進步性之判斷標準，聯邦最高法院僅說明 CAFC 在「KSR
案的第二審判決」中適用「TSM 測試法」以判斷進步性的方式
過於狹隘及僵化，而與聯邦最高法院在 Graham 案對判斷進步性
的問題所提供的廣闊且彈性的方式不一致，所以在美國的司法實
務上「TSM 測試法」仍為用以決定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
的判斷標準之一。因此在個案的情形中，若有清楚的證據支持依
「TSM 測試法」判斷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仍屬合宜時，
承審法院仍可採用「TSM 測試法」以判斷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
進步性。
MPEP 第 2141 節 第 3 點 指 出 ， 在 先 前 技 術 之 搜 尋 以 及
Graham 案的事實調查之決議表明了使用與「TSM 測試法」類似
的原理得以作成對顯而易見性的否認。MPEP 第 2141 節第 3 點
並 指 出 ， 雖 然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在 「 KSR 案 的 第 三 審 判 決 」 對
「TSM 測試法」的過於僵化之應用作出提醒，但聯邦最高法院

24
25

Teleflex Inc. v. KSR Int'l Co., 119 Fed. Appx. 282 (Fed. Cir. 2005).
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 550 U.S. 39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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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承認「TSM 測試法」係能用以決定顯而易見性的有效原理的
其中之一 26。
有論者認為，「TSM 測試法」過分注重形式上之推論，未
能對於科技發展之實際情況適時作出因應，可能導致法院及專利
主管機關對於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作出不適當之判斷 27。
有論者則對「TSM 測試法」之特性、類型及其具體證據作
出闡述。該論者指出，藉由要求某些引證資料，而該等引證資料
能夠顯示在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技能者得知該主張專利之發
明前，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技能者如何或為何已經知道或
已被誘導加以結合先前技術，此種作法可使「TSM 測試法」能
說明該主張專利之發明的顯而易見性且能顯示其並未依賴事後偏
見，因此 CAFC 經常期待對於結合有明確的教示與動機的先前技
術之引證資料。此外，隱含的啟發事件（例如發明人所面臨的問
題）可能是結合先前技術之建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技能
者的一般知識之文件證據亦得被使用。而「TSM 測試法」通常
期待用以結合引證資料之原動力的三種領域之具體證據為：
（1）該問題之性質；（2）該先前技術之引證資料的教示；
（3）在該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技能者所擁有的一般知識 28。
另有論者認為，CAFC 的「TSM 測試法」有助於國會與聯
邦最高法院所希望的在專利法學中將會發展的三項重要價值。首
先，藉由澄清先前技術所在之處的要件，該先前技術所在之處必

26

27
28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2141 III., Ninth Edition, at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mpep-2100.pdf (last visited
08/18/2019).
Peter Lee, Patent Law and the Two Cultures, 120 YALE L. J. 2, 37-39 (2010).
Brendan Seth O‘Brien O‘Shea, What Is Obvious: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KSR'S
Impact, 45 AIPLA Q. J. 517, 524-52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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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存在一種教示，而該教示將會使得主張專利之標的對於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是顯而易見的，CAFC 立即改善了
顯而易見性之判斷的客觀性，而使得顯而易見性之判斷較經得起
司法的處理與審查（具有客觀性與統一性）。其次，自 CAFC 給
予專利之異議者及 USPTO 清楚的指導原則（即路徑圖）關於如
何確立顯而易見性之角度觀察，CAFC 也已經使得「TSM 測試
法」較為精確。再者，於此同時，在促使應獲回報的專利權人將
取得專利並持續進行有價值的揭露（即促進創新）之可能性方
面，CAFC 也已經對公共利益提供服務。在很大程度上，這三項
重要價值已經藉由對於先前技術之範圍及內容稍多要求較豐富的
檢驗而達成 29。
如前述學者之分析，CAFC 的「TSM 測試法」有助於國會
與聯邦最高法院所希望的在專利法學中將會發展的三項重要價
值，包括：使得顯而易見性之判斷較具有客觀性與統一性、使得
顯而易見性之判斷較為精確、對公共利益（促進創新）提供服
務。
2. 美國司法實務認為須應用「共通認知」以判斷是否存在
教示因果關係
關於美國司法實務認為須應用「共通認知」以判斷是否存在
教示因果關係，從而判斷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顯而易見性，除聯
邦最高法院在「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之理由中明確表示 30外，
MPEP 第 2141 節 亦 援 引 Arendi 案 31 之 法 律 見 解 加 以 闡 釋 ：
「『共通認知』能被用以判斷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顯而易見性，

29
30
31

Lee Petherbridge & R. Polk Wagner, The Federal Circuit and Patentability: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Law of Obvious, 85 TEX. L REV. 2051, 2064 (2007).
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 550 U.S. 398, 418 (2007).
Arendi S.A.R.L. v. Apple Inc., 832 F.3d 1355 (Fed. Ci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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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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此外，美國尚有許多判決對此議題加以論析。
在 DyStar Textilfarben GmbH v. C.H. Patrick Co.33案，CAFC
表示，關於採用「共通認知」加以判斷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顯而
易見性，並不要求在特定的引證資料中對該「共通認知」之採用
有特別的暗示或建議，而僅要求對該「共通認知」之採用有合理
的解釋以避免一般化的結論 34。
在 Perfect Web Technologies, Inc. v. InfoUSA, Inc.35案，CAFC
表示，在排除判斷顯而易見性的「TSM 測試法」之僵化應用的
歷程中，聯邦最高法院注意到共通認知能成為組合或修正先前技
術之引證資料以完成專利發明的原因之來源 36。
在 TriMed, Inc. v. Stryker Corp.37案，CAFC 表示，顯而易見
性的分析包括依通常技能者可獲得的論理、判斷與共通認知，而
其不必然要求以任何引證資料或專家意見進行說明 38。
在 Ex Parte William Scherschel and Harold J. Morrow 案 39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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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8/2019).
464 F. 3d 1356 (Fed. Cir. 2006).
Id. at 1366.
587 F. 3d 1324 (2009).
Id. at 1328.
608 F. 3d 1333 (2010).
Id. at 1342.
2011 WL 44062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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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專利上訴與干涉委員會」（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s，下稱 BPAI）基於「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之判斷
標準而進行分析。BPAI 表示，在評估特定的先前技術之組合的
顯而易見性時，BPAI 必須審酌市場力量及設計界已知需求之影
響的共通認知因素 40。
在 Mintz v. Dietz & Watson, Inc.41案，CAFC 表示，若僅有
「共通認知」的文字敘述而沒有任何支持的證據，申請專利之發
明將無法視為具有顯而易見性。為了決定是否申請專利之發明已
經促進其技術領域而足以確保專利權存在，若能顯示出「共通認
知」是一種基本知識，則該「共通認知」確定會存在於通常技能
者的整體技能中 42。
在 Randall Mfg. v. Rea43案，CAFC 表示，在認識到共通認知
的角色（亦即，藉由共通認知以考量是否申請專利之發明是顯而
易見的），法院已經強調支持當事人之請求項的事實基礎之重要
性，而該請求項與相關技術領域之通常技能者之共通認知事項有
關 44。
在 K/S Himpp v. Hear-Wear Technologies, LLC45案，CAFC 表
示，由於在本案對代替核心事實認定之文件證據的基本事實與共
通認知之評估欠缺充分的證據支持，因此 BPAI 拒絕專利權人的
競爭對手提出的否定專利權人之請求項符合「非顯而易見性」的
提議，且 BPAI 的此項決定獲得 CAFC 支持 46。由此可見，代替

40
41
42
43
44
45
46

Id. at *1.
679 F.3d 1372 (2012).
Id. at 1377.
733 F.3d 1355 (2013).
Id. at 1362.
751 F.3d 1362 (Fed. Cir. 2014).
Id. at 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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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事實認定之文件證據的基本事實與共通認知之評估必須具有
充分的證據支持，才能夠作為「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依據。
有論者表示，依 MPEP 有關 USPTO 以正式通知駁回專利申
請的政策，不能僅憑藉所屬技術領域之共通認知或基礎知識而沒
有記錄中的證據支持就對於專利申請進行評估，且不能未基於記
錄中有關共通認知或基礎知識的任何證據而對於專利申請進行評
估。因此，若 USPTO 之審查人員採用有關 PHOSITA 的共通認
知或基礎知識之正式通知而駁回專利申請，該正式通知必須具有
在先前技術中某種形式的明確證據以支持審查人員對於其認定事
實的主張 47。
（四）關於「判斷進步性應以專利之整體為對象」的法律見
解之論析
美國專利法第 103 條規定，雖然主張專利之發明未受到如同
第 102 條所述情形的相同揭露，惟若在該主張專利之發明的有效
申請日前，對於該主張專利之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而言，該主張專利之發明與先前技術之間的差異「就該主張專
利之發明整體上可能已經是顯而易見的」，則該主張專利之發明
可能無法獲得專利。
MPEP 第 2141 節第 2 點第 B 項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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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 MPEP 第 716.02（d）節的主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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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li M. Sheets, A Little Common Sense Is A Dangerous Thing: The Inherent
Inconsistency Between KSR And Current Official Notice Policy, 10 U. N. H. L. REV.
163, 175-17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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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有關判斷進步性的一般標準
（一）關於「判斷進步性之審酌因素」（「進步性之判斷步
驟」）之論析
在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4 點
「進步性之判斷步驟」的規定 48中，其步驟 1（確定申請專利之
發明的範圍）隱含於聯邦最高法院在 Graham.案及 Sakraida v.
Ag. Pro, Inc.案所述的進步性的第（2）項審酌因素中關於探明系
爭請求項；其步驟 2（確定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相當於
Graham.案及 Sakraida v. Ag. Pro, Inc.案所述的進步性的第（1）
項審酌因素（待決定的先前技術之範圍及內容）；其步驟 3（確
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相當於
Graham.案及 Sakraida v. Ag. Pro, Inc.案所述的進步性的第（3）
項審酌因素（待解析的相關技術領域之通常技能的程度）；其步
驟 4（確認該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間的差異）相當
於 Graham.案及 Sakraida v. Ag. Pro, Inc.案所述的進步性的第
（2）項審酌因素（先前技術與系爭請求項之間被探明的差
異）；其步驟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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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係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
三章第 3.4 點「進步性之判斷步驟」特別列出者，在聯邦最高法
院於 Graham.案及 Sakraida v. Ag. Pro, Inc.案所述的進步性之審酌
因素並無相對應的項目，且於密西根州東區地方法院在「KSR

4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17），《專利審查基準》，頁 2-3-16~2-3-26，台北：作者
自版。有關專利法對人工智慧保護歐美實務觀點，請參照謝國廉（2020），〈論
專利法對人工智慧之保護─歐美實務之觀點〉，《高大法學論叢》，15 卷 2 期，
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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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第一審判決」與德拉瓦州地方法院在 Pfizer Inc. v. Sandoz
Inc.案所述的進步性之審酌因素亦皆無相對應的項目。
由於智慧局就其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中的「進步性之判
斷步驟」之步驟 5 所作的說明僅概括論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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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該論述並未提供審查人員關
於判斷進步性之具體判斷標準。
因此有論者表示，智慧局在「專利審查基準」有關「進步性
之判斷步驟」所作之修正重點（該判斷步驟 5「是否能輕易完
成」）中，新增「是否能建立不具進步性的論理」之判斷順序，
立意甚好，惟其最後步驟僅說明必須就肯定進步性與否定進步性
之因素予以綜合考量，並未詳述應如何取捨、權衡以形成結論。
對於審查人員來說，如何表達出心證的判斷，並將其論述具體落
實於審查意見中，實屬全新的挑戰與考驗。因此，將有賴審查人
員依循審查基準之規範並於審查意見的撰寫上更為用心。此外，
須透過更多的教育訓練及案例研討，藉由共同分享審查經驗而提
高審查意見的一致性，方能使審查品質及撰寫品質，不僅符合外
界的期待，並且能通過法院的檢驗 49。
在台灣的司法實務上有若干判決在判斷主張專利之標的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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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否具有進步性時」），會先討論關於判斷
進步性之一般審酌因素（或稱為「判斷步驟」），其中有判決採

49

莊智惠（2017），〈進步性判斷方式及論理之探討─以發明專利進步性審查基準
修 訂 為 例 〉，《 智 慧 財 產 權 月 刊 》， 225 期 ， 頁 23 。 經 濟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
https://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78231710289.pdf （ 最 後 瀏 覽 日 ：
03/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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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類似於 Graham.案、Sakraida v. Ag. Pro, Inc.案、「KSR 案的第
一審判決」及 Pfizer Inc. v. Sandoz Inc.案所述的進步性之審酌因
素（例如：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民專上字第 55 號民事判決），
另有判決則採用類似於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
三章第 3.4 點所述的「進步性之判斷步驟」（例如：最高行政法
院 104 年度判字第 326 號行政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在 99 年度民專上字第 55 號民事判決表示，判
斷申請專利之新型是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
請前之先前技術顯能輕易完成，首應決定先前技術之範圍及內
容，其次確認先前技術與申請專利範圍之差異，再者確認申請專
利之新型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申請時之技術水準，
最後判斷所屬相關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以先前技術為基
礎，是否不需過度實驗或分析，即能將該先前技術以轉用、置
換、改變或組合等方式輕易完成申請專利之新型。
智慧財產法院在本案提出的判斷是否符合進步性須要審酌的
前 三 項 因 素 相 當 於 Graham.案 、 Sakraida v. Ag. Pro, Inc.案 、
「KSR 案的第一審判決」及 Pfizer Inc. v. Sandoz Inc.案提出的判
斷是否符合進步性須要審酌的前三項因素，亦相當於智慧局公布
的「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4 點「進步性之判斷步
驟」的步驟 2 至步驟 4。
至於智慧財產法院在本案提出的判斷是否符合進步性須要審
酌的第四項因素：「最後判斷所屬相關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以先前技術為基礎，是否不需過度實驗或分析，即能將該先前
技術以轉用、置換、改變或組合等方式輕易完成申請專利之新
型」，則相當於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4 點「進步性之判斷步驟」的步驟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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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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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知識，是否能輕易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
此外，最高行政法院在 104 年度判字第 326 號行政判決指
出，發明專利舉發案有關進步性之審查步驟，首先應先確定系爭
發明之申請專利範圍，其次確定其先前技術（即引證證據）所揭
露之內容，再確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
水準，繼之確認該發明與先前技術間之差異，最後以該發明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及申請
時的通常知識，判斷是否能輕易完成系爭發明。
最高行政法院在該案提出的發明專利舉發案有關進步性之審
查步驟則近似於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4 點「進步性之判斷步驟」的步驟 1 至步驟 5。
（二）關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法
律見解之論析
智慧局在「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2.1 點就「該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如下之說明：
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係一虛擬之人，指
具有申請時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一般知識及普通技能之人，且
能理解、利用申請時之先前技術。若所欲解決之問題能促使該發
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其他技術領域中尋求解決問
題的技術手段，則其亦具有該其他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
關於一般知識，包括工具書或教科書等所載之周知的知識，
亦包括普遍使用的資訊及從經驗法則所瞭解的事項。關於普通技
能，則指執行例行工作、實驗的普通能力。一般知識及普通技
能，簡稱「通常知識」。
在一般情況下，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係一
個人，惟若考量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具體事實，確定該發明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係一群人較為適當時，亦可為一群

123

28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6 卷．第 1 期

人。
綜上可知，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所述有關「該發
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內容類似於有關「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美國相關案例 50之主要內容，並類
似於有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乃一虛擬之角色，必
須藉由外部證據資料將其能力具體化」的台灣相關案例 51之主要
內容。
有論者指出，「一般知識」所指之主體應為「在相關技術領
域中具有平均技能之一般從業人員」 52。另有論者指出，以「一
般知識」界定「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中之「通
常知識」者，乃是確保該法律虛擬專家立於知識接收者的地位，
而非知識創新者，避免過度寬大的解釋知識創新而產生進步性評
價的「後見之明」，扭曲進步性的正確評價 53。
有論者則主張，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其他工作者，確屬發明
人於發明競賽上欲解決相同問題之競爭者，亦屬專利之競爭者。

50

51

52
53

涉及「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美國相關案例，例如：
Environmental Designs, Ltd v. Union Oil Co. of California、Kloster Speedsteel AB v.
Crucible, Inc.、Hoechst Celanese Corp. v. BP Chemicals, Ltd.、In re Kotzab、
Daiichi Sankyo Co., Ltd. v. Apotex, Inc.、K/S Himpp v. Hear-Wear Technologies,
LLC。
關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乃一虛擬之角色，必須藉由外部證據資
料將其能力具體化」之台灣相關案例，例如：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
第 406 號行政判決、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503 號行政判決、智慧
財產法院 105 年度行專更（一）字第 4 號行政判決、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
度判字第 266 號行政判決、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裁字第 597 號行政裁
定。
Richard Hacon & Jochen Pagenberg, CONCISE EUROPEAN PATENT LAW, 51
(2nd ed. 2008).
沈宗倫（2017），〈專利進步性評價的新視野與展望─簡評我國進步性審查基準
之修訂〉，《萬國法律》，214 期，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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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其他工作者中挑選學識工作能力普通者，
確屬衡量「通常知識者」之一個客觀之指標 54。
智慧局在「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4 點「進步性
之判斷步驟」的步驟 3 提出的客觀認定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得考量的因素為：（A）該技術所面臨問
題之類型、（B）先前技術解決該等問題之技術手段、（C）發
明所屬技術領域之創新速度、（D）該科技之複雜度、（E）該
領域實務從事者之教育水準。智慧局並表示，於個案中，上述每
一因素未必皆存在，可能一或多個因素即具有決定性。
上述五項考量因素及如何適用該等因素的說明，與 MPEP 第
2141 節第 2 點第 C 項以及第 2141.03 節第 1 點列出的在決定
「所屬技術領域中通常知識的程度」時得納入審酌的五項因素 55
及如何適用該等因素的說明 56之內容極為類似，由此可見，智慧
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4 點「進步性之判
斷步驟」的步驟 3 已經納入 MPEP 第 2141 節第 2 點第 C 項以及
第 2141.03 節第 1 點提出的關於決定「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之技術水準」的審酌因素及其適用的重點。
（三）關於「以『TSM 測試法』作為進步性之判斷標準」
之論析
1. 關於以「TSM 測試法」作為決定系爭發明是否具有進步
性之判斷標準
智慧局在「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4.1 點「否定
進步性之因素」分別列出第 3.4.1.1 點「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
54

55
56

宋皇志（2016），〈專利法中「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法實證
研究〉，《政大法學評論》，146 期，頁 92。
同前註 17。
同前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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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第 3.4.1.2 點「簡單變更」及第 3.4.1.3 點「單純拼湊」，
並對各點之內容詳加說明。
智慧局對「專利審查基準」所述的「否定進步性之因素」中
有關「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有如下之說明：首先，審查進步
性時，通常會涉及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結合，應考量該發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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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而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若有動機能結合，則可判斷具有否
定進步性之因素。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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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量複數引證
之技術內容的關連性或共通性，而非考量引證之技術內容與申請
專利之發明之技術內容的關連性或共通性，以避免後見之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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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專利審查基準」對「教示或建議」則作出以下的闡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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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證 A 與引證 B）之技術內容。
綜上可知，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所述的「否定進
步性之因素」中有關「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及其考量事項中
的「教示或建議」之內容類似於「以『TSM 測試法』作為進步
性之判斷標準」的美國及台灣之相關案例 57之主要內容。

57

「以『TSM 測試法』作為進步性（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標準」的美國案例，
例如：ACS Hosp. Sys., Inc. v. Montefiore Hosp.、In re Deuel、Ruiz v. A.B. Chance
Co.、In re Kotzab、Okajima v. Bourdeau、Teleflex Inc. v. KSR Int'l Co.案的第二審
判決、DyStar Textilfarben GmbH & Co. Deutschland KG v. C.H. Patrick Co.、

126

美國與台灣有關專利進步性判斷標準之研究 31

智慧局在其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4.1
點「否定進步性之因素」中的第 3.4.1.1 點「有動機能結合複數
引證」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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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量複數引證之技術內
容的關連性或共通性，而非考量引證之技術內容與申請專利之發
明的技術內容之關連性或共通性，以避免後見之明。原則上，得
綜合考量：（1）技術領域之關連性、（2）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
性、（3）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4）教示或建議等事項。」
有論者對上述關於「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得綜合考量之
部 分 事 項 作出 說 明 。 該論 者 表 示 ，關 於 （ 2）欲 解 決 之 問題及
（3）功能或作用，修正前之舊基準強調應審酌複數引證與系爭
發明之間之「關連性」，新基準中則改以「複數引證間之共通
性」為判斷標的，並明確界定「共通性」為「包含實質相同之所
欲解決問題及功能或作用」。易言之，「共通性」的比對對象為
「複數引證」之間，而非如舊基準為「系爭發明與各引證」之
間；且「共通性」之判斷需各引證在欲解決之問題以及功能或作
用上之間達到「實質相同」的程度，顯較舊基準之「關連性」更
為具體 58。
智慧局對「專利審查基準」所述的「否定進步性之因素」中

58

Arendi S.A.R.L. v. Apple Inc. 、 Amerigen Pharmaceuticals Ltd. v. UCB Pharma
GmBH；「涉及以『TSM 測試法』作為進步性（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標準」
的台灣案例，例如：台灣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804 號民事判決、智慧
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 6 號民事判決、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52 號行政判決、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613 號行政判
決、台灣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111 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
行專更（一）字第 2 號行政判決。
簡秀如、蔡亦強（2017），〈進步性專利審查基準修正：「複數引證之結合動
機」判斷原則的細緻化〉，《理律法律雜誌雙月刊》，2017 年 7 月號，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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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簡單變更」有如下之說明：若申請專利之發明為單一引證
之技術內容的簡單變更，則可判斷具有否定進步性之因素。若該
單一引證或另一佐證之技術內容對於該簡單變更存在教示或建
議，則於判斷是否具有否定進步性之因素時，得視為有力之情
事。
綜上可知，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所述的「否定進
步性之因素」中有關「簡單變更」之內容涵蓋於「以『TSM 測
試法』作為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的美國及台灣之相關案例 59之主
要內容中。
智慧局對「專利審查基準」所述的「否定進步性之因素」中
有關「單純拼湊」有如下之說明：若申請專利之發明為複數引證
之技術內容的單純拼湊，則可判斷具有否定進步性之因素。若該
等複數引證或另一佐證之技術內容對於該單純拼湊存在教示或建
議，則於判斷是否具有否定進步性之因素時，得視為有力之情
事。
綜上可知，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所述的「否定進
步性之因素」中有關「單純拼湊」之部分內容亦涵蓋於「以
『TSM 測試法』作為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的美國及台灣之相關
案例 60之主要內容中。
2. 關於「反向教示」是否屬於「肯定進步性之因素」
智慧局對「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4.2 點「肯定
進步性之因素」的 3.4.2.1 點「反向教示」有如下之說明：「反
向教示」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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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60

同前註 5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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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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所採的途徑者。此外，判斷相關先前技術對於申請專利之發
明是否具有反向教示，必須就相關先前技術之實質內容予以判
斷。
依上述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對於「反向教示」之
說明，「反向教示」係屬於「以『TSM 測試法』作為進步性之
判斷標準」的美國及台灣之相關案例 61之主要內容的反面解釋。
有論者對「反向教示」之特性及事例作出說明。該論者表
示，「反向教示」可以被認為是「TSM 測試法」的反面解釋，
且「反向教示」係區別先前技術的普遍方式；然而，並非總能清
楚察覺出一種教示實際上是一種「反向教示」。在特定的情形
下，專利權人可能得爭論某種明顯想要的結合對於該技術領域之
通常技能者而言不是可行的（例如：「無法達成的結合」）。典
型之事例為某項產品的結構特徵使得該產品是令人想要的，但是
該產品僅能以被公認為非顯而易見的方法加以製造 62。
另有論者主張，不得僅以先前技術中有阻礙研發進行立場，
即當然認定有反向教示效果存在。縱先前技術揭示特定研發方
向，例如，在先前技術的技術內容加添一個新的技術要件，將是
耗費成本且在可行性上有潛在的瑕疵，若以「所屬技術領域具有
通常工藝者」角度，可能耗費的成本與潛在的瑕疵並非重大，則
反向教示仍無法成立 63。

61
62
63

同前註 57。
Hugh Butler Wellons, Robert F. Copple, William Neal Wofford, BIOTECHNOLOGY
AND THE LAW, § 4:9 (2nd ed. 2019).
沈宗倫（2013），〈由專利法教示因果關係論專利進步性：以組合專利與類似組
合專利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42 卷 2 期，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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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者則指出，揭露失敗實驗的引證資料對於其教示的所有
事項而言，該引證資料是一種先前技術，因為 PHOSITA 可能可
以自該引證資料獲取某種未知之事。前述情形說明了為何此種揭
露失敗實驗的引證資料在否定專利適格性上能夠扮演有力的角色64。
綜合以上學者之見解加以分析，「反向教示」是否屬於「肯
定進步性之因素」，學界仍存有質疑。因此，智慧局在其公布的
「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4.2 點將「反向教示」明列
為「肯定進步性之因素」，此種作法是否適宜，容有檢討之空
間。
（四）關於「判斷進步性應以專利之整體為對象」的法律見
解之論析
智慧局對「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3.1 點「整體
審查」有如下之說明：審查進步性時，應以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整
體為對象，不得僅針對個別或部分技術特徵，亦不得僅針對發明
與相關先前技術之間的差異本身，判斷該發明是否能被輕易完
成。
智慧局對「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4.1 點「否定
進步性之因素」的第 3.4.1.3 點「單純拼湊」則有如下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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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可知，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所述的「整體審
查」之內容與「單純拼湊」之部分內容涵蓋於與「判斷進步性應

64

Sean B. Seymore, The Null Patent, 53 William & Mary L. REV. 2041, 2082-208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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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利之整體為對象」有關的美國及台灣之相關案例 65之主要內
容中；且其內容類似於美國專利法第 103 條規定之內容，亦類似
於 MPEP 第 2141 節第 2 點第 B 項之內容以及 MPEP 第 716.02
（d）節的主文之內容。

參、判斷進步性的輔助考量因素之比較論析
一、美國有關判斷進步性的「輔助考量因素」
（一）關於「輔助考量因素」之論析
Graham.案 66表示，關於判斷進步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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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之周邊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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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fizer Inc. v. Sandoz Inc.案 67則表示，關於判斷進步性的輔助
考量因素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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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行業的其他人默認該專利有效、無法預期之結
果。
Takeda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v. Alphapharm Pty., Ltd.案 68
（下稱「Takeda 案」）表示，若被告無法證明原告主張專利之

65

66
67
68

與「判斷進步性應以專利之整體為對象」有關的美國案例，例如：Sakraida v.
Ag. Pro, Inc.、In re Peterson；與「判斷進步性應以專利之整體為對象」有關的
台灣案例，例如：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行專更（一）字第 7 號行政判決、台
灣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52 號行政判決、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
判字第 613 號行政判決、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75 號行政判決、
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503 號行政判決。
Graham v. John Deere Co., 383 U.S. 1 (1966).
Pfizer Inc. v. Sandoz Inc., 2016 WL 1611377 (2016).
Ltd., 492 F.3d 1350 (Fed. Ci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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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項在初步證據下已是顯而易見的，則法院無須再審酌任何關
於非顯而易見性的客觀審酌因素（即「輔助考量因素」） 69。
In re Huai-Hung Kao 案 70則對「輔助考量因素」之適用時機
以及如何建立「輔助考量因素」與申請專利範圍相稱之證據加以
說明。該案表示，雖然在「輔助考量因素」被提出時，該等因素
並非總是有決定性的，但在審查人員藉由初步證據顯示申請專利
範圍有顯而易見性時，卻未審酌關於非顯而易見性的「輔助考量
因素」即是錯誤的。關於專利顯而易見性的探究，申請專利範圍
必須合理相稱地審酌「輔助考量因素」之證據。然而，專利申請
人不被要求為了證明其申請專利範圍與「輔助考量因素」係合理
相稱的而必須檢測其申請專利範圍內的每一項實施例；若專利申
請人顯示一項實施例有「無法預期之結果」且證明有足夠的基礎
支持其他在申請專利範圍內之實施例將會以相同的方式呈現，此
種情形通常能建立「輔助考量因素」與申請專利範圍相稱的證據71。
關於「輔助考量因素」，MPEP 第 2141 節第 2 點作出以下
之說明。有關顯而易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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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能包含商業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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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之情況而作成，顯而易見
性的問題必須基於事實調查加以解決。

69
70

71

Id. at 1350, 1362-63.
In re Huai-Hung Kao, 639 F.3d 1057 (Fed. Cir. 2011), Ex Parte Huai-Hung Kao,
Anand R. Baichwal, Troy McCall, and David Lee, 2012 WL 3307358 (Bd.Pat.App.
& Interf.)) (2012).
Id. at 1059.

132

美國與台灣有關專利進步性判斷標準之研究 37

為說明美國專利法第 103 條所規定的非顯而易見性之要件如
何適用，USPTO 參照 Graham.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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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EP 第 716.01
（a）節至（c）節中對「輔助考量因素」之內容及適用制定主要
的規範。例如，MPEP 第 716.01（a）節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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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易見性之爭議
時，對於被及時提出的證詞或聲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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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受到審查人員審酌。而在判斷顯
而易見性的過程中，當「輔助考量因素」之證據被提出時必須總
是受到考量。又如 MPEP 第 716.01（b）節表示，為實際判斷顯
而易見性或非顯而易見性，「輔助考量因素」之證據必須與主張
專利之主題是有關的，因此審查人員必須判斷是否在該主張專利
之發明的成效與「輔助考量因素」的證據之間有關聯性。
另如 MPEP 第 716.01（c）節第 1 點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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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論者主張，輔助性判斷因素（即「輔助考量因素」）與其
他可資判斷非顯而易見性的事證應同等以觀，而不應僅處於一種
次要的地位。由於輔助性判斷因素之特色為以經濟上或動機上的
客觀指標呈現發明當時的狀態，而非單純技術上的判斷。因此，
以輔助性判斷因素進行非顯而易見性的判斷，不但較符合美國專
利法第 103 條的規定，以及 Graham 案提出的判斷架構，同時更
可以促使法院以客觀證據明確指出發明是否顯而易知的理由。該
論者並主張，各個輔助性判斷因素中，「產業上長期未解決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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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他人的失敗」、「他人的獨立發明」及「專家於發明完
成前所表示的意見」，較可客觀呈現發明當時，所屬領域中習知
技藝之人，對於本案發明所採取的行動或持有的想法，使法院可
據以推知本案發明對當時的同業而言，是否為顯而易知的。因
此，「產業上長期未解決的需求」、「他人的失敗」、「他人的
獨立發明」及「專家於發明完成前所表示的意見」，應具有獨立
的衡量地位，優先於其他輔助性判斷因素而被考量 72。
（二）關於「輔助考量因素」中若干重要的審酌因素之論析
在「輔助考量因素」中有若干重要的審酌因素，例如：「無
法預期的結果」、「商業上的成功」、「長期存在的問題」，茲
就該等審酌因素加以論析如下：
1. 關於「無法預期的結果」
CAFC 於 In re Soni73案揭櫫以「無法預期的結果」判斷系爭
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CAFC 表示，當專利申請人顯示如同本案
具有特定分子量的導電聚合物成分之請求項的重大改良結果且敘
明該結果是無法預期的，則審查人員不能基於顯而易見性的理由
而認為該請求項不可授予專利 74。
而在聯邦最高法院於「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 75中採用「無
法預期的結果」理論作為進步性之判斷標準後，「無法預期的結
果」理論遂成為有關進步性之主要判斷標準。聯邦最高法院表
示，根據已知的方法而將熟悉的元件作結合，當該結合未產生超
過預期之結果時（即該結合沒有無法預期之結果時），則該結合

72

73
74
75

劉懿嫻（2010），〈美國專利法非顯而易知性之新觀點：相同條件下的客觀指
標〉，《科技法學評論》，7 卷 2 期，頁 198、200。
In re Soni, 54 F.3d 746(Fed. Cir.1995).
Id. at 751.
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 550 U.S. 39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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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係顯而易見的 76。惟當一項專利主張一種在先前技術中已知
的構造，而該構造僅藉由該領域另一種已知元件的置換即被改變
時，則該結合必然會產生超過預期之結果（即該結合會有無法預
期之結果），則該結合並非顯而易見的 77。
在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作 出 「 KSR 案 的 第 三 審 判 決 」 之 後 ，
USPTO 乃配合「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所建構的法律理論（例
如：「無法預期的結果」理論、「明顯可試的」理論、「共通認
知」的應用）而修改 MPEP，並基於「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所
建構的法律理論而在 MPEP 中增訂一些關於顯而易見性之判斷的
審酌因素與典型原理 78。在 MPEP 中揭櫫關於顯而易見性之判斷
的審酌因素與典型原理，可以使審查人員與法官在審查系爭專利
是否具有顯而易見性時能有較為具體明確的參考標準，不但有助
於審查人員與法官對於系爭專利是否具有顯而易見性能夠作成較
合理的決定，亦有助於縮短作成前述決定的時間。
MPEP 第 716.02（a）節第 1 點規定：「超過預期的結果是
一種與系爭請求項的顯而易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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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MPEP 第 716.02（b）節第 3 點則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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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77
78
79

Id. at 398, 401.
Id. at 416.
Ashley Allman Bolt, Combating Hindsight Reconstruction In Patent Prosecution, 64
EMORY L.J. 1137, 1152 (2015).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716.02(a) I., Ninth Edition, at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mpep-0700.pdf (last visited
08/18/2019).

135

40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6 卷．第 1 期

的先前技術之間的直接或間接之比較形式。舉例而言，間接之比
較測試被認為足以推翻本案具有顯而易見性之初步證據 80。」
雖然聯邦最高法院於 2007 年在「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中
採用「無法預期的結果」理論作為決定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
性之判斷標準後，許多有關進步性之爭議案件紛紛採用「無法預
期的結果」理論以決定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而使得「無
法預期的結果」理論成為有關進步性之爭議案件的主要判斷標
準。惟有不少論者指出，以「無法預期的結果」理論作為決定系
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之判斷標準，可能產生以下問題。
有 論 者 認 為 ， 在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作 出 「 KSR 案 的 第 三 審 判
決」之後，關於發明具有顯而易見性的爭議範圍將會增加；因此
將使得專利申請較容易被駁回，且法院將不會對於該申請專利之
發明為何是顯而易見的提供經深思熟慮且充分合理的說明 81。
有論者指出，基於生醫相關發明（例如與 DNA 有關的發
明）之研究成果具有不可預測性，因此以「無法預期的結果」理
論作為專利是否符合進步性之判斷標準將可能使生醫相關發明的
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產生放寬的趨勢 82。另有論者亦指出，為因應
生物科技研發不可預期的科技特性，CAFC 有逐步放寬進步性評
價門檻的趨勢 83。
有論者則表示，「無法預期的結果」雖然是克服顯而易見性

80

81

82
83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716.02(b) III., Ninth Edition, at https://www.uspto.gov/
web/offices/pac/mpep/mpep-0700.pdf (last visited 08/18/2019).
Jeffrey K. Mills, Jason A. Fitzsimmons & Kevin Rodkey, Protecting Nanotechnology
Inventions: Prosecuting in an Unpredictable World, 7 NANOTECH. L. & BUS. 223,
228, 231（2010）.
Timo Minssen, The U.S. Examination of Nonobviousness after KSR v. Teleflex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DNA-related Inventions, 39 IIC 886, 912-913 (2008).
沈宗倫，同前註 63，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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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初步論點的有力證據，然而，亦有其負面效果，日後於民事侵
權訴訟中可能導致專利權範圍之限縮，亦即，若申請人於申請過
程中主張「無法預期之結果」係來自於某一重要的改良技術特徵
（例如說明書或申復書中指出其為本發明之「非常重要的技術特
徵」或「關鍵的技術特徵」等），因而獲准專利，則法院於解釋
該請求項時，即使請求項中並未明示限於該改良技術特徵（例如
請求項係記載該改良技術特徵的上位概念技術特徵），亦可能將
說明書中的該重要改良技術特徵讀入（read into）請求項，導致
請求項之文義範圍變小，若專利權人主張均等侵權時，其均等範
圍亦可能受到限制而難以成立，其結果為第三者將易於迴避侵
權，導致專利價值降低 84。
另有論者對於上述情形舉例說明其問題，在 Bayer AG v.
Elan Pharmaceuticals 一案 85中，原告 Bayer 強調其發明的特殊藥
劑 ， 能 使 nifedipine 86 維 持 特 定 的 表 面 面 積 （ Specific Surface
Area，簡稱 SSA）數值範圍。Bayer 主張此 SSA 數值範圍能對維
持血液中高 nifedipine 濃度，從而產生「特定」高原效果，因此
本 SSA 數值範圍乃具有「特優」效果（類似於「無法預期的結
果」）且富發明特色。由於 Bayer 在專利說明書中採用了一連串
的強烈字句 87，CAFC 因而判定：超出 Bayer 的專利說明書中所
述 SSA 特定範圍的特性，即不在 Bayer 專利保護範圍內。因

84

85
86
87

張仁平（2018），〈進步性分析中有關「無法預期之結果」的主張及判斷〉，《專
利師》，34 期，頁 81-82。
212 F.3d 1241 (Fed.Cir. 2000).
一種二氫吡啶類的「鈣離子通道阻斷劑」之降血壓及預防心絞痛的藥物。
essential、required、critical、necessary、important、advantageous、beneficial、
desirable 、 preferred 、 chief 、 majority 、 main 、 significant 、 principal 、
fundamental、vital、advantages or disadvantages of the prior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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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CAFC 認定被告 Elan 並未侵犯 Bayer 的專利 88。
2. 關於「商業上的成功」
為了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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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當詳細的規定，其重點如下：
MPEP 第 716.03（a）節第 1 點表示，包括商業上成功的非
顯而易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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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MPEP 第 716.03（b）節第 1 點則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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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MPEP 第 716.03（b）節第 2 點並表示，為與非顯而易見性
之爭議有關，屬於專利請求項範圍內之設備的商業上成功必須來
自在專利說明書之描述中被揭露的或固有的功能與優勢 91。
然而，「商業上之成功」的證據對於判斷後續發明之進步性

88

89

90

91

舒安居（2014），《專利髒話不要說—你所不知的專利禁忌》，科技產業資訊
室 ，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0361 （ 最 後 瀏 覽 日 ：
10/12/2019）。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716.03(a) I., Ninth Edition, at https://www.uspto.gov/web/
offices/pac/mpep/mpep-0700.pdf (last visited 08/18/2019).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716.03(b) I., Ninth Edition, at https://www.uspto.gov/web/
offices/pac/mpep/mpep-0700.pdf (last visited 08/18/2019).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716.03(b) II., Ninth Edition, at https://www.uspto.gov/web/
offices/pac/mpep/mpep-0700.pdf (last visited 08/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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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會因為「阻礙性之專利理論」 92而遭受減損或否定。有論
者引述 CAFC 在 Galderma Laboratories LP v. Tolmar Inc.93案適用
「阻礙性之專利理論」而認為地方法院錯誤地憑藉「商業上之成
功」以支持進步性之認定。CAFC 認為該支持配方專利之進步性
的「商業上之成功」的證據之價值有限，因為該專利權人持有包
含該配方之活性化合物的早期專利，而該等早期專利阻礙包含該
專利配方的產品進入市場直至該等早期專利的有效期間屆滿為止94。
前揭論述之主旨係謂，由於系爭配方專利之專利權人持有包
含該配方之活性化合物的早期專利，所以在該等早期專利的有效
期間屆滿前，包含該配方的產品將無法進入系爭配方專利之市
場，致使系爭配方專利能獲得「商業上之成功」，因此系爭配方
專利的「商業上之成功」的證據對於判斷該配方專利之進步性的
價值有限。
「阻礙性之專利理論」最初係減損或否定「商業上之成功」
的證據對判斷生化技術領域的後續發明之進步性的價值；惟有論
者指出，對「阻礙性之專利理論」出現在所有技術領域之進步性
的案例之期待是合乎邏輯的，且該期待無疑會加快許多未解決問
題之法律的發展 95。

92

93
94

95

基於「阻礙性之專利理論」，早期專利對於後續創新之潛在阻礙效果與評量後
續發明之進步性的客觀跡象（即「輔助考量因素」）有關，且該潛在阻礙效果
會減損或否定後續發明之進步性的客觀跡象。
Galderma Laboratories LP v. Tolmar Inc., 737 F.3d 731 (Fed. Cir. 2013).
Expansion of the Blocking-Patent Doctrine, at
https://www.venable.com/insights/publications/2020/04/expansion-of-the-blockingpatent-doctrine (last visited 04/13/2020).
‘Blocking Patent’ Doctrine May Now Apply To All Technologies, at
https://www.iptechblog.com/2019/12/blocking-patent-doctrine-may-now-apply-toall-technologies/ (last visited 04/1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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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長期察覺之需要及其他人之失敗」
為了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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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聯對於顯而易見性之爭議取
決於許多因素。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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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該長期察覺之
需要必須在申請人的發明之前未曾被另一人實施。第三，該發明
必須在事實上實現長期察覺之需要 96。」

二、台灣有關判斷進步性的「輔助考量因素」
（一）關於「輔助考量因素」之論析
智慧財產法院在 101 年度行專訴字第 7 號行政判決表示，申
請專利之發明倘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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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常知識所能輕易完成，權利人尚
得 提 供 下 列輔 助 性 資 料， 包 括 ︰ （1） 發 明 具有 無 法 預 期的功
效；（2）發明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3）發明克服技術偏見；
（4）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用以證明該申請專利之發明具有
進步性，惟因商業上之成功可能源自廠商之商業手段策略，倘欲
以商業上之成功克服不具進步性之判斷，權利人除應證明其商品

96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716.04 I., Ninth Edition, at https://www.uspto.gov/web/
offices/pac/mpep/mpep-0700.pdf (last visited 08/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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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銷售量高於同質性之商品或在市場具有獨占或取代競爭者產品
之情事外，尚應證明商品之商業上成功係基於該專利之技術特徵
所致。
智慧財產法院在本案提出的關於進步性的判斷標準近似於
Graham.案與 Pfizer Inc. v. Sandoz Inc.案提出的判斷是否符合進步
性須要審酌的「輔助考量因素」，例如：無法預期的功效、商業
上的成功、長期察覺到但尚未解決的需要、其他人的失敗、該行
業的其他人默認該專利有效等。智慧財產法院在本案提出的關於
進步性的判斷標準亦相當於「KSR 案的第一審判決」提出的判
斷是否符合進步性須要審酌的第四種基本事實―任何「非顯而易
見性」的客觀跡象之程度。
最高行政法院在 104 年度判字第 487 號行政判決更明確指
出，下列輔助性判斷因素亦得以佐證該新型並非能輕易完成：
（1）新型創作具有無法預期的功效；（2）新型創作解決長期存
在的問題；（3）新型創作克服技術偏見；（4）新型創作獲得商
業上的成功；（5）新型創作以簡化之結構而能達成相同或更佳
之功效。有關組合數種舉發證據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時，
尤應注意不得僅因系爭專利各項構件已存在先前技術中，即認定
不具進步性，而應探究有無具體之理由，促使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識者參酌申請時的通常知識之觀點，作成客觀的判斷。
最高行政法院在本案提出的關於進步性的輔助性判斷因素的
第（1）至（4）項之判斷因素亦近似於 Graham.案與 Pfizer Inc.
v. Sandoz Inc.案提出的關於進步性的輔助考量因素之例示事由：
無法預期的功效、長期察覺到但尚未解決的需要、其他人的失
敗、商業上的成功。
（二）關於「輔助考量因素」中若干重要的審酌因素之論析
在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4.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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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進步性之因素」之第 3.4.2.3 點「輔助性判斷因素」中有
若干重要的審酌因素，例如：「發明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
「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發明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茲
就該等審酌因素加以論析如下：
1. 關於「發明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
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4.2.3.1 點
對「發明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有如下之說明：
所謂「無法預期之功效」，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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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的變化），或產生新的功效（質的變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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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即使申請專利之發明產生功效的顯著提升，或產生新的
功效，惟該功效對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
言，係發明申請時能夠預期者，仍非屬「無法預期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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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時，得視為有力之情事。因
此，即使申請時之通常知識或先前技術會促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只要該發明具有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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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財產法院在 99 年度民專上字第 55 號民事判決指出，倘
先前技術與申請專利之新型係相同或相關之技術領域，而為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面對該申請專利新型所欲解決之技術
問題時所得合理參考或查詢之資料，且先前技術對應於申請專利
之新型僅有些微結構改變之差異，而該差異技術特徵復已見於相
同技術領域之先前技術文獻，而足以促使所屬技術領域人士置換
或改變該最接近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而構成申請專利之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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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產生可預期之功效，應認定該新型顯能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
性。
智慧財產法院在 103 年民專上字第 19 號民事判決並提出關
於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系爭專利之相關請求項相較於被上訴人
之相關證據組合，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完
成，且未有無法預期之功效，故不具進步性。」
智慧財產法院在 103 年度行專訴字第 112 號行政判決表示，
系爭專利請求項所述之凸出部相較於原證 1 並未產生無法預期之
功效，因此系爭專利請求項為熟習該項技術領域者依原證 1 所揭
露技術內容所能輕易完成，故原證 1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不
具進步性。
最高行政法院在 104 年度判字第 428 號行政判決表示，難認
系爭專利請求項具有顯著之功效，故足證其不具進步性；系爭專
利說明書並未說明技術特徵究竟可以達成何種特殊功效，故請求
項 7 僅屬設計上的簡單改變，不具進步性。
上 述 四 個 判 決 之 法 律 見 解 皆 類 似 於 「 KSR 案 的 第 三 審 判
決」所述的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的前段內容─「該結合未產生超過
預期的結果時（即該結合沒有無法預期的結果時），則該結合不
具進步性。」此外，最高行政法院在 104 年度判字第 428 號行政
判決所述的「請求項 7 僅屬設計上的簡單改變，不具進步性。」
之法律見解則將「設計上的簡單改變」作為不具進步性的例示事
由。
最高行政法院在 104 年度判字第 326 號行政判決表示，如果
其設計架構能產生新功效，則雖利用現有的技術或硬體模組，亦
不宜逕認其不具進步性。此種法律見解則隱含最高行政法院在本
案採用「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中所述的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的
後段內容─「該結合會產生超過預期的結果（即該結合會有無法

143

48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6 卷．第 1 期

預期的結果），則該結合並非顯而易見的（即具有進步性）。」
綜上可知，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所述的「肯定進
步性之因素」有關「輔助性判斷因素」中的「發明具有無法預期
之功效」，其內容涵蓋於與「輔助考量因素」中的「發明具有無
法預期之結果」有關的美國及台灣之相關案例 97之主要內容中；
且其內容類似於「涉及以『無法預期之結果』作為進步性之判斷
標準」的美國及台灣之相關案例 98之主要內容，亦類似於 MPEP
第 716.02（a）節與（b）節所規定的「無法預期之結果」理論之
主要內容。
在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4.2 點
「肯定進步性之因素」之第 3.4.2.2 點「有利功效」之說明中亦
曾論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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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98

與「輔助考量因素」中的「發明具有無法預期之結果」有關的美國案例，例
如：Graham v. John Deere Co.、Pfizer Inc. v. Sandoz Inc.；與「輔助考量因素」
中的「發明具有無法預期之結果」有關的台灣案例，例如：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行專訴字第 7 號行政判決、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87 號行政
判決。
「涉及以『無法預期之結果』作為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的美國案例，例如：In
re Soni、Teleflex Inc. v. KSR Int'l Co.案的第三審判決（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In re Huai–Hung Kao、In re Peterson、Knoll Pharmaceutical Co., Inc.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Takeda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v. Alphapharm
Pty., Ltd.、Procter & Gamble Co.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Pfizer Inc. v.
Sandoz Inc.；「涉及以『無法預期之結果』作為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的台灣案
例，例如：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民專上字第 55 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民專上字第 19 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行專訴字第 112 號
行政判決、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326 號行政判決、台灣最高行政
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28 號行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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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可知，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所述的「肯定進
步性之因素」中有關「有利功效」之部分內容涵蓋於「涉及以
『無法預期之結果』作為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的美國及台灣之相
關案例 99 之主要內容中，亦涵蓋於 MPEP 第 716.02（a）節與
（b）節所規定的「無法預期之結果」理論之主要內容中。
2. 關於「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
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4.2.3.4 點
對「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有如下之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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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財產法院在 101 年度行專訴字第 7 號行政判決表示，商
業上之成功可能源自廠商之商業手段策略，倘欲以商業上之成功
克服不具進步性之判斷，權利人除應證明其商品之銷售量高於同
質性之商品或在市場具有獨占或取代競爭者產品之情事外，尚應
證明商品之商業上成功係基於該專利之技術特徵所致。
智慧財產法院並在 103 年度民專上字第 19 號民事判決特別
指出，所謂發明獲得商業上之成功者，乃判斷系爭專利是否具有
進步性之輔助因素，而並非唯一因素，且專利商品在商業上成功
與否，除其技術特徵外，亦可能因銷售技巧、廣告宣傳、市場供
需情形、整體社會經濟景氣等因素所致。因此，難以系爭專利具
有商業上成功之輔助因素，遽認系爭專利之相關請求項具有進步
性。
智慧財產法院在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75 號行政判決並闡
明，為避免僅將先前技術以機械式之拼湊比對所為的後見之明，

9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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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審查基準第 2 篇第 3 章「3.4 進步性之判斷步驟」規定，應
綜合考量「否定進步性之因素」及「肯定進步性之因素」，其中
「肯定進步性之因素」即包含「輔助性判斷因素─發明獲得商業
上的成功」之因素。又按專利審查基準第 2 篇第 3 章「3.4.2.3.4
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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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可知，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所述的「肯定進
步性之因素」有關「輔助性判斷因素」中的「發明獲得商業上的
成功」，其內容涵蓋於與「輔助考量因素」中的「商業上之成
功」有關的美國及台灣之相關案例 100之主要內容中；且其內容類
似於直接與「商業上之成功」有關的美國及台灣之相關案例 101之
主要內容，亦類似於 MPEP 第 716.03（a）節與（b）節所規定的
「商業上之成功」之主要內容。
3. 關於「發明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
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4.2.3.2 點
對「發明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有如下之說明：
若申請專利之發明能解決先前技術中長期存在的問題或達成
人們長期的需求，則可判斷具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

100

101

與「輔助考量因素」中的「商業上之成功」有關的美國案例，例如：Graham v.
John Deere Co.、Pfizer Inc. v. Sandoz Inc.；與「輔助考量因素」中的「商業上
之成功」有關的台灣案例，例如：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行專訴字第 7 號行政
判決、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87 號行政判決。
直接與「商業上之成功」有關的美國案例，例如：Sakraida v. Ag. Pro, Inc.、In
re Huai–Hung Kao；直接與「商業上之成功」有關的台灣案例，例如：智慧財
產法院 103 年度民專上字第 19 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行專訴字
第 75 號行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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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是否為「長期存在的問題」，必須同時符合下列三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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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可知，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所述的「肯定進
步性之因素」有關「輔助性判斷因素」中的「發明解決長期存在
的問題」，其內容涵蓋於與「輔助考量因素」中的「發明解決長
期存在的問題」有關的美國及台灣之相關案例 102之主要內容中；
且其內容類似於 MPEP 第 716.04 節所規定的「長期察覺之需要
及其他人之失敗」之內容。

肆、美國與台灣有關進步性的判斷標準之綜
合評析
一、是否適用「明顯可試的」結合不構成顯而易見
性
CAFC 在「KSR 案的第二審判決」表示，正確的 TSM 測試
法要求法院應作成特定的驗證，以顯示一種教示、建議或動機藉
由系爭專利所主張的特定方式加以結合先前技術 103 。CAFC 在
「KSR 案的第二審判決」中並表示，僅藉由顯示數項元件的結
合是「明顯可試的」不能證明專利請求項為顯而易見的；從而，

102

103

與「輔助考量因素」中的「發明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有關的美國案例，例
如：Graham v. John Deere Co.、Pfizer Inc. v. Sandoz Inc.；與「輔助考量因素」
中的「發明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有關的台灣案例，例如：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行專訴字第 7 號行政判決、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87 號行政
判決。
Teleflex Inc. v. KSR Int'l Co., 119 Fed.Appx. 282, 288 (Fed. Ci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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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明顯可試的」結合不被法院認為構成顯而易見性 104。
惟聯邦最高法院在「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表示，當有解
決問題的設計需要或市場壓力且確定的與可預期的解決方案之數
量有限時，通常技能者有充分的理由實施在其技術所掌握之範圍
內的已知方案。若此事會導致預期的成功，則其可能並非創新之
產物，而係通常技能與共通認知之產物；在此情形下，「明顯可
試的」結合之事實可能顯示出基於美國專利法第 103 條之規定該
結合的專利是顯而易見的 105。
因此，MPEP 第 2141 節第 3 點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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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入「可以支持顯而易見性之判斷的典型原理」之項目 106 的第
（E）項中。
若 自 以 上 論 述 直 接 觀 之 ， 似 乎 因 為 CAFC 於 2005 年 在
「KSR 案的第二審判決」中有關「長久以來『明顯可試的』結
合不被法院認為構成顯而易見性」之法律見解，與聯邦最高法院
於 2007 年在「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中有關「…在此情形下，
此種「明顯可試的」結合之事實可能顯示出基於美國專利法第

104
105
106

Id. at 287, 289.
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 550 U.S. 398, 42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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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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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條之規定該結合的專利是顯而易見的」之法律見解，兩者產
生衝突，致聯邦最高法院廢棄 CAFC 在「KSR 案的第二審判
決」中有關「長久以來『明顯可試的』結合不被法院認為構成顯
而易見性」之法律見解，故 MPEP 第 2141 節第 3 點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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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可以支持顯而易見性之判斷的典型原理」
之項目中。
惟若深入分析 CAFC 在「KSR 案的第二審判決」有關「明
顯可試的」結合之法律見解與聯邦最高法院在「KSR 案的第三
審判決」有關「明顯可試的」結合之法律見解將會發現，「KSR
案的第二審判決」中有關「明顯可試的」結合之法律見解與
「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中有關「明顯可試的」結合之法律見
解並未產生衝突。
首 先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在 「 KSR 案 的 第 三 審 判 決 」 表 示 ：
「當確定的與可預期的解決方案之數量有限時，通常技能者有充
分的理由實施在其技術所掌握之範圍內的已知方案…在此情形
下，「明顯可試的」結合之事實可能顯示出基於美國專利法第
103 條之規定該結合的專利是顯而易見的。」因此，聯邦最高法
院係認為在符合「確定的與可預期的解決方案之數量有限時」且
「通常技能者有充分的理由實施在其技術所掌握之範圍內的已知
方案」這兩項條件下，「明顯可試的」結合之專利才是顯而易見
的。
其次，CAFC 在「KSR 案的第二審判決」表示：「正確的
TSM 測試法要求法院應作成特定的驗證，以顯示一種教示、建
議或動機藉由系爭專利所主張的特定方式加以結合先前技術。從
而，長久以來『明顯可試的』結合不被法院認為構成顯而易見
性。」因此，CAFC 認為正確的「TSM 測試法」係要求，在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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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院應作成特定的驗證，以顯示一種教示、建議或動機藉由
系爭專利所主張的特定方式加以結合先前技術」之條件下，先前
技術之結合才會被法院認為構成顯而易見性；若「明顯可試的」
結合先前技術卻不符合前述條件，則不會被法院認為構成顯而易
見性。
因此，MPEP 第 2141 節第 3 點在「可以支持顯而易見性之
判斷的典型原理」之項目中將「明顯可試的」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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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符合「KSR 案的第二審判決」與「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之法
律見解的真義。
有論者認為，「KSR 案的第二審判決」中對於判斷請求項
是否符合進步性所採用的「TSM 測試法」與「KSR 案的第三審
判決」之理由中所論述的「明顯可試的」理論相較下，「TSM
測試法」在適用上較為具體客觀；至於「明顯可試的」理論則容
易流於法官或審查人員之主觀判斷，致產生後見之明 107。

二、同時適用「TSM 測試法」與「無法預期之結
果」理論作為進步性之判斷標準
由於「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並未否定以「TSM 測試法」
作為決定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之判斷標準，而是要求法院
依「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所述的「無法預期之結果」理論而
適用「TSM 測試法」，以決定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因
此在司法實務上，於決定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的事證存在

107

Gene Quinn, KSR the 5th Anniversary: One Supremely Obvious Mess, IP Watchdog
1(2012), available at https://www.ipwatchdog.com/2012/04/29/ksr-the-5thanniversary-one-supremely-obvious-mess/id=24456/ (last visited 10/1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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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爭議時，許多判決同時適用「TSM 測試法」與「無法預期
之結果」理論作為進步性之判斷標準 108。
MPEP 第 2141 節 第 3 點 指 出 ， CAFC 在 許 多 案 件 已 依
「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所述的「無法預期之結果」理論而適
用「TSM 測試法」。因此在司法實務上，於決定系爭請求項是
否具有進步性的事證存在較多爭議時，許多判決同時適用「TSM
測試法」與「無法預期之結果」理論，以決定系爭請求項是否具
有進步性 109。
有論者認為，KSR 一案 110 對於美國專利判斷非顯而易知性
（進步性）之要件，給予較為明確的指導原則與應用方式，也就
是在 PHOSITA 的水平下：（1）Graham 法則可以作為基礎的原
則與通常應用的判斷方式與流程；（2）界定顯而易知時，可以
透過對於系爭專利技術組合是否有市場或技術的需求或動機，該
專利技術的產生是否只有常見的有限方式，以及結果是否可以合
理預期等，作為判斷之依據；（3）「TSM 測試法」可以作為挑
戰非顯而易知要件之舉證 111。
在台灣的司法實務上，則似乎沒有判決同時適用「TSM 測
試法」與「無法預期之結果」理論作為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為了
在決定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的事證存在較多爭議的案件中
能有效解決關於進步性之認定問題，因此本文建議，於決定系爭

108

109
110
111

例如：In re Peterson、Knoll Pharmaceutical Co., Inc.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Takeda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v. Alphapharm Pty., Ltd.、Procter &
Gamble Co.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Pfizer Inc. v. Sandoz Inc.。
同前註。
指「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 550 U.S. 398 (2007).）
湯舒涵（2013），《專利進步性要件之判決分析：由美國專利案例觀照台灣最高
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頁 10，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科技法律學程碩士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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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的事證存在較多爭議時，台灣的法院可以
參考同時適用「TSM 測試法」與「無法預期之結果」理論作為
進 步 性 之 判 斷 標 準 的 美 國 判 例 法 （ 即 依 「 KSR 案 的 第 三 審 判
決 」 所 述 的 「 無 法 預 期 之 結 果 」 理 論 而 適 用 「 TSM 測 試
法」），以決定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

三、是否適用「先確立專利申請日所屬技術領域中
具有通常知識者及其技術水準」的見解
最高行政法院有數件判決支持「判斷進步性須要先確立專利
申請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及其技術水準」之法律見
解 112，而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及智慧財產法院另有判決隱含
採用「判斷進步性須要先確立專利申請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及其技術水準」之法律見解 113；但是智慧財產法院則有
數件判決支持「判斷進步性未必須要先確立專利申請日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及其技術水準」之法律見解 114。
就最高行政法院與最高法院支持或隱含採用「判斷進步性須
要先確立專利申請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及其技術水
準」之法律見解的數件判決之理由所作的分析可知，最高行政法
院與最高法院在該等判決中明確提出確立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之知識水準時需要審酌之因素，包括：系爭專利所著重

112

113

114

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214 號行政判決、104 年度判字第 308 號行
政判決、105 年度判字第 503 號行政判決。
台灣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800 號民事判決、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
度判字第 326 號行政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行專更（一）字第 2 號行政
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 2 號民事判決、104 年度行專訴字
第 34 號行政判決、105 年度行專更（一）字第 4 號行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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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技術領域、先前技術面臨之問題、解決問題之方法、技術之複
雜度、系爭專利之實務從事者通常之教育水準、系爭發明對照先
前技術之功效、及經由邏輯分析、推理或試驗而得之一般技術手
段的研究、開發等因素；最高行政法院並要求就該等因素整體加
以考量，以確立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知識水準。
另一方面，就智慧財產法院支持「判斷進步性未必須要先確
立專利申請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及其技術水準」之
法律見解的數件判決之理由所作的分析可知，該等判決並未完全
排除法院有確立專利申請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及其
技術水準之需要。
舉例而言，有判決理由提到「除非當事人有所爭執，則由先
前技術之提出，即應可判斷所屬技術領域中通常知識者之技術程
度為何」，基此判決理由之反面推論可知，若當事人對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程度有所爭執時，則無法由先前技
術之提出以判斷所屬技術領域中通常知識者之技術程度為何，此
時法院便有確立專利申請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
術程度的需要；另如有判決理由提到「在案內之引證文件確立
後，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通常也就能隨之自然浮現」，依此判
決理由之反面推論可知，若因當事人對案內之引證文件加以爭執
而使案內之引證文件無法確立時，則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也就
無法隨之自然浮現，此時法院便有確立專利申請日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的需要；又如有判決理由提到「如
果當事人對於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
準有所主張，並因此爭執某項特定知識或技術可否作為先前技術
時，行政法院自須明確認定並說明該特定知識或技術是否為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得接觸或掌握，在此認定說明過程
中，並不排除因此可能對於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有所明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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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據此判決理由加以推論可知，在行政法院明確認定並說明
當事人爭執的某項特定知識或技術是否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所得接觸或掌握的過程中，並不排除因此可能對於通常
知識者之技術水準有所明確界定。亦即，在前述的過程中，可能
需要先明確界定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俾據以判斷當事人爭執
的某項特定知識或技術是否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
得接觸或掌握。
此外，有判決理由提到「當某項特定技術是否為專利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得接觸或掌握發生爭執時，實質上即
等同對『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或其於系爭專利申請
日之『技術水準』發生爭執，此時法院的判斷結果，即有實質界
定通常知識者技術水準之作用及效果。」，據此判決理由加以推
論可知，由於當某項特定技術是否為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所得接觸或掌握發生爭執時，實質上即等同對「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或其於系爭專利申請日之「技術水
準」發生爭執，故此時需要界定「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及其於系爭專利申請日之「技術水準」，俾據以判斷某項特
定技術是否為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得接觸或掌
握。
上述法律見解即類似於 CAFC 在 2007 年的 Daiichi Sankyo
Co., Ltd. v. Apotex, Inc.案 115中所採用的法律見解。在該案中，當
事人對於系爭專利的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及其程度產
生爭執，亦即爭執系爭專利的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
技術水準究竟是一般醫師或小兒科醫師之程度，或是從事開發治
療耳朵的藥物製劑與醫療方法之人或有接受藥物製劑訓練的專家

115

Daiichi Sankyo Co., Ltd. v. Apotex, Inc., 501 F.3d 1254 (Fed. Ci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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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耳科醫師、耳鼻喉科醫師或耳鼻喉科的專家）之程度。因
此，CAFC 在審理本案後首先表示，系爭專利之發明所發展使用
的「歐弗洒欣」耳用藥水及性質與「歐弗洒欣」相同的「速博
新」滴耳液，係不會有損害耳朵之副作用的局部治療耳炎的抗生
素合成物，即使一般醫師或小兒科醫師可能以系爭專利之發明開
立治療耳炎的處方，他們將因為缺少如同系爭專利之發明人所擁
有的某些特別訓練而沒有經驗或知識開發此主張專利權的合成
物，所以系爭專利的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係從事開發治療耳朵的藥物製劑與醫療方法之人或有接受藥物製
劑訓練的專家（例如耳科醫師、耳鼻喉科醫師或耳鼻喉科的專
家）之程度 116。
在前述隱含採用「判斷進步性須要先確立專利申請日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及其技術水準」之法律見解的智慧財產
法院 104 年度行專更（一）字第 2 號行政判決中，智慧財產法院
就其得心證之理由的第（一）點便首先表明，本案的兩造及參加
人對「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界定」並不爭執；其後，智慧財產法院
才於其得心證之其他理由表示，本案的系爭證據均未揭露或教示
系爭專利請求項之技術特徵，且無法達成系爭專利之高度耐候性
及耐摔性，故系爭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不具進步
性。
上述智慧財產法院在 104 年度行專更（一）字第 2 號行政判
決就其得心證之理由所作的論述，即類似於智慧財產法院支持
「判斷進步性未必須要先確立專利申請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及其技術水準」之法律見解的數件判決之理由所蘊含的
要旨─「在當事人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

116

Id. at 1257-1258.

155

60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6 卷．第 1 期

準並未爭執時，法院未有確立專利申請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及其技術水準之需要；而在當事人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
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有所爭執時，法院仍有確立專利申請
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及其技術水準之需要。」
對前述支持或隱含採用「判斷進步性須要先確立專利申請日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及其技術水準」之法律見解，及
對前述支持「判斷進步性未必須要先確立專利申請日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及其技術水準」之法律見解進行綜合分析與
檢討後，本文認為，在法院或智慧局審查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
步性時，若當事人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及其技術
水準並未爭執，則法院或智慧局無須先確立專利申請日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及其技術水準，此時法院或智慧局即可解
析系爭專利各請求項之技術特徵，繼而將系爭專利各請求項之技
術特徵與先前技術之引證案相對應之技術特徵進行比對，藉以判
斷系爭專利各請求項之技術特徵與先前技術之引證案相對應之技
術特徵有何差異，並判斷該等差異在專利申請日是否為系爭專利
之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先前技術之引證案的內容
及當時的通常知識所能輕易完成，以決定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
步性。
反之，若當事人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及其技
術水準有所爭執，則法院或智慧局必須先確立專利申請日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及其技術水準後，才能夠實施上述有關
判斷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的後續步驟。
有論者指出，發明人及專利律師難以確定預測 USPTO 及司
法實務對於進步性之決定的主要原因係對於何者構成所屬技術領
域中之通常技能可能有爭議，而對於探明何種被擁有的技能可能
是顯而易見的而言，決定何者構成所屬技術領域中之通常技能乃

156

美國與台灣有關專利進步性判斷標準之研究 61

是一種先決條件 117。
另有論者表示，專利法上之通常知識者，與民法的一般合理
人或善良管理人立意相同，都是為了判斷責任是否成立所預先建
立的比對基礎，此與 Judge Rich 撰擬美國專利法第 103 條之理念
及 Graham 判決意旨相同。該論者並表示，界定通常知識者對進
步性判斷影響之鉅，不言可喻。期待法院能將界定通常知識者納
入判斷進步性之必要方法，以免後見之明之弊 118。
惟有論者表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專利法
上之地位固然重要，但對許多傳統之技術領域，或是結果較可預
期之技術領域而言，其實由先前技術之提出，應該即可得知誰是
此「人」（即「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這或許就
是實務上少對此標準有所著墨之原因。但對於先前技術、待開發
之技術、技術交錯、結果較難預期之技術領域等，此「人」（即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決定，可能就是勝負的
關鍵 119。
由於要界定在專利申請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
技術水準在實務運作上相當困難，因此有論者主張在申請專利過
程及司法訴訟過程須採用不同的審理模式。在申請專利過程中專
利主管機關應諮詢符合「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專
家的意見以作出決定，在司法訴訟過程中則由雙方當事人自行蒐

117
118

119

The Nonobvious Meaning of Patent “Nonobviousness”, at https://www.morningtrans.
com/the-nonobvious-meaning-of-patent-nonobviousness/ (last visited 10/12/2019).
張哲倫（2018），〈判斷進步性應界定通常知識者之學理基礎─最高行政法院在
105 年度判字第 503 號判決之啟發暨智慧財產法院之回應〉，《月旦法學雜
誌》，282 期，頁 156、170。
熊誦梅（2011），〈眾裡尋他千百度：談所屬技術領域中之通常知識者－從最高
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一二七七號判決談起〉，《月旦法學雜誌》，191
期，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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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證據並進行言詞辯論，以供法院作出判決 120。

四、當提出「輔助考量因素」時，法院或專利審查
人員是否須審酌該「輔助考量因素」
MPEP 第 716.01（a）節後段表示「在判斷顯而易見性的過
程中，當『輔助考量因素』之證據被提出時必須總是受到考
量。」即是要求 USPTO 的專利審查人員在判斷系爭請求項是否
符合美國專利法第 103 條所規定的「非顯而易見性」（進步性）
之要件時，必須審酌「輔助考量因素」之證據。
另一方面，「Takeda 案」表示，若被告無法證明原告主張
專利之請求項在初步證據下已是顯而易見的，則法院無須再審酌
任何關於非顯而易見性的客觀審酌因素（即「輔助考量因
素」）。
In re Huai-Hung Kao 案 121則表示，雖然在「輔助考量因素」
被提出時，該等因素並非總是有決定性的，但在審查人員藉由初
步證據顯示申請專利範圍有顯而易見性時，卻未審酌關於非顯而
易見性的「輔助考量因素」即是錯誤的。
惟智慧財產法院於 101 年度行專訴字第 46 號行政判決（下
稱「101 年行專訴 46 號判決」）中表示，專利之進步性判斷著
重於技術層面之價值，至於商業上的成功僅為進步性之輔助判
斷，不論系爭專利於商業上之成功與否、或原告所提供之進步性
輔助性證明資料為何，仍應先為系爭專利與引證間之技術比較，
倘已明顯而可認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時，即無以進步性輔助判斷

120
121

Brenda M. Simon, Rules, Standards, and the Reality of Obviousness, 65 CASE
WESTERN RES. L. REV. 25, 26 (2014).
639 F.3d 1057 (Fed. Cir. 2011), Ex Parte Huai-Hung Kao, Anand R. Baichwal, Troy
McCall, and David Lee, 2012 WL 3307358 (Bd.Pat.App. & Interf.))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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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
智慧財產法院並於 103 年度民專上字第 19 號民事判決（下
稱「103 年民專上 19 號判決」）中表示，不論系爭專利於商業
上成功與否等進步性之輔助性證明資料為何，仍應先為系爭專利
與引證間之技術比較，倘已明顯而可認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時，
即無須再審酌進步性之輔助判斷因素（即「輔助考量因素」）。
上述 CAFC 在「Takeda 案」及 In re Huai-Hung Kao 案之法
律見解與智慧財產法院在「101 年行專訴 46 號判決」及「103 年
民專上 19 號判決」之法律見解似相對立。CAFC 在「Takeda
案」認為，若被告無法證明原告主張專利之請求項在初步證據下
已是顯而易見的（不具進步性），則法院無須再審酌關於非顯而
易見性（進步性）之「輔助考量因素」；CAFC 在 In re Huai–
Hung Kao 案更表明，在審查人員藉由初步證據顯示申請專利範
圍有顯而易見性（不具進步性）時，卻未審酌關於非顯而易見性
（進步性）的「輔助考量因素」即是錯誤的（亦即，藉由初步證
據顯示申請專利範圍有顯而易見性（不具進步性）時，審查人員
須審酌關於非顯而易見性（進步性）的「輔助考量因素」）。惟
智慧財產法院在「101 年行專訴 46 號判決」則認為，系爭專利
與引證間之技術比較，倘已明顯而可認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時，
即無以進步性輔助判斷之必要；智慧財產法院在「103 年民專上
19 號判決」亦認為，系爭專利與引證間之技術比較，倘已明顯
而可認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時，則法院無須再審酌進步性之「輔
助判斷因素」。
由於「輔助考量因素」之作用是在法院難以藉由判斷進步性
之一般審酌因素而決定系爭專利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時，可藉
由「輔助考量因素」提供法院某些自客觀層面加以考量的審酌因
素以利法院決定系爭專利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所以若法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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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系爭專利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的過程中能將「輔助考量因
素」納入審酌，將能使法院較易決定系爭專利請求項是否具有進
步性，且對於法院判斷進步性之結果亦更臻合理。因此，
USPTO 在 MPEP 第 716.01（a）節才會表示，在判斷顯而易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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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院藉由考量關於判斷進步性之審酌因素而決定系爭專利
是否具有進步性的過程中，常涉及法院對於該等審酌因素適用於
系爭專利之結果的主觀判斷，因此可能出現以下之情形：在適用
「101 年行專訴 46 號判決」及「103 年民專上 19 號判決」之法
律見解的情形下，經由系爭專利與引證間之技術比較，甲法院可
能認定已明顯可以認為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故甲法院認為無須
再審酌關於進步性之「輔助考量因素」；但乙法院可能認定尚未
明顯可以認為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故乙法院認為須要再審酌關
於進步性之「輔助考量因素」。另一方面，在綜合適用「Takeda
案」及 In re Huai-Hung Kao 案之法律見解的情形下，經由系爭
專利與引證間之技術比較，甲法院可能認為被告已藉由初步證據
顯示系爭專利有顯而易見性，故甲法院認為須要審酌關於進步性
之「輔助考量因素」；但乙法院可能認為被告無法藉由初步證據
顯示系爭專利已是顯而易見的，故乙法院認為無須再審酌關於進
步性之「輔助考量因素」。
為避免不同的法院或專利審查人員依判斷進步性的一般標準
而決定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之結果有過大的歧異，因此本
文建議，法院或專利審查人員在考量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
的過程中，宜依 MPEP 第 716.01（a）節之規定，當「輔助考量
因素」之證據被提出時，「輔助考量因素」必須總是受到考量，
以便法院或專利審查人員判斷進步性之結果能更為合理，而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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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法院或專利審查人員認定之結果歧異過大。
有 論 者 即 指 明 ， 「 輔 助 考 量 因 素 」 的 英 文 「 Secondary
Considerations」中的 Secondary 之意義應為「順序」，亦即進步
性判斷的先後順序，而非指「次要」、「輔助」或「從屬」之
意。其他客觀事實的 Secondary，其意義與地位實與商標後天識
別性（Secondary Meaning）的 Second 有異曲同工之妙，其亦為
「順序」之意。我國專利審查基準或法院實務將進步性判斷的其
他客觀事實視為「輔助」因素，顯然誤解其本意與重要性。正由
於此等客觀事實為進步性判斷提供了客觀之證據、減少流於後見
之明的主觀偏見，美國法甚而將其分析列為強制性。因此，我國
實務未來在判斷進步性時，實應盡可能將「輔助考量因素」納入
考量 122。
另有論者主張，「輔助性判斷因素」雖名爲「輔助性」，但
不代表審查者或法院得以斟酌考量，「輔助性」僅指其進步性評
價方法，非直接由先前技術與發明的教示因果關係著手，而是由
發明與市場間的關係開展，以確定其技術貢獻程度，故以「輔助
性」名之。在此次基準 123 修訂的意旨，在於令「輔助性判斷因
素」成為進步性評價之當然考量因素，只要專利申請者於申請時
或申請中主張「輔助性判斷因素」，並提出相關之證據，審査者
應審究相關證據，以判斷「輔助性判斷因素」對於進步性評價的
影響。雖然基準僅將四種因素列入「輔助性判斷因素」，包括
「發明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
「發明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及「發明克服技術偏見」，但衡估

122

123

李素華、張哲倫（2015），〈專利進步性判斷之法學方法論―美、德之借鏡及台
灣實務之檢討〉，《月旦法學雜誌》，242 期，頁 252。
指 2017 年修訂的「專利審查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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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實施與市場的互動與未來的發展，「輔助性判斷因素」的樣
態似未必限於此四種因素，因此，此四個因素應解釋爲例示的概
念，未來凡是能由發明實施的市場評價證明發明的技術評價者，
皆當列入「輔助性判斷因素」加以考量，始能充分發揮「輔助性
判斷因素」調節進步性評價的功能 124。
此外，有論者主張，如果典型的判斷認為系爭請求項具有進
步性，則繼續審酌輔助性要素（即「輔助考量因素」）與否並非
重點；反之，如果典型的判斷認為系爭請求項不具有進步性，此
時才更應繼續審酌申請人或專利權人所提出之輔助性要素，以輔
助證明進步性 125。

五、法官應委任專家擔任鑑定人，並提醒基於作成
鑑定意見時應審酌「輔助考量因素」
藉由審酌輔助考量因素以審查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雖
較為客觀，惟各種輔助考量因素皆有相當程度之專業性，若無該
專利所屬技術領域的專家提供鑑定意見以協助法官審查系爭請求
項是否具有進步性，則恐難真正發揮輔助考量因素的客觀化作
用；雖然目前智慧財產法院設有技術審查官就專利爭議案件涉及
技術層面的爭點提供專業意見以協助法官進行審判，惟由於智慧
財產法院的技術審查官人數不多而難以涵蓋各種不同技術領域的
專業，在非屬該等技術審查官之專業領域內的技術爭議，該等技
術審查官亦難以提供專業意見，更遑論非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之
專利訴訟案件更無技術審查官可以提供專業意見以協助法官進行

124
125

沈宗倫，同前註 53，頁 31-32。
呂紹凡（2014），〈判斷專利進步性要件之再檢討〉，《萬國法律》，193 期，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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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
有論者援引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2373 號民事判決之見
解，認為法官在進步性之判斷上，「不能因有技術審查官之參與
程序，即捨必要之證據調查，否則不啻將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委
諸技術審查官，與技術審查官依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 15 條第
4 項規定…之職掌，及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4 條規定…之職
務，即既非鑑定人，又非證人，僅為法官輔助人之趣旨，殊有違
背。」該論者在引用文後並特別表示，最高法院此一見解誠屬正
確，值得肯定與重視 126。
因此，本文建議各級法院在審判專利訴訟案件時，承審法官
應主動就系爭案件所涉及的技術爭點委任其所屬技術領域內的專
家擔任鑑定人，由該專家鑑定人就系爭案件所涉及的技術爭點作
成鑑定意見。若系爭案件涉及進步性之爭議，則該案件的承審法
官並應提醒專家鑑定人在作成有關進步性的鑑定意見時應審酌各
項輔助考量因素。

六、避免實務對進步性之判斷產生「後見之明」的
作法
由於美國專利法相當注重發明與先前技術之間的教示因果關
係，而藉由探究先前技術之組合是否有教示因果關係，可以避免
對於先前技術之組合的認定過於寬鬆致生「後見之明」 127。
聯邦最高法院於「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 128中表示，雖然藉

126

127
128

謝銘洋（2016），〈智慧財產權法發展專題回顧：近年來我國智慧財產判決回
顧〉，《臺大法學論叢》，45 卷特刊，頁 1733。
Janice M. Mueller, PATENT LAW, 392 (5th ed. 2016).
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 550 U.S. 39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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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共通認知」之指引而對於主張依既定功能的兩種已知裝置之
組合成為創新的專利申請需要謹慎看待，但重要的是對於已經促
使在該相關領域的通常技能者以作成該主張專利的新發明之方式
來組合元件的理由需要加以確定 129 。亦即，聯邦最高法院強調
「共通認知」的應用以及確定組合元件的具體理由在教示因果關
係之重要性。
關於「共通認知」的應用，有論者指出，聯邦最高法院有鑑
於「TSM 測試法」過於寬鬆，而於 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案
加入「共通認知」的見解，令進步性之評價日趨嚴格，以調節過
度寬認先前技術所隱含的「後見之明」危險 130。
關於確定組合元件的具體理由，有論者強調，不得僅因該發
明之各項構件已存在於先前技術，逕行認定其不具進步性，致有
後見之明，自應探究有無具體理由，促使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將所揭露之技術作成專利之組合態樣 131。
如前所述，智慧局於 2017 年修訂的「專利審查基準」參照
日本於 2015 年公告的「特許•實用新案審查基準」及「特許•
實用新案審查手冊」採用的審查方式，而規定「進步性之判斷步
驟」，以期減緩「後見之明」之發生 132。
有論者指出，在 2017 年修訂的「專利審查基準」中，智慧
局將「進步性之判斷步驟」的步驟 4（確認該發明與相關先前技
術所揭露之內容間的差異）依引證選擇與評價程序區分為二步
驟，須先選擇與發明有關的主要引證文件，並確定主要引證文件
之內容與發明間之技術貢獻之差異；再選擇主要引證文件外之其

129
130
131
132

Id. at 418.
沈宗倫，同前註 53，頁 28。
林洲富（2019），《專利法─案例式》，修訂八版，頁 163，台北：五南。
同前註 8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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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引證文件，與主要引證文件共同評價，探究先前技術與發明間
是否存在教示或其他相類之因果關係。此次修訂的主要目的，可
推知為避免「後見之明」之發生 133。
關於美國專利法面對進步性評價的「後見之明」問題，有論
者表示，在先前技術引證文件的擇定方面，其並未限定引證文件
的權重與數量，僅以「類同技術」的概念，界定先前技術之引證
文件的可能範圍。所謂「類同技術」，可分爲二種類型，其一爲
與發明相關技術屬同一技術領域的先前技術；其二，若該技術非
與發明相關技術屬同一技術領域，唯有與發明所強調的技術問題
具有合理關聯性，方得爲發明相關之先前技術。由「類同技術」
的定義觀之，可知先前技術之引證文件的擇定，僅以發明的技術
領域或技術問題為其判斷基點，避免提及發明的技術特徵或要
件，預防選擇引證文件時可能產生的「後見之明」。但「類同技
術」的定義亦可推知，任何引證文件符合上述類型其中之一的要
求時，即為適格的先前技術 134。
為減少後見之明對於進步性審查產生影響，有論者表示，由
於當法院在審究進步性爭點時，往往與「申請之日」相距甚久時
間。此時，法院所審究者，亦為挑戰系爭專利進步性之一方所提
出的「歷史文件」（申請時已知的前案技術）。法院此時所應審
究的，除了前案技術有無揭露系爭專利技術特徵之外，尚須判斷
依申請時的技術水準，與系爭專利發明人相同技術水平之技藝人
士在面對該等已知前案之下，有無明確動機將前案技術組合而成
系爭專利。法院在對此作成判斷時，即應捨棄「事情必然如此」
的偏見。亦即，不應預設「既有 A（前案）發明，則必然有 B

133
134

沈宗倫，同前註 53。
沈宗倫，同前註 53，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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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專利） 發明」的認知 135。
另有論者認為我國法院或智慧局以「後見之明」整合個別先
前技術之技術特徵，並未當然構成進步性之阻卻，因為發明當時
必須要有「具體」教示／建議／動機存在才行。該論者更主張，
為避免實務上對於進步性之判斷產生「後見之明」之偏差，如能
參照美國司法實務所揭示之判斷標準與判決中所為之闡明，清楚
揭示採取之具體判斷標準，並於其所據之標準以及實際之涵攝過
程清楚論述，更要提供所謂「一般常識」（亦有稱為「共通認
知」）或「背景知識」的佐證資料，這樣擁有明確論述與佐證資
料的判決或核駁決定才能服人，可免無謂紛爭 136。
此外，有論者指出，因目前各項「輔助判斷因素」與「建
議、教示、動機」，仍僅屬行政規則，由於法院無適用行政規則
之義務，從而可能導致法院便宜行事，進而忽視後見之明對於進
步性判斷所產生的影響。因此，將進步性的相關審查方式取得更
高的法律位階，亦是另一思考路徑。否則基於自然正義「任何人
不能自斷其案」的概念，如果被後見之明影響而產生的「不當」
侵害是來自法院，法院又豈能以法院得不適用行政規則，來脫免
其侵害人民權益之責 137。
該論者並建議，可以採取雙元審理之審查模式以防止後見之
明影響進步性之審查。雙元審理之審查模式主要是將進步性審查
工作分配給兩個審查委員，第 1 位審查委員做傳統的進步性審查
135

136

137

謝祥揚（2015），〈「進步性」判斷的思考層次─從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
字第 214 號判決談起〉，《萬國法律》，203 期，頁 57。
陳宜誠（2014），《發明專利進步性判準的演進》，載於北美智權報，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Expert_Column/PE108.htm （最後瀏覽日：05/23/2020）。
李懷農（2018），〈建構進步性審查之正當法律程序〉，《專利師》，32 期，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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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但不判定是否具有進步性，在審查的時候第 1 位審查委員
應將「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加以定義」、「通常知識者的技
術水準」、「確定是否增加其他資訊以確認通常知識者的技術水
準」、「前案檢索」…等工作加以完成；而第 2 位審查委員則在
沒看過系爭專利的情況下，依據第 1 位審查委員所完成的工作，
來審查系爭專利是否具有進步性。因此雙元審理模式設置了一種
特殊的審查方式，將閱讀系爭專利之過程與判斷進步性兩者加以
分離，免除了後見之明對於進步性審查所產生的影響 138。

伍、結論
由於專利法及專利法施行細則關於判斷進步性僅有原則性之
概括規定，故該等法規無法對台灣的法院及智慧局關於判斷進步
性提供詳細的判斷標準，因此台灣的法院及智慧局在審查系爭請
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時，通常會參考前述相關法院先前對於類似
案件之判決提出之法律見解及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之
規定，且基於民法第一條規定之「法理」而參考外國法院先前對
於類似案件之判決提出之法律見解及外國的專利主管機關制定之
相關規則（例如 MPEP）。
從而，在台灣的司法實務上有若干判決 139在審查系爭請求項
是否具有進步性時，會討論關於判斷進步性之一般審酌因素；另
有若干判決 140在審查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時，則會討論關

138
139

140

同前註。
例如：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民專上字第 55 號民事判決、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326 號行政判決。
例如：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行專訴字第 7 號行政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
度民專上字第 19 號民事判決、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87 號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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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判斷進步性之「輔助考量因素」。
為減少對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之判斷流於主觀論斷或
產生後見之明的情形，本文認為，法院或智慧局在審查系爭請求
項是否具有進步性時，宜參考 Graham 案、Sakraida v. Ag. Pro,
Inc.案、「KSR 案的第一審判決」及 Pfizer Inc. v. Sandoz Inc.案提
出的用來審查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的各項審酌因素；亦宜
參考 In re Clay 案對前述審查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須審酌
的第二項因素 141提出的須再審酌的兩項考量因素 142。
法院或智慧局在審查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時，宜參考
Graham.案與 Pfizer Inc. v. Sandoz Inc.案提出的用來審查系爭請求
項是否具有進步性之輔助考量因素，包括：無法預期之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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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行業的其他人默認該專利有效等因素；並宜參考 MPEP 第 2141
節第 3 點關於「可以支持顯而易見性之判斷的典型原理」之項目143、
第 716.01 節對「輔助考量因素」整體所作的說明、第 716.02 節
對「無法預期之結果」理論所作的說明、第 716.03 節對「商業
上之成功」所作的說明、第 716.04 節對「長期察覺之需要及其
他人之失敗」所作的說明；亦宜參考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
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4 點的五項「進步性之判斷步驟」 144、第

141
142

143
144

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75 號行政判決。
先前技術與系爭請求項之間被探明的差異
（1）是否此先前技術來自與發明人之研究領域相同的領域，而無論其所涉及
的問題；（2）若此先前技術之引證資料未在該發明人之研究領域內，則是否此
引證資料與該發明人所涉及的特殊問題仍是合理相關的。
同前註 106。
1.確定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範圍；2.確定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3.確定該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4.確認該發明與相關先前技
術所揭露之內容間的差異；5.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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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點的「否定進步性之因素」 145及第 3.4.2 點的「肯定進步性
之因素」 146。
如前所述，有論者建議使各項「輔助判斷因素」與「教示、
建議、動機」取得較其目前的行政規則位階更高的法律位階，使
法院在審理有關判斷進步性之案件時，必須適用各項「輔助判斷
因素」與「教示、建議、動機」，以減少後見之明 147。
為有效保障人民申請專利及維護專利的權利，並為避免有少
數判決 148因法院主觀上認定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即不再考量具
有客觀評價性質的「輔助性判斷因素」，致誤斷系爭專利不具進
步性之情形發生，因此本文建議，得由智慧局與立法院協商（或
者透過經濟部或行政院與立法院協商），在專利法或專利法施行
細則的條文內明確授權智慧局就有關「輔助性判斷因素」之適用
及項目得制定法規命令。例如可以在該法規命令中規定，在專利
申請程序或舉發程序中，若專利申請人或專利權人就「輔助性判
斷因素」加以主張並提出相關證據，專利審査人員及法官應審查
該等「輔助性判斷因素」的相關證據，以決定系爭專利是否具有
進步性；並應將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規定的「輔助性
判斷因素」所包括的四種因素：「發明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

145

146

147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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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簡單變更」及「單純拼湊」等考量因素。
其中「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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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反向教示」、「有利功效」及「輔助性判斷因素」等考量因素。其中
「輔助性判斷因素」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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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
李懷農，同前註 137。
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行專訴字第 46 號行政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民
專上字第 19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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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發明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及
「發明克服技術偏見」明定為「輔助性判斷因素」的例示項目，
而對於能夠經由發明實施的市場評價以證明發明的技術評價之其
他因素，專利審査人員及法官皆應將該等其他因素納入「輔助性
判斷因素」加以考量，以決定系爭專利是否具有進步性。
由於「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並未否定以「TSM 測試法」
作為決定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之判斷標準，MPEP 第 2141
節第 3 點亦指出，聯邦最高法院仍承認「TSM 測試法」係能用
以決定顯而易見性的有效原理的其中之一；因此在個案的情形
中，若有清楚的證據支持依「TSM 測試法」判斷系爭請求項是
否具有進步性仍屬合宜時，承審法院仍可採用「TSM 測試法」
以判斷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
「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中有關判斷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
進步性之法律見解主要可歸類為以下的原則及理論：
1. 適用於結合發明之原則：（1）「無法預期之結果」理
論：根據已知的方法而將熟悉的元件作結合，當該結合未產生超
過預期之結果時（亦即該結合沒有無法預期之結果時），則該結
合可能係顯而易見的 149。惟當一項專利主張一種在先前技術中已
知的構造，而該構造僅藉由該領域另一種已知元件的置換即被改
變時，則該結合必然會產生超過預期之結果（亦即該結合會有無
法預期之結果），則該結合並非顯而易見的 150 。（2）「共通認
知」的應用：在使用「TSM 測試法」以評估特定的先前技術之
組合是否具有進步性者，則需要藉由「共通認知」的應用以及確
定組合元件的具體理由加以判斷該組合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 151。
149
150
151

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 550 U.S. 398, 401 (2007).
Id. at 416.
Id. at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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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顯可試的」理論：當有解決問題之設計需要或市場壓
力且確定的與可預期的解決方案之數量有限時，通常技能者有充
分的理由實施在其技術所掌握之範圍內的已知方案。若此事會導
致預期的成功，則其可能並非創新之產物，而係通常技能與共通
認知之產物；在此情形下，此種「明顯可試的」結合之事實可能
顯示出基於美國專利法第 103 條之規定該結合的專利是顯而易見
的 152。
2. 適用於轉用發明之原則：當某一成品於某一技術領域可
獲得時，設計之誘因與其他市場力量會促使其在相同領域或其他
領域產生改變。若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實施可預
期的改變且能看出如此實施的利益，則美國專利法第 103 條可能
阻止其取得專利。若一種技術已被使用於改善某一種設計，且其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會瞭解其將能以相同之方式改善
相似之設計，則此技術之使用是顯而易見的，除非其實際之應用
超越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 153。
如前分析，在適用「明顯可試的」理論以判斷系爭請求項是
否具有進步性時，應參考聯邦最高法院在「KSR 案的第三審判
決」中認為應符合的兩項條件 154、與 CAFC 在「KSR 案的第二
審判決」中認為「明顯可試的」結合先前技術應符合的正確適用
「TSM 測試法」之條件 155、及 MPEP 第 2141 節第 3 點在「可以
支持顯而易見性之判斷的典型原理」之項目 156 中對「明顯可試

152
153
154

155

156

Id. at 421.
Id. at 402.
該兩項條件為「確定的與可預期的解決方案之數量有限時」與「通常技能者有
充分的理由實施在其技術所掌握之範圍內的已知方案」。
法院應作成特定的驗證，以顯示一種教示、建議或動機藉由系爭專利所主張的
特定方式加以結合先前技術。
同前註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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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論所作的定義 157。
在有關結合發明之進步性的爭議案件，台灣的法院並不常應
用「明顯可試的」理論以解釋該發明的系爭請求項是否因為屬於
「明顯可試的」結合而認定該發明的系爭請求項係顯而易見的而
不具有進步性；在有關轉用發明之進步性的爭議案件，亦罕見台
灣的法院應用「適用於轉用發明之原則」以解釋該發明的系爭請
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台灣的部分法院於判決中通常僅泛論該發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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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該發明不具有進步性，因此該發明無法取得專利。
此種論理方式難以使有關進步性之判斷標準明確化，致台灣的部
分法院關於進步性的判斷容易繫於法官之自由心證。
為使台灣的法院在有關進步性之判決理由的論述上更為清晰
且有條理，本文建議法院在審理涉及進步性的相關案件時，能夠
於判決理由中應用「KSR 案的第三審判決」之法律見解中有關
判斷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所用的原則及理論 158，並對其論
理過程進行說明，以便使判決的理由能更令當事人信服。
為使關於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之判斷更周延合理，因
此本文建議，各級法院或智慧局對於涉及進步性的爭議案件在形
成心證的過程中能夠綜合考量有相互關聯的多項專利技術或設計
對於公眾所關注的、研發機構所知悉的或市場所呈現的需求之影
響，並考量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擁有的背
景知識及技術，以判斷系爭請求項是否具有進步性。
最高行政法院與智慧財產法院在關於「判斷進步性應以專利

157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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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適用於結合發明的「無法預期之結果」理論、「共通認知」的應用與「明
顯可試的」理論及適用於轉用發明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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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整體為對象」的判決 159之法律見解 160中對於進步性之判斷提供
了清楚且詳細的依據，有助於使進步性之判斷獲得客觀與合理的
結果，可供各級法院與智慧局在今後進行進步性之審查時參考適
用。
當法院或智慧局須要確立專利申請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時，可以參考智慧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
三章第 3.2.1 點「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說
明 161及最高行政法院在數件判決中有關「專利申請日所屬技術領

159

160

161

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行專更（一）字第 7 號行政判決、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52 號行政判決、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613 號行
政判決、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75 號行政判決、台灣最高行政法
院 105 年度判字第 503 號行政判決。
「進步性，於審查時應以將該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及對
照先前技術之功效作為一整體予以考量」；「進步性之判斷，應以專利整體為
對象，以專利整體為對象須參酌其所欲解決之問題、解決問題之手段，對照先
前技術之功效，整體加以斟酌考量」；「進步性之審查應將系爭發明的整體與
舉發證據進行比對，以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申請時的通
常知識之觀點，作成客觀的判斷」；「進步性之判斷，應就所申請之專利整體
觀之，非僅針對個別或部分技術特徵審究」；「進步性之判斷，應以每一請求
項中所載之新型專利整體為對象，首先應確定申請專利之專利範圍及先前技術
所揭露之內容，並比較出其差異，再審酌該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依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及申請時的通常知識，是否能輕易完成該新型專
利之整體」；「判斷申請專利是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
前之先前技術顯能輕易完成時，應以申請專利之整體，亦即以每一請求項中專
利的整體為對象，而非以請求項各元件之技術特徵為個別比對」；「以專利整
體為判斷進步性之對象，自應注意各該經比對出來的差異技術是否在待解決之
客觀問題上並非與被比對專利無關之技術，按此步驟所為之進步性判斷，自合
於進步性整體判斷之基準」。
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係一虛擬之人，指具有申請時該發明
所屬技術領域之一般知識及普通技能之人，且能理解、利用申請時之先前技
術。若所欲解決之問題能促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其他技
術領域中尋求解決問題的技術手段，則其亦具有該其他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
在一般情況下，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係一個人，惟若考量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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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論述 162。
在法院或智慧局須要確立專利申請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時，得參考 CAFC 在 Environmental Designs,

162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具體事實，確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係
一群人較為適當時，其亦可為一群人。
包括：（1）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406 號行政判決指明，發明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係一虛擬之人，此一虛擬之人之建立，對客觀判
斷進步性與否至關重要。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不限於該專利產品之
使用者，尚應包括同一技術領域之競爭者、生產者及公司內從事研發工作者。
（2）台灣最高行政法院在 105 年度判字第 503 號行政判決則指明，所謂該發
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一般性定義係指一虛擬之人，具有該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之通常知識及執行例行工作、實驗之普通能力，而能理
解、利用申請日（主張優先權者為優先權日）之前之先前技術者而言；至所謂
通常知識，則指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已知之普通知識，包括習知或普遍使用
之資訊以及教科書或工具書內所載之資訊，或從經驗法則所瞭解之事項。該具
通常知識之人既係一虛擬之人，其並非專利審查官，亦非專利有效性訴訟之法
官，更非技術審查官。法條規定此一虛擬之人，其目的在於排除進步性審查之
後見之明。而「具有通常知識者」可分為知識要件與致能要件，知識要件指：
已知之普通知識，包括習知或普遍使用之資訊以及教科書或工具書內所載之資
訊，應非以學歷區分；致能要件則指：執行例行工作、實驗之普通能力。
（3）台灣最高行政法院在 106 年度判字第 266 號行政判決亦指明，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乃一虛擬之角色，指具有申請時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
一般知識及普通技能之人，且能理解、利用先前技術。
（4）最高行政法院在 106 年度裁字第 597 號行政裁定中並指明，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乃一虛擬之角色，並非具體存在，其技術能力如何、主觀
創作能力如何，必須藉由外部證據資料將其能力具體化，在專利訴訟實務中，
爭議之專利其所歸類之技術分類、以及該類技術於爭議之專利申請當時所呈現
之技術水平，均足作為具體化此一虛擬角色能力之引證資料，當此一虛擬角色
之技術能力經由兩造攻擊防禦過程中漸次浮現時，有關爭議專利之創作是否與
已經存在之技術間有顯著之不同、相較於既有或已知之技術而言是否產生顯著
之功效，即應透過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在不違自然法則之前提下加以客觀檢
視。法院就專利之進步性論證過程，某種程度上即係將所屬技術領域具通常知
識者之技術能力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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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d v. Union Oil Co. of California 案 163中提出的用以決定「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的六項審酌因素 164與如何
適用該等因素之說明 165和 MPEP 第 2141 節第 2 點第 C 項及第
2141.03 節第 1 點提出的在決定「所屬技術領域中通常知識的程
度」時得納入審酌的五項因素 166與如何適用該等因素之說明 167。
法院或智慧局亦得參考最高行政法院在 104 年度判字第 214
號行政判決及 104 年度判字第 308 號行政判決提出的確立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時需要審酌之因素，包括：
系爭專利所著重之技術領域、先前技術面臨之問題、解決問題之
方法、技術之複雜度、系爭發明之實務從事者通常之教育水準、
及系爭發明對照先前技術之功效等因素；且應就該等因素整體加
以考量，以確立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法 院 或 智 慧 局 並 得 參 考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在 105 年 度 行 專 更
（一）字第 4 號行政判決對「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所具備的能力或知識」所述的五項說明 168。法院或智慧局尚可

163

713 F.2d 693（Fed. Cir. 1983）.
（1）發明人之教育程度；（2）在所屬技術所遭遇的問題之類型；（3）先前技
術對於該等問題之解決方案；（4）完成創新之快速性；（5）該技術之複雜程
度；（6）在該領域的在職工作者之教育程度。
165
同前註 16。
166
同前註 17。
167
同前註 18。
168
（1）有能力接近使用所屬領域之所有先前技術。通常知識者在有動機或想進
一步探索時，可以透過資料或文獻檢索或其他方式，去接近使用其所屬領域的
所有資料；（2）通常知識者有能力繼續深化其專業領域。惟用於解決技術問題
的技術知識，若為其他領域之一般性技術知識，而非通常知識者易於思及時，
應限於合理性及合目的性且屬於常態者，才屬於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所具備的能力；（3）通常知識者在研究及思索過程，易於思及的相鄰技
術領域之知識、不屬於任一技術領域之知識，亦應屬於通常知識者所知的技術
知識。相鄰技術領域的界定，應考量其與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關連性與密切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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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最高行政法院在 106 年度判字第 266 號行政判決對如何界定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普遍技術能力或知識水平」
所作的說明 169。
法院或智慧局亦可參考「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4 點「進步性之判斷步驟」的步驟 3 提出的關於決定「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的五項審酌因素 170及其適
用之說明 171。
法院或智慧局並可參考關於決定「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之技術水準」所引用的見解與說明，在其決定「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時，優先考量與發明人屬於
相同產業領域之業者及該業者在該產業的實際應用與研究發展之
經驗 172。
進步性之判斷標準向來是專利審查與專利審判中有高度複雜
性與爭議性之處，亦為專利實務界與司法實務界在關於專利實質

性、發明欲解決之技術問題、能否合理期待通常知識者有能力由該相鄰技術領
域獲悉解決技術問題的手段；（4）通常知識者有具體動機去從事之試驗亦屬於
其可獲得之知識，例如：亟於尋求解決特定技術問題的手段、有利害關係之第
三人所採行新的技術原理、為填補自己的技術缺口等；（5）在進步性的判斷
中，任一技術人士均會掌握的知識，應為通常知識者的技術知識。
169
所屬技術領域具通常知識者之普遍技術能力或知識水平並非具體明確，須藉由
訴訟程序中當事人提出證據資料及攻擊防禦過程使之具體顯現，是以，倘專利
權人對於其創作之發明所屬技術領域具通常知識者之一般知識或技能之程度或
內容已在說明書中為具體說明，或就創作當時所習知之技術已為界定時，自應
認該說明書中所界定之習知技術即為創作當時所屬技術領域具通常知識者普遍
知悉之一般知識或具備之普通技能。
170
（A）該技術所面臨問題之類型、（B）先前技術解決該等問題之技術手段、
（C）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創新速度、（D）該科技之複雜度、（E）該領域實務
從事者之教育水準。
171
於個案中，上述每一因素未必皆存在，可能一或多個因素即具有決定性。
172
同前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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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的審查中所關心的重點。本文蒐集了美國與台灣數十餘件各
級法院有關進步性之判斷標準的判決加以分析研究，並歸納出相
關的法律原則，期使各級法院與智慧局在審理有關進步性之爭議
案件時能有較為清晰且有系統的依據可以參考應用，並期待法學
界、司法實務界與專利實務界能以本文分析與檢討的法律原則為
基礎從事進一步的驗證與研究，以便使台灣有關進步性之判斷標
準能更為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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