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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從人臉、語音識別到自動駕駛汽車，人工智慧已經跳脫科幻電影的虛構，

逐漸走入並且遍佈我們的生活。雖然就目前已知的技術來說，人工智慧尚未具

備思考能力，然而科學家不斷地希望能夠突破限制，讓人工智慧不僅能夠成為

生活上的輔助、協助人類進行研究發明，甚至是由人工智慧獨立完成發明。

為了鼓勵創作與發明，我國制定了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如專利法、商標法

及著作權法，惟因其保護之前提為精神上創作，目前的保護對象即權利歸屬主

體，皆僅限於自然人。隨著人工智慧越來越接近人類，開始能夠進行創作甚至

思考，進而可能成為真正有貢獻之發明人時，現有的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制規

範，將會面臨包含權利主體、專利要件等適用上之困境，。

事實上，人工智慧之本質與電腦軟體極為相似，其對於現行法制造成的衝

擊，除了上述權利歸屬即要件認定問題外，另一方面則再次喚起了電腦軟體於

智慧財產法上的適格性議題。就此，本文將討論範圍限縮在專利法，先從技術

角度剖析介紹人工智慧之內涵與發展，再從專利法立法目的切入，綜合各國規

範見解與近期發布之相關審查指南分析其發明適格性，進一步討論當由人工智

慧產生衍生之發明時，應如何進行權利主體之認定，以及其對於相關產業造成

之利弊影響。

關鍵字：人工智慧、軟體專利、專利適格性、權利主體、先前技術、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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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such as face recognition, voice recognition, autopilot, 

etc., has become not only the sci-fi movie plots but been all over our lives. Although 

A.I. hasn’t been capable of thinking like a real human-being yet according to the

technology known so far, scientists still keep working on breaking through the

restrictions, making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come an important assistant role in

human life. It helps people dur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and can even become the 

independent invent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such as patent law, trademark law, and copyright law are 

enacted to encourage creation and invention. While the premise of the law protection 

above currently should be mental activity of human, in other words, “natural person” 

is the only subject of rights of creator and inventor. It may cause problems when A.I.

starts to act like human and even be able to make the substantive features of the

invention. Thus, it is essential to decide whether to enable the eligibility of subject of

righ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dvance.

In fact, the essence of A.I. is very similar to computer software. Besides the problems

of subject of right mentioned above, the impact of A.I. on the current law system also

evoked the issue of eligibility of computer softwar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once 

again.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limits the scope of discussion to the patent law, and 

introduce the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I. from the technical point of view. 

After that, it will cut through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the patent law, analyze the 

opinions and guidelines issued recently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also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subject of rights and the pros and cons of related industrie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ftware patent, patent eligibility, subject of 
rights, prior art, inventive step, non-obv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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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人工智慧相關技術之研究，雖已有數十年的發展歷史，然而因近年來隨著硬

體技術的突破，使得人工智慧發展日趨成熟 1，從實驗室裡單純的研究漸漸走入

社會，應用至自動駕駛、新藥開發等不同領域，屢次創造佳績，陸續超越了人類

的人臉辨識準確率 2、下棋勝過人類等 3，各國企業亦持續投入大量資金與人力，

希望在人工智慧技術上產生更多突破。

雖然就目前已知的技術來說，人工智慧仍然停留在僅能扮演人類輔助工具的

階段，然而當科技不斷發展，人工智慧發展至如科幻電影一般，能夠自行思考時

將對現行各項法律規範產生很強烈的衝擊，其中在專利法方面，若人工智慧擁有

獨立思考及研發能力時，將衍生諸多法律問題。

首先是權利歸屬之主體適格性問題。專利法有關之權利主體主要有三：發明

人、申請權人及專利權人。其中發明人為對創作成果有實質貢獻之人 4，主要享

有姓名表示權；申請權人及專利權人則分別享有該創作成果於專利法中程式上與

實體上之相關權利 5。現行專利法之發明人僅限於自然人，申請權人及專利權人

則可能為發明人本身，亦可為依法律規定或契約特別約定之相關自然人或法人。

1 Ana Ramalho, Patentability of AI-Generated Inventions: Is a Reform of the Patent Syste
m Needed? (February 15, 2018),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10.2139/ssrn.3168703.  

2 Chaochao Lu & Xiaoou Tang, Surpassing Human-Level Face Verification Performance  
on LFW with GaussianFace, Proceedings of the 29th AAAI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
e (2014). 

3 Google's AlphaGo clinches series win over Chinese Go master, REUTERS (May 25, 201
7), available a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cience-intelligence-go/googles-alphago-clinches-
series-win-over-chinese-go-master-idUSKBN18L0LH. 

4 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民專訴字第 60 號民事判決：「發明人係指實際進行研究發明之

人，須對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之技術特徵具有實質貢獻之人，所謂『實質貢獻之人』，則指為完

成發明而進行精神創作之人，其需就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或達成之功效產生構想。並進而提出

具體而可達成該構想之技術手段。」

5 專利法第 7 條第 4 項：「依第一項、前項之規定，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歸屬於雇用人或出

資人者，發明人、新型創作人或設計人享有姓名表示權。」

http://dx.doi.org/10.2139/ssrn.3168703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cience-intelligence-go/googles-alphago-clinches-series-win-over-chinese-go-master-idUSKBN18L0LH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cience-intelligence-go/googles-alphago-clinches-series-win-over-chinese-go-master-idUSKBN18L0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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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工智慧僅為一無形的電腦軟體程式，即便使其有體化為一「機器人」，

受限於民法僅承認自然人與法人為可以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權利歸屬主體 6，

人工智慧即便有獨立自主的研發能力，仍不得作為適格的發明人，進一步於申請

權與專利權方面，亦會有權利歸屬之主體不適格的問題產生。此外，當人工智慧

與自然人共同研發時，發明人應如何認定，又其權利如何分配等問題，皆為現行

專利法所無法解套。

其次是專利法要件認定之問題。我國現行專利法之三大要件分別為新穎性、

進步性及產業利用性，目前之認定標準及範圍皆單純地限於自然人。然而當人工

智慧加入研發過程之後，除了其本身之認定標準建立外，可能對現行之自然人認

定標準產生影響。舉例而言，在新穎性之認定上，人工智慧無意義的大量產出，

是否得以作為自然人發明之先前技術？又在進步性之認定上，人工智慧之「所屬

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的知識水準應如何界定？自然人原有之「所屬領域具有通

常知識者」標準是否須因人工智慧的加入做出相應調整？自然人與人工智慧究應

採取共同之統一標準，還是區分為兩個系統分別認定？

由上述可知，當人工智慧有能力創作並進而產生發明之後，許多現行專利法

之規定可能將無法適用，不論對於研發者或是整體市場發展皆會產生相當程度的

衝擊。綜合上述，本文將由人工智慧的技術層面本身談起，從過去至今的發展過

程，深入探討其現階段運作模式及未來可能之發展走向；其次，討論人工智慧發

明本身之適格性問題，以及其與電腦軟體發明之間的關係；最後，則提出由人工

智慧創作之發明於現行專利法下所不能解決之問題、其可能之解決方案，並於最

後試圖找出最為適當之建議。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第一項 研究範圍

6 專利法第 5 條第 1 項：「專利申請權，指得依本法申請專利之權利。」；2013 年版專利審

查基準彙編第一篇/第三章/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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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工智慧技術日趨進步，能夠呈現與自然人一般之各種行為時，將對現今

法制造成衝擊，其中包含民事侵權責任歸屬問題（如：自駕車肇事的損害賠償）、

與刑事犯罪責任歸屬（如：自駕車肇事的損害賠償），以及專利權、著作權等智

慧財產權法相關問題（如：發明人及創作人之認定）等。

因本文研究目的係為解決人工智慧在具備自主研發與創作能力後，在智慧財

產權法上所面臨之法律適用問題。其中，著作權法係保護著作人心智活動之表達

結果 7，討論權利歸屬時將涉及人工智慧是否能表現出人類心智之心理學、社會

學等相關議題，非作者背景所長，而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當中。相對於著作權，

專利權法保護之研發成果，主要目的為促進產業發展 8，至於其是否屬於「心智

活動」並非其所問，在討論上較為單純，為本文討論之標的。此外，我國專利權

法以保護標的之不同，將專利區分為發明專利、新型專利及設計專利，因發明專

利為三種專利中最為嚴謹且通常最具商業價值之專利，故本文在討論專利要件、

適格性等相關問題時，皆以發明專利為主要討論對象，在此合先敘明。

第二項 研究方法

本文將採用「文獻分析法」作為貫穿全文之研究方法，首先會參考國內外涉

及人工智慧的期刊、會議論文，其中將主要聚焦於專利權保護要件、專利權權利

歸屬之相關論著，並以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人工智慧/電腦可否成為發明人作為

重點，進行文獻回顧。另因議題較為新穎，亦將以新聞或報章雜誌報導做為參考

資料，藉此輔助建構本文，使文獻更加完整。

第二章中，為完整勾勒出人工智慧演化進程，將使用「歷史分析法」，從人

工智慧的萌芽、迅速發展到逐漸成熟等不同時期，逐一回顧說明。此外，本章中

亦會以人工智慧於我國與海外之申請專利情形作為對象，以「統計分析法」呈現

其領域分佈趨勢與現況。

7 認識著作權（二版），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頁 143，2011 年 11 月。 

8 專利法第 1 條：「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特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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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我國的智慧財產意識發展較晚，不論是法規方面抑或是司法實務判

決，皆尚不及歐美國家成熟。因此，在進行本文研究時，特別是在第三章有關適

格性議題中，有必要使用「比較法」的方式，納入美國專利審查基準、歐洲專利

公約與我國進行比較，並以他國有限之既有判決實務，綜合學者理論，研擬出我

國未來之修法走向參考。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文之研究目的為解決以人工智慧為發明人所衍生發明之專利法議題研究，

主要係研究其權利歸屬問題，並輔以前階段之人工智慧發明「本身」之專利適格

問題，以及解決權利歸屬後之專利要件認定探討。惟在從法律體制面切入前，勢

必需要從技術層面瞭解，先釐清人工智慧技術之原理及運作過程，方能使二者精

確的結合，形成有效的規範建議。 

有鑑於此，本文於第二章「人工智慧技術背景介紹」中，首先會從人工智慧

之技術發展演進過程開始，從技術端揭開其核心內容，深入淺出地介紹包含機器

學習、深度學習，以及最廣為人知的卷積神經網路（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及生成對抗網路（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GANs）等近年來與人

工智慧相關且最為流行之技術，與其多元面向之運用；接著，再由應用端，即一

般人生活可見之臉部辨識、自動駕駛系統等，使讀者更全面地瞭解人工智慧。於

此章最後，將進一步以直觀之統計數字，將人工智慧技術進行量化分析，包含申

請案之所屬國分析、歷年以運用領域做為區分之趨勢分析等，讓讀者以宏觀的角

度綜覽人工智慧。 

接著，為了完善本文之體系架構，第三章的「人工智慧相關專利之適格性判

斷」，係針對由人類發明出來之人工智慧技術是否具專利適格進行討論。本文將

以比較法角度，綜觀美國、歐洲及我國對於人工智慧態度之不同，從專利審查標

準到已有的司法實務見解發展，探討由人類發明出來的人工智慧相關技術，是否

具專利適格性， 

有別於第三章僅探討人類發明出來之人工智慧技術「本身」之適格性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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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及第五章將探討以人工智慧做為發明主體時，其「衍生」發明之權利歸屬，

以及其是否符合專利法要件問題。

第四章的「利用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權權利歸屬」，為本文最為核心之

章節。本章將先定義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類型，將以其對發明之貢獻度區分為僅

為人類之工具、與人類協力完成、由人工智慧獨立完成三種，並針對三種不同態

樣之發明過程，分析在現行法下可能遇到的障礙與造成之衝擊，更進一步地，本

文將試圖對於上述三種態樣，分別提出權利主體認定之立法建議，包含究竟應否

給予專利權，及若給予專利權後應認定何者為專利權人。

第五章「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要件判斷」中，將先介紹現行專利法之專

利要件，並延續前一章節，討論當人工智慧有能力產出發明時，除了權利歸屬外

之在專利要件適用上的問題，包含判斷新穎性時的先前技術認定、用以判斷進步

性之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Person Having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PHOSITA）之選擇，以及人工智慧參與發明後對現行之自然人發明所造成的影響

與可能解決方式。

最後，作者將於第六章之結論中，綜合上述章節，參考各國目前的修法提案

方向，同時考量經濟發展與法律規範，提出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完整配套，作為

未來可能之修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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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工智慧技術背景介紹

第一節 歷史發展

第一項 導論

所謂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可以看作是「人工」和「智慧」的結

合，即由人類所製造的機器所表現出來的智慧 9。其中，「人工」的定義比較容易

理解，通常指人為創造的具有資訊處理功能的非生命體，例如：電腦、手機、機

器人等；而「智慧」的定義則較為複雜，因為人類的智慧有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

比如對數理定律的推演，音樂繪畫的創作，藥物配方的發明，甚至科幻電影中天

馬星空的想像力。儘管人類的智慧滲透到了科學、藝術、醫療、娛樂等眾多領域，

其根源來自於人類強大的思考能力：數理定律是對自然的思考與總結，音樂繪畫

是對生活的思考與抽象，藥物配方是對生命的思考與探索，科幻電影則是對未來

的思考與憧憬。因此，人工智慧的研究主要係致力於讓機器能夠模擬人類思考的

過程，並進而實現人類的智慧行為。

關於人類的思考方式，生命科學、神經科學以及哲學等其他領域，都已經對

人類的思維模式和意識形態做了很詳細的研究，又本文之研究聚焦在專利權，對

於人類「心智活動」之形成及其本質，相對於著作權而言並非著墨重點，故在此

不做深入探討，只對相關內容進行簡要描述。大體而言，人類的思考可以理解為

是對外界既有資訊的接收，處理，並最終給出相應回饋的過程，而此過程，根據

思考程度的不同，可以大致分為感知記憶、推理以及創造三個階段 10。在第一個

階段的感知記憶中，其實尚未具備真正的思考能力，而是藉由獲取前人總結的知

識經驗或既有客觀事實，達到對某個領域或某項特定目標之熟悉和瞭解。這一階

段的人類常常採取「機械式輸入訊息」的記憶手段，將外部資訊儲存起來，並無

任何加工處理。經過了第一個階段的不斷累積，人類漸漸進入到第二階段的推理

9 曲建仲，機器是如何學習與進步？人工智慧的核心技術與未來，科學月刊，580 期，201
8 年 4 月。 

10 Gerald F. Smith, Beyond critical thinking and decision making: teaching business studen
ts how to think, 27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24, 25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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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這一階段的人類，設法從已經儲存的資訊中提取出某種特徵，從而在面對

之前未接觸過的新資訊時，能夠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判斷，即達到能夠「舉一反三」

的水準。就此，人類處理外部資訊的方式，從簡單的記憶存儲，調整為適當的加

工抽象。在這一過程中，不同人可能採取不同的抽象方法，也因此表現出思考的

差異性。隨著思考程度的不斷加深且複雜化，人類開始進入第三個階段的創造部

分。在經過了前兩個階段的學習之後，這一階段的人類發現了蘊含在資訊特徵背

後的某種共有模式，並能夠依照這種模式，創造出帶有不同特徵的新資訊，也因

此從資訊的接收者轉變為資訊的締造者，從而表現出更高層次的智慧行為。

對於人類思考程度之演進過程，可以以繪畫領域做為理解範例。以畫家為例，

處於思考程度第一階段的初級畫家，會觀察大量著名畫作，並通過臨摹的方式提

升自己的繪畫能力。這時的繪畫學習者，會模仿前人作品的細節，進行類似記憶

儲存，整個過程相對機械，所涉及的學習技巧亦較為單一。思考程度第二階段之

中級畫家，在進行了足夠數量的臨摹之後，對於每件作品的困難點和精華之處（即

為特徵抽象）有了更加清晰的認知，能夠識別不同的繪畫風格，比如印象派與抽

象派，甚至判斷出一件作品究竟是出自哪位大師之手，比如一件印象派作品是源

於莫內還是塞尚。基於這種判斷，畫家可以針對某些特定的風格進行模仿描繪。

與前階段之臨摹不同之處在於，此階段中的中級畫家在描繪物件時，不再侷限於

前人完成過之已經存在的作品，而是根據畫風「推測」出同一人在面對其他場景

時會有怎樣的創作，舉例而言，中級畫家可以透過莫內的《日出·印象》，推測出

莫內會如何對「月落」進行創作。然而，這種模仿並沒有明確的標準答案，不同

畫家仍可能會對於同一場景，給出不同的模仿方式並產生不同的結果。最後，第

三階段中的高級畫家，在理解了多種繪畫風格之後，發現其背後的共同特點（即

為共有模式），並在這種特點上加以變化，逐漸形成屬於自己的畫風。比如印象

派的特色在於補捉光影與色彩的改變瞬間之際所感受之印象 11，梵古在此基礎上，

加入了自己對客觀事物的主觀感受，由此形成了後印象畫派。

11 印象派繪畫，國立台灣大學網路教學課程，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h9_1000/ope
n-34-broadcast.htm（最後造訪日：2019/06/05）。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h9_1000/open-34-broadcast.htm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h9_1000/open-34-broadca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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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段所述之人類思考方式相類似，目前的人工智慧也可以大致分為記憶、

推理以及創造三個階段。最基礎的人工智慧係指能夠按照人類預先設計好的指令

完成相應任務的機器，如可程式化電腦（Programmable Computer）12。該階段的

人工智慧的重點仍然放在「人工」上面而非「智慧」，其倚靠高效的處理器和大

型儲存裝置以具備強大的計算能力及記憶能力，幫助人類完成一些重複的機械性

操作，如大規模資料庫內的資訊檢索。此時的人工智慧，只能按照固定的流程並

在特定範圍內運作，並不具備真正的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第二階段的人工智

慧是指能夠通過「學習」的方式，從既有資訊中獲取知識，並擁有一定程度的推

理能力的機器。這是目前使用最為廣泛的「人工智慧」，目前的人臉辨識即為此

種型態 13。人臉辨識演算法並非單純將世界上的所有人臉都記錄下來，而是透過

對部分人臉的辨識，學習到提取人臉特徵的方法，如面部輪廓、皮膚顏色等等，

再藉由提取到的特徵對人臉進行區分，從而達到辨識的目的。與人類辨識人臉的

過程相類似，這一階段的機器對未曾見過的人臉也能夠做出判斷 14，並不需要事

先見過全部的人臉，因此表現出與人類更為接近的智慧行為。然而，將特徵抽象

出來的行為及其推理過程，僅僅是對現有知識的歸納總結，並不能創造出新的知

識，這與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智慧」還有一定的距離。第三階段的人工智慧是指

具有一定的創造能力和決策能力的機器，如圍棋大師 AlphaGo Zero15。在此需要

說明的是，早期的 AlphaGo 仍然屬於第二階段的人工智慧 16，它通過學習大量人

類玩家的棋譜，掌握人類數千年來總結的經驗，並將之運用在實戰中，與其他玩

12 Definition of: programmable computer (“A redundant term, because what makes a comp
uter a computer is that it follows a set of instructions. Many electronic devices are computers 
that perform only one operation, but they are still following instructions that reside permanentl
y in the unit”), available at https://www.pcmag.com/encyclopedia/term/63683/programmable-comp
uter (Last visited: 2019/06/05). 

13 Face Recogni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eff.org/pages/face-recognition (Last visited: 20
19/06/05); How does facial recognition work?, available at https://us.norton.com/internetsecurity-
iot-how-facial-recognition-software-works.html (Last visited: 2019/06/05). 

14 Face Recognition: An Introduction for Beginners (Apr. 16,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
ww.learnopencv.com/face-recognition-an-introduction-for-beginners/ (Last visited: 2019/06/05). 

15 AlphaGo Zero: Learning from scratch, available at https://deepmind.com/blog/alphago-zer
o-learning-scratch/ (Last visited: 2019/04/17).

16 The story of AlphaGo so far, available at https://deepmind.com/research/alphago/ (Last v
isited: 2019/04/17). 

https://www.pcmag.com/encyclopedia/term/63683/programmable-computer
https://www.pcmag.com/encyclopedia/term/63683/programmable-computer
https://www.eff.org/pages/face-recognition
https://us.norton.com/internetsecurity-iot-how-facial-recognition-software-works.html
https://us.norton.com/internetsecurity-iot-how-facial-recognition-software-works.html
https://www.learnopencv.com/face-recognition-an-introduction-for-beginners/
https://www.learnopencv.com/face-recognition-an-introduction-for-beginners/
https://deepmind.com/blog/alphago-zero-learning-scratch/
https://deepmind.com/blog/alphago-zero-learning-scratch/
https://deepmind.com/research/alph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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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進行對弈。與之不同的是，AlphaGo Zero 完全沒有借鑒任何既有的棋譜，在僅

僅知道圍棋規則的情況下，通過自己和自己對弈的方式 17，探索出了一套特有的

下棋風格。有趣的是，人們發現 AlphaGo Zero 在開局和收官階段的走法與人類

的經驗不謀而合，盤中的棋風卻與人類有較大的差異，這兩點恰恰體現了其「智

慧」的正確性與獨立性。

與人類擁有的智慧相比，目前的人工智慧仍然存在很大的侷限性，通常被稱

作弱人工智慧（Weak AI, 又稱 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18。弱人工智慧處理

問題的能力非常單一，如：人臉辨識的程式無法與他人對弈，AlphaGo Zero 也不

能在資料庫中進行資訊檢索。此類人工智慧需要人為針對不同的使用目的設計不

同的演算法，機器只是依照演算法進行一定程度的學習並解決特定問題，而其本

身並不具備自覺能力與認知能力，無法根據不同的任務選取不同的學習方式，仍

然表現出對「人工」的高度依賴性。更高階的人工智慧，即強人工智慧（Strong

AI）或通用人工智慧（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19，即為預設機器能夠

具備與人類同等的智慧，並表現出人類所有的智慧行為。依照強人工智慧假說，

這樣的機器擁有知覺和自我意識，可以獨立思考問題並針對不同問題制定相應的

解決方案。正如 John Searle 所說：「電腦不僅是用來研究人類思維方式的工具，

更確切地說，編寫有適當程式的電腦本身就是一種思維模式 20。」

目前為止，普遍的人工智慧技術仍以弱人工智慧為主 21，機器只能夠按照人

類的設計來類比人類的思維方式，然這種類比是否可以稱作機器本身的「思考」

或「智慧」仍飽受爭議，強人工智慧最終能否實現，即是否能夠達到真正的自主

思考甚至獨立研發，目前為止亦尚未可知。即便如此，由於近幾年來軟體與硬體

17 supra note 15. (“Previous versions of AlphaGo initially trained on thousands of human 
amateur and professional games to learn how to play Go. AlphaGo Zero skips this step and le
arns to play simply by playing games against itself, starting from completely random play.”) 

18 ELA KUMA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3-14 (2008). 

19 Id. 

20 John Searle, 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 3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417 (1980)
 (“But according to strong AI, the computer is not merely a tool in the study of the mind; ra
ther, the appropriately programmed computer really is a mind.”). 

21 目前技術進展仍以「弱人工智慧」為主，資策會產業經濟研究所，2017 年 10 月 24 日，

http://mic.iii.org.tw/scholar/GraphDtl.aspx?docid=128178 （最後造訪日：2019/05/18）。 

http://mic.iii.org.tw/scholar/GraphDtl.aspx?docid=12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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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技術進步，使人工智慧有著飛躍性的發展，並逐漸充斥於現今生活的各種面

向當中，成為了學術界與工業界重要的研究議題之一。

第二項 演進

如前文所述，人工智慧的目標是希望機器可以類比人類，甚至超越人類的思

維方式，並以此來實現人類的智慧行為。事實上，其原理並不複雜，總結來說就

是將人類的思考過程符號化，並透過計算的方式由機器完成此過程。早在 1308

年，哲學家 Ramón Llull 就提出了「邏輯機」的概念 22，試圖透過機械式的方法

將一些基本的真理進行簡單的邏輯組合及計算，以生成所有可能的知識 23。1936

年，英國數學家 Alan Turing 提出了一種可以模擬任何有限邏輯過程的抽象計算

模型--圖靈機（Turing machine）24，激發了科學家對於「讓機器思考」的探索。

1946 年，第一台通用電腦 ENIAC 的問世 25，使得機器可以按照人類的設計完成

特定的任務，這為人工智慧的實現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援。然而，人工智慧的發

展並非如想像般一帆風順，自 1956 年正式被提出至今，有關人工智慧的研究共

經歷了三次熱潮與兩次低谷 26。接下來，本文將按照時間順序，對人工智慧在不

同時期的發展狀況進行簡要描述。

一、人工智慧的誕生

在 20 世紀 30 年代末期，許多科學領域，包括神經學，資訊學，電子學，數

學等等，都有了劃時代的突破。當時的神經學研究發現，人類的大腦是由大量的

22 MARTIN GARDENER, LOGIC MACHINES AND DIAGRAMS, 1-2 (1958). 

23 ANTHONY BONNER, THE ART AND LOGIC OF RAMON LLULL: A USER’S GU
IDE, 22-25 (2007). 

24 PAMELA MCCORDUCK, MACHINES WHO THINK, 63-64 (2ed. 2004). 

25 HERMAN H. GOLDSTEIN, THE COMPUTER FROM PASCAL TO VON NEUMAN
N, 148-150 (1972). 

26 李友專，AI 醫療大未來：台灣第一本智慧醫療關鍵報告，頁 34，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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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元（neuron）所建構起來的複雜網路，神經元之間依靠電流傳遞資訊，而電

流強度只分為「有」和「無」兩種狀態，並不存在中間狀態 27。1937 年，Claude 

Shannon提出用二進位信號（即數位信號）來模擬布林邏輯運算（Boolean algebra）
28，這成為了現代電子電腦的理論基礎。前段所述之圖靈機，則證明瞭數位信號

足以模擬任何有限邏輯的計算 29。這些科學發現的密切關聯為「電子大腦」的設

計指出了一條可行的方向。

1943 年，Warren McCulloch 和 Walter Pitts 發表了重要論文《A Logical Calculus

of the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30，該論文分析了理想化和簡化的神經

網路（Neuron Net），並指出該網路該如何進行簡單的邏輯運算 31，此研究為日後

深度神經網路（Deep Neural Network）的誕生奠定了基礎。1951 年，他們的學生

Marvin Minsky 設計並建造了第一台能夠自我學習的神經網路機器 SNARC，而

在同一時期，神經科學也有了重大的突破。1949 年，Donald Hebb 揭示了人類在

學習過程中腦部神經元所發生的變化 32，這一發現成為了深度學習的重要理論基

礎之一 33。除了神經網路，電腦科學也隨著電子電腦的誕生迅速發展。1951 年，

Christopher Strachey 設計了一個西洋跳棋（checkers）程式，Dietrich Prinz 則寫出

了一個國際象棋（chess）程式 34，使得電腦可以直接與人類玩家進行對弈。儘管

當時的程式並不具備學習的能力，只是按照設計者預先給定的策略進行遊戲，但

27 A. L. Hodgkin & A .F. Huxley, Action potentials recorded from Inside a nerve fibre, 1
44 Nature 710, 710–711 (1939). 

28 Claude E. Shannon, A Symbolic Analysis of Relay and Switching Circuits, 57 Electrical 
Engineering 471 (1937). 

29 Alan Turing, 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
m, 42 Proceedings of the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 230 (1937). 

30 Warren S. McCulloch & Walter Pitts, A Logical Calculus of the Ideas Immanent in Ner
vous Activity. 5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115, 120-122 (1943). 

31 MCCORDUCK, supra note 24 at 88-94. 

32 D. O. HEBB, TH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 A NEUROPSYCHOLOGICAL 
THEORY, 10-11 (2002). 

33 PEDRO DOMINGOS, THE MASTER ALGORITHM: HOW THE QUEST FOR THE U
LTIMATE LEARNING MACHINE WILL REMAKE OUR WORLD (2018). 

34 The Modern History of Computing (June 9, 2006), available at https://plato.stanford.edu/
entries/computing-history/ (Last visited: 2019/04/23).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mputing-history/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mputing-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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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 1950 年代中期，電腦程式就已經可以挑戰較高水準的業餘玩家 35，相當於

實現了人類的智慧行為。 

除此之外，當時的科學家認為，電腦不僅僅可以進行數位運算，應該也可以

進行符號操作，而後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類的思考過程。為此，Herbert Simon

和 Allen Newell 共同開發了智慧程式「Logic Theorist」，值得說明的是，當時的

Logic Theorist 已經可以證明數學著作《Principia Mathematica》前 52 個定理中的

38 個 36，有些證明甚至比原著更加巧妙。據此，Simon 斷言他們已經「解決了可

敬的心靈與身體的問題，解釋了一個由物質構成的系統應該如何獲得心靈的性質」

37，這一觀點後來被 John Searle 稱為強人工智慧（Strong AI）38。 

對於強人工智慧能否真正實現，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機器是否真的可以

像人類一樣進行「思考」。一台擁有強大計算能力及儲存容量的電腦，可以運行

智慧化程式又能夠按照固定的指令完成特定的任務，這樣的機器是否就可以稱作

是擁有「智慧」？這個問題非常難以回答，因為「智慧」這個概念本身就很難給

出準確的定義。1950 年，Alan Turing 提出著名的圖靈測試（Turing Test）39，又

稱作模仿遊戲（Imitation Game），用來判斷機器是否能夠表現出與人類無法區分

的智慧。這一測試直到今天仍然是人工智慧領域的重要評價標準之一 40。其測試

內容本身並不難理解，其為：假設有一台可以對任意問題給出回答的機器和一個

思維正常的人類作為測試對象，另外有一個人遠端對這兩個測試對象提出任意一

系列問題。如果測試者在經過若干提問後，無法判斷被測試者是人還是機器，就

                                                      
35 JONATHAN SCHAEFFER, ONE JUMP AHEAD: CHALLENGING HUMAN SUPREM

ACY IN CHECKERS, 14-16 (2ed. 2008). 

36 Logic Theorist, available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gic_Theorist#cite_note-FOOTN
OTEMcCorduck2004167-3 (Last visited: 2019/04/28). 

37 MCCORDUCK, supra note 24 at 46. (“solved the venerable mind/body problem, explai
ning how a system composed of matter can have the properties of mind.”) 

38 STUART RUSSELL & PETER NORVI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 21-23 (3ed. 2018). 

39 Alan Turing,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49 Mind 435 (1950). 

40 Turing Test Success Marks Milestone in Computing History (June 8, 2014), http://www.
reading.ac.uk/news-and-events/releases/PR583836.aspx (Last visited: 2019/04/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gic_Theorist#cite_note-FOOTNOTEMcCorduck2004167-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gic_Theorist#cite_note-FOOTNOTEMcCorduck2004167-3
http://www.reading.ac.uk/news-and-events/releases/PR583836.aspx
http://www.reading.ac.uk/news-and-events/releases/PR58383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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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參加測試的機器是擁有思考能力的。換句話說，判斷機器是否能夠「思考」

的困難之處，在於區分一個想法究竟是機器「獨立創造」還是對人類行為的「精

心模仿」，前者代表了機器的知覺和自我意識，而後者只是對特定演算法的機械

執行。圖靈測試沒有直接對一個「思考」的行為進行判定，而是透過與人類互動

的方式，觀測機器的反應是否與有意識的個體表現一致，如果一致，就認為該機

器是有「智慧」的。於此過程中，機器需要模仿人類的回答方式、情緒、甚至延

遲回答的時機，並且能夠對提問的問題給出雖然未必正確但是合適的答案。 

Alan Turing 本人認為，機器本身可以思考，只是思考的方式與人類不同而

已，但這並不能否定機器能夠思考的事實 41。他甚至預言在 2000 年時，電腦的

存儲單元將達到 10GB，那時將會出現能與人類進行 5 分鐘問答，並有超過百分

之三十的機率被認為是人類的人工智慧。儘管有些學者對此觀點持反對態度，如

John Searle 在 1980 年提出的中文房間（Chinese Room）實驗就是對「機器能夠

思考」強有力的反駁 42，但是圖靈測試的提出在人工智慧的發展史上依然起著不

可忽視的作用。 

經過了十幾年成果的累積，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詞於 1956 年

8 月 31 日召開的達特茅斯夏季人工智慧研究計畫（The Dartmouth Summer 

Research Project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上第一次被正式提出 43。該會議由“人

工智慧之父 John McCarthy、MIT 人工智慧實驗室的聯合創始人 Marvin Minsky、

資訊理論之父 Claude Shannon，以及 IBM 的研究經理 Nathaniel Rochester 共同發

起，會議彙集了大量人工智慧領域的先驅，經過了長達一個月的討論，確定了以

「人工智慧」一詞作為此領功能變數名稱稱，並確定了該領域所研究的任務目標。

這一事件被大多數學者看作是人工智慧誕生的標誌 44。 

                                                      
41 Turing, supra note 39. 

42 Searle, supra note 20. 

43 J. MCCARTHY, et al., A PROPOSAL FOR THE DARTMOUTH SUMMER RESEARC
H PROJECT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955). 

44 Gil Pres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fined as A New Research Discipline: This Week In 
Tech History (Aug. 28,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bes.com/sites/gilpress/2016/08/28/artifi
cial-intelligence-defined-as-a-new-research-discipline-this-week-in-tech-history/#5fad89646dd1 (Last 

https://www.forbes.com/sites/gilpress/2016/08/28/artificial-intelligence-defined-as-a-new-research-discipline-this-week-in-tech-history/#5fad89646dd1
https://www.forbes.com/sites/gilpress/2016/08/28/artificial-intelligence-defined-as-a-new-research-discipline-this-week-in-tech-history/#5fad89646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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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智慧的第一次熱潮

在 1956 年達特茅斯夏季研討會召開後的 20 年裡，出現了人工智慧的第一次

熱潮。當時的人們被機器表現出來的「智慧」所震撼 45，幾乎不敢相信人工智慧

可以下棋、證明定理、甚至與人類進行交流 46。學者們也表現出對人工智慧極高

的研究熱情和樂觀的態度，一度認為不超過 20 年人工智慧就將擁有與人類相當

的思考能力。正如 Herbert Simon 在 1965 年時表示：「在二十年內，機器將能夠

完成人類所能做到的任何工作 47。」Marvin Minsky 亦於 1970 年斷言：「在未來

的三到八年時間裡，我們將擁有一台和人類平均智慧水準相當的機器 48。」 

即便學者們對人工智慧領域充滿信心，當時的人工智慧仍侷限於利用電腦的

計算能力解決一些特定的問題，其中最為廣泛使用的演算法就是暴力攻擊法

（Brute-force Search）。暴力攻擊演算法模擬了人類解決問題時最直觀的想法，亦

即將所有可能的解法進行逐一嘗試，直到找到符合條件的解決方案。這一演算法

中，機器完全無需擁有智慧，只需要按照問題的定義對每種可能的情況進行驗證

即可。考慮到待搜索方案的數目會隨著問題難度的加深而產生指數增長，亦即所

謂指數爆炸（Exponential Explosion）49，學者基於這一方法提出了一些改進，比

如回溯法（Backtracking），又稱作深度優先搜索（Depth First Search）50，和啟發

visited: 2019/04/23). 

45 RUSSEL & NORVIG, supra note 38 at 18 (“it was astonishing whenever a computer d
id anything remotely clever.”) 

46 DANIEL CREVIER, AI: THE TUMULTUOUS SEARCH FOR ARTIFICIAL INTELLIG
ENCE, 52 (1993). 

47 HERBERT. A. SIMON, THE SHAPE OF AUTOMATION FOR MAN AND MANAGE
MENT (1965) (“Machines will be capable, within twenty years, of doing any work a man can 
do.”). 

48 Darrach, Brad, Meet Shakey, the First Electronic Person, Life Magazine, 58 (1970) (“In
 from three to eight years we will have a machine with the general intelligence of an average 
human being.”). 

49 DURBADAL MANDAL et al., INTELLIGENT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CA, 22-24 (2015). 

5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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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演算法（Heuristics）51，利用人類的一些經驗，提前排除掉不可能正確的答案，

從而縮小機器搜索的範圍，加快解決問題的效率。然而這些依然是對人類智慧的

總結，而非機器本身「思考」的結果。

儘管科學家們並沒有真正賦予機器思考的能力，這一階段的人工智慧依舊憑

藉著「搜索」的演算法幫助人類解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如：Alan Turing 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設計並改進了能夠破譯德軍 Enigma 密碼的機器 Bombe52，幫助

盟軍贏得了戰爭的勝利；Herbert Simon 和 Allen Newell 開發的通用解決方案

（General Problem Solver）採用手段目的分析（Means-Ends Analysis）的搜索方

法，將複雜的符號問題拆分成若干簡單的子問題再逐一解決 53；Herbert Gelernter

發明的幾何定理證明機（Geometry Machine）54，以及 James Slagle 發明的符號自

動積分器（Symbolic Automatic Integrator，SAINT）55，可以利用搜索的方法解決

簡單的數學問題；Arthur Samuel 開發的國際象棋程式可以通過競賽樹（Game Tree）

搜索的方式與人類玩家進行對弈 56。 

當時的人工智慧研究並不完全局限在搜索演算法，還包括了對自然語言

（National Language），機器視覺（Machine Vision），機器人科學（Robotics）等

領域的探索，這些領域直至目前為止仍然是人工智慧研究的主要方向。對於自然

語言的研究，當時的學者提出了語義網路（Semantic Net），説明機器理解人類的

51 JUDEA PEARL, HEURISTICS: INTELLIGENT SEARCH STRATEGIES FOR COMPU
TER PROBLEM SOLVING, 3-4 (1984). 

52 Alan Turing: The codebreaker who saved 'millions of lives' (June 19, 2012), available 
at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18419691 (Last visited: 2019/04/23). 

53 General Problem Solver, http://www.instructionaldesign.org/theories/general-problem-solve

r.html (Last visited: 2019/04/23).

54 H. L. Gelernter & N. Rochester, Intelligent behavior in problem-solving machines, 2 I

BM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336, 338-339 (1958). 

55 James R. Slagle, A heuristic program that solves symbolic integration problems in fres

hman calculus: symbolic automatic integrator, 10 Journal of the ACM 507 (1963). 

56 SCHAEFFER, supra note 35.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18419691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18419691
http://www.instructionaldesign.org/theories/general-problem-solver.html
http://www.instructionaldesign.org/theories/general-problem-solv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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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其具體做法為利用節點（如：人、書）表示概念，，同時利用連線（Link）

來表示關係（如：閱讀），通過這種方式，機器便可以從語義的角度理解一句話

的內容。近幾年人工智慧在場景圖（Scene Graph）方向的研究正是借鑒了這一表

示方法。Daniel Bobrow 還開發了可以求解文字問題（Word Problem）的程式

「STUDENT」57，Joseph Weizenbaum 設計的聊天程式「ELIZA」則可以與人類

進行簡單的對話，不過對話方式僅僅是一些固定模式的答案或者對問題的簡單重

複 58。在機器視覺和機器人科學方面，Frank Rosenblatt提出了機器感知（Perceptron）

的演算法 59，説明機器認識這個世界；斯坦福大學研發出了第一個可以自主採取

行動的機器人 Shakey60，對於給定的任務，Shakey 不需要人為設計好完成任務的

每一步，而是可以自己將任務拆分成子任務；Marvin Minsky 和 Seymour Papert

搭建了一個可以搭積木的機械手臂；Terry Winograd 開發了可以與人類用英文進

行對話並在微世界（Micro-worlds）中做決策的人工智慧程式 SHRDLU61；John 

McCarchy 提出了建議採納者（Advice Taker）的程式構想，希望人工智慧可以擁

有邏輯並像人類一樣可以學習，透過從外界獲取建議的方式改善其自身性能 62。 

總而言之，第一次熱潮中的人工智慧遍地開花，研究者們殫精竭慮、各顯神

通，試圖把人工智慧的想法應用到各個領域，將機器的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此

外，當時的美國進階研究計劃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ARPA）和

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也對此領域提供了大量的經

                                                      

57 MCCORDUCK, supra note 24 at 286. 

58 Joseph Weizenbaum, ELIZA--A Computer Program For the Study of Natural Languag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9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36, 36-37 (1966). 

59 Frank Rosenblatt, The perceptron: A probabilistic model for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o

rganization in the brain, 65 Psychological Review 386, 386–390 (1958). 

60 MCCORDUCK, supra note 24 at 268-271. 

61 MCCORDUCK, supra note 24 at 268-271. 

62 John McCarthy, Programs with Common Sense, in COMPUTATION & INTELLIGENCE
 479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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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支援，甚至允許學者們對該領域進行“漫無目的”的自由探索 63，使整個社會對

人工智慧的前景充滿了期待。然而，如前文所述，這一時期的人工智慧並不具本

真正意義上的智慧，甚至可以說是對於這個世界一無所知，僅僅是利用機器代替

人類解決一些需要大量重複工作的任務，此外由於受到計算能力和儲存空間的限

制，機器幾乎只能完成問題中最簡單的一類 64，距離研究者盲目樂觀的期待相距

甚遠。至於讓機器可以獨立思考的一些設想，如感知器（Perceptron）和建議採納

者（Advice Taker），也由於計算複雜度過高而石沉大海。就連人工智慧的發起人

之一 Marvin Minsky 都在其作品《Perceptrons》中公開表示了機器能夠通過感知

系統而自主學習的局限性 65。美國政府和英國政府紛紛停止對該領域的資助 66，

人工智慧的研究一度陷入低谷。 

  

三、人工智慧的第二次熱潮 

 到了 1980 年代，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的興起使得人工智慧重新成為

研究的熱門領域，形成了人工智慧的第二次熱潮。所謂的「專家系統」，實為儲

存了某個領域的專業知識，並能夠藉由一定的邏輯推理，解決該領域的特定問題

的一種智慧程式 67。相較於第一次熱潮下的通用人工智慧，專家系統不再執著於

追求「擁有像人類一樣思考能力的機器」，而是將「智慧」具體化，把人工智慧

的研究重心轉變為對實際問題的處理和解決 68，使得人工智慧不再是科學家們對

未來的幻想，而是真正可以應用到生活中的工具，而其具體做法為將把系統的應

                                                      
63 CREVIER, supra note 46 at 64-65. 

64 Id. at 146. 

65 MARVIN MINSKY & SEYMOUR A. PAPERT, PERCEPTRONS: AN INTRODUCTIO

N TO COMPUTATIONAL GEOMETRY, 249-250 (2017). （感知系統是聯結主義（Connection

ism）的一種，亦是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的先驅。） 

66 CREVIER, supra note 46 at 110. 

67 DONALD A. WATERMAN, A GUIDE TO EXPERT SYSTEM, 3-7 (1985). 

68 Id. at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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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場景縮小至某一特定領域 69，減少人工智慧對於常識的依賴，僅將該領域的知

識儲存在程式中，使專家系統可以對該領域的問題給出專家般的建議。於此時期，

機器所掌握的知識並非由其自主學習所得到，而是透過人工參與的方式，將人類

已經掌握的知識寫入程式中，幫助專家系統建立知識庫（Knowledge Base），以此

來程現一定程度的「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建立知識庫與基於知識的邏輯推理是相互獨立的兩個部分，

這使得專家系統之使用得以更加靈活，可以隨時擴充或者修正知識庫，亦得根據

實際需求最佳化推理規則，並且因此風靡一時，廣泛應用在電腦科學、化學、醫

療、商業等各個領域。儘管這一做法仍然以推理為主，機器仍不具備自主學習知

識的能力，但知識系統的引入確實讓機器在處理實際問題時表現更為出色，基於

知識庫和知識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的人工智慧研究亦成為當時研究的

主流 70。 

 事實上，早在 1960 年代，專家系統的研究已經初具規模。1965 年，史丹佛

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開始設計名為 Dendral 的專家系統 71，將學者所具備

的專業知識，透過一定的規則記錄在程式中，藉由讀取分光計的讀數，幫助有機

化學家辨別未知的有機分子。Dendral 的大獲成功激發了科學家們對專家系統的

研發熱情，很多具備不同功能的系統相繼出現，如：1972 年問世的血液傳染病分

析系統 MYCIN，根據相關知識建立了約 600 條規則，可以藉由詢問醫生一系列

有關症狀的簡單問題，最終給出基於機率分析出的疾病診斷 72；1980 年由美國

的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為美國迪吉多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DEC）設計的 XCON 系統，可以根據使用者的需求，自

動為其購買的電腦選擇合適的系統元件（Syetem Component），該系統每年為 DEC

                                                      
69 MCCORDUCK, supra note 24 at 299. 

70 Id. at 314. 

71 Joshua Lederberg, How Dendral Was Conceived and Born, A History of Medical Infor
matics 14 (1987). 

72 BRUCE G. BUCHANAN & EDWARD H. SHORTLIFFE, RULE BASED EXPERT SY
STEM- THE MYCIN EXPERIMENTS OF THE STANFORD HEURISTIC PROGRAMMING P
ROJECT, 3-6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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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節省近四千萬美元 73，導致工業界紛紛效仿，許多公司都開始建立屬於自己

的人工智慧研發團隊 74，日本、英國、美國等政府也投入大量資金，重新開始資

助人工智慧相關產業的研發 75。人工智慧領域知名的研究計畫 Cyc 也在此期間

應運而生，試圖建立通用知識庫，使得專家系統不再只是針對特定領域的問題提

出解決方案，而是擁有和普通人類可以比擬的常識。不過由於人類掌握的知識庫

過於龐大，此項目至今尚未完成 76。 

除了專家系統之外，聯結主義（Connectionism）亦於此時期重新被學者重視，

並取得了重大進步 77。John Hopfield 證明瞭某種神經網路（後來被稱為 Hopfield 

Net）可以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學習並處理資訊 78，David Rumelhart 和深度學習之

父 Geoffrey Hinton 則提出了一種可以用來訓練神經網路的反向傳播（Back 

propagation，又稱「反向傳遞」）演算法 79，這些方法的提出為現在深度神經網路

（Deep Neural Network）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自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人工智慧與產業密切結合，創造了極高的商業價

值。這是自 1956 年人工智慧提出以來，第一次將之應用到實際場景中，人們也

因此重拾對人工智慧的信心。然而好景不長，由於專家系統的研發成本及維護成

本居高不下，其性能相較於當時興起的桌上電腦出現明顯差距 80，系統因為升級

困難而變得難以使用，多國政府及投資人為了縮減經費，以應用範圍過於局限及

無法在短期內看到成果為由，大幅縮減對相關研究的資助 81，人工智慧再次陷入

73 CREVIER, supra note 46 at 198. 

74 CREVIER, supra note 46 at 197-203. 

75 CREVIER, supra note 46 at 240. 

76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DERSTA
NDING COMPUTERS) (1986). 

77 CREVIER, supra note 46 at 214-215. 

78 John Hopfield, Neural networks and physical systems with emergent collective computati
onal abilities, 79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554, 2554-2558 (1982). 

79 D.E. Rumelhart & G.E. Hinton, & R.J. Williams, Learning 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by e
rror propagation, in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explorations in the microstructure of cogniti
on 318, 322-325 (1985). 

80 CREVIER, supra note 46 at 209-210. 

81 MCCORDUCK, supra note 24 at 43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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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 

 

四、人工智慧的第三次熱潮 

1990 年代初期，經過了前兩次失敗的研究者們對人工智慧的態度變得更加

謹慎，不再盲目追求人工智慧可以直接達到人類水準的智慧，而是從實際應用的

角度出發，利用人工智慧説明人類解決現實中的問題，這也使得人工智慧的研究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進入了人工智慧的第三次熱潮。具體而言，目前人工智

慧的研究被劃分為數種子領域，如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可以説明機器像

人類一樣觀察世界；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可以幫助機器

與外界進行溝通等等。每個領域又分別包含了不同的面向，如電腦視覺包括了物

件檢測（Object Detection），語義分割（Semantic Segmentation），圖像分類（Image 

Classification）等視覺相關的任務 82，幫助機器從人類的視角來理解圖像或者影

音資料，藉由這種方式，人工智慧這個遠大的目標被拆分成為眾多小目標進行探

索，使得這一領域的研究更加紮實可靠。此外，學者們意識到數學對於人工智慧

開發的重要性，不再單純利用專家系統時代所使用的簡單邏輯推理，而是將複雜

的、有理論基礎的數學工具或模型與人工智慧相互結合 83，使人工智慧成為了一

門更加系統化的學問 84，對於其研究成果也可以從數學的角度給出更為精確的評

估。 

其中，Judea Pearl 於 1988 年將機率模型和決策理論引入到智慧系統當中 85；

Yann LeCun 於 1989 年提出卷積神經網路（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以及

隨機梯度下降（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SGD）的訓練方式 86，使得機器學習

                                                      
82 中央研究院，人工智慧再進化，開啟電腦新「視」界，研之有物，http://research.sinica.e

du.tw/computer-vision-liao-hong-yuan/ （最後造訪日:2019/06/06）。 

83 MCCORDUCK, supra note 24 at 486-487. 

84 RUSSELL & NORVIG, supra note 38 at 25-26. 

85 JUDEA PEARL, PROBABILISTIC REASONING IN INTELLIGENT SYSTEMS: NET
WORKS OF PLAUSIBLE INFERENCE, 1-3 (1988). 

86 Y. LeCun, et al., Backpropagation applied to handwritten zip code recognition, 1 NEUR

http://research.sinica.edu.tw/computer-vision-liao-hong-yuan/
http://research.sinica.edu.tw/computer-vision-liao-hong-yuan/


DOI:10.6814/NCCU20190081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1 

 

（Machine Learning）在電腦視覺領域有了突破性進展；在這之後，貝氏網路

（Bayesian Network）、馬可夫模型（Markov Model）以及資訊理論（Information 

Theory）等工具先後被應用到人工智慧的研究當中，造就了現今人工智慧的非凡

成就。 

於此同時，電腦的性能應證了摩爾定律（Moore’s law）而呈現指數增長 87，

21 世紀初期的電腦運算速度已經比 50 年前快了一千萬倍，這為早期因計算複雜

度過高而被迫放棄的項目重新提供了可能，也讓人工智慧得以走出實驗室，廣泛

應用到生產當中。另一方面，隨著各行各業的不斷發展，大數據（Big Data）成

為了資訊時代的重要產物之一，截至 2012 年，世界每天產生 2.5x1018 位元組的

資料 88，遠遠超過人類的處理和學習能力。面對如此龐大的資訊量，目前人工智

慧最熱門的分支之一——機器學習，成為了突破的契機，並發展成為 21 世紀的

技術主流。 

與前兩次熱潮中的人工智慧不同的是，本階段的人工智慧不再依賴於人為預

先定義的知識或邏輯進行推理，而是通過「學習」的方式從資料中歸納並總結成

新的資訊。這些資訊未必與人類已經掌握的經驗完全相符，卻可以取得與人類相

近甚至超越人類的效果。2014 年，以深度學習為主體的人臉識別演算法首次在

準確率方面超越人眼 89；2015 年，DeepMind 開發的圍棋程式 AlphaGo 第一次與

真人對弈便以 5:0 的戰績完勝當時曾衛冕三次歐洲比賽冠軍的棋手樊麾 90，成為

AI 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2018 年，Google AI 開發的語言模型 BERT 在機器閱讀

理解頂級水準測試 SQuAD 上超越人類 91，開創自然語言理解領域的新時代。除

                                                      
AL COMPUTATION 541 (1989). 

87 Gordon E. Moore, Progress in Digital Integrated Electronics, International Electron Devi
ces Meeting, 11-13 (1975). 

88 Johann Evans, Data is everywhere, but not where it should be, available at https://ww
w.itweb.co.za/content/WPmxVE7KRzyvQY85 (Last visited: 2019/05/19). 

89 Lu & Tang, supra note 2. 

90 David Silver, et al., Mastering the game of Go with deep neural networks and tree sea
rch, 529 Nature 484, 484–489 (2016). 

91 自然語言處理頂會 NAACL 最佳論文出爐！谷歌 BERT 獲最佳長論文，2019 年 4 月 12
日，available at https://kknews.cc/tech/yvpzxgb.html （最後造訪日: 2019/05/13）。 

https://www.itweb.co.za/content/WPmxVE7KRzyvQY85
https://www.itweb.co.za/content/WPmxVE7KRzyvQY85
https://kknews.cc/tech/yvpzxg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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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近年來產業界加大對人工智慧技術的投入，如：Apple 於 2010 年併購當

時初創六個月的新創公司 Siri92、Facebook 在 2013 年成立了人工智慧實驗室

(Faceboo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FAIR)93、Google 則分別於 2013 及 2014

年併購了新創公司 DNNresearch 和 DeepMind94、阿裡巴巴隨後在 2017 年成立達

摩院 95、Waymo 及 Tesla 等公司亦持續大力投入對自動駕駛的開發……等 96。雖

然以上技術尚非完全能夠精準無誤地應用於生活中 97，然而由此可見，人工智慧

已經滲透到人類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成為了當今產業的最為重要的發展領域之

一。 

 

第三項 小結 

人工智慧旨在賦予機器思考的能力，使其可以表現出與人類相似的智慧行為，

其研究過程融合了電腦科學、數學、神經科學等諸多領域的知識。從人工智慧最

初第一次熱潮期間為避免重複人力勞動而設計的搜索演算法，到第二次熱潮期間

建立在特定知識領域內的邏輯推理，再到第三次熱潮期間能夠從既有資料中自主

獲取新知識的機器學習，人工智慧從指令的執行者，進步為人類思考方式的模仿

                                                      
92 Apple Buys a Start-Up for Its Voice Technology (Apr. 2010), available at https://www.n

ytimes.com/2010/04/29/technology/29apple.html (Last visited: 2019/05/19). 

93 Facebook taps 'deep learning' giant for new AI lab (Dec.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
w.wired.com/2013/12/facebook-yann-lecun/ (Last visited: 2019/05/19). 

94 Google buys U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art-up DeepMind (Jan. 2014), available at http
s://www.bbc.com/news/technology-25908379; Google Has Bought A Startup To Help It Recogniz
e Voices And Objects (Mar.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google-buys-dnn
research-2013-3 (Last visited: 2019/05/19). 

95 阿里巴巴成立全球科研項目「達摩院」 投逾千億元人民幣於科技創新，2017 年 10 月 1
1 日，available at https://www.alibabanews.com/alibabachengliquanqiukeyanxiangmudamoyuan-tou
yuqianyiyuanrenminbiyukejichuangxin/ （最後造訪日：2019/05/19）。 

96 A Robocar Specialist Reviews The Tesla Autopilot (Feb.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
w.forbes.com/sites/bradtempleton/2019/02/27/a-robocar-specialist-reviews-the-tesla-autopilot/#156f7cc
6542a (Last visited: 2019/05/19). 

97 別再誤會了，特斯拉根本無法全自動駕駛，2018 年 10 月 22 日，available at https://ww
w.bnext.com.tw/article/50994/tesla-full-self-driving-option-gone-musk-autopilot （最後造訪日：201
9/05/19）。 

 

https://www.nytimes.com/2010/04/29/technology/29apple.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0/04/29/technology/29apple.html
https://www.wired.com/2013/12/facebook-yann-lecun/
https://www.wired.com/2013/12/facebook-yann-lecun/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25908379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25908379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google-buys-dnnresearch-2013-3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google-buys-dnnresearch-2013-3
https://www.alibabanews.com/alibabachengliquanqiukeyanxiangmudamoyuan-touyuqianyiyuanrenminbiyukejichuangxin/
https://www.alibabanews.com/alibabachengliquanqiukeyanxiangmudamoyuan-touyuqianyiyuanrenminbiyukejichuangxin/
https://www.forbes.com/sites/bradtempleton/2019/02/27/a-robocar-specialist-reviews-the-tesla-autopilot/#156f7cc6542a
https://www.forbes.com/sites/bradtempleton/2019/02/27/a-robocar-specialist-reviews-the-tesla-autopilot/#156f7cc6542a
https://www.forbes.com/sites/bradtempleton/2019/02/27/a-robocar-specialist-reviews-the-tesla-autopilot/#156f7cc6542a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0994/tesla-full-self-driving-option-gone-musk-autopilot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0994/tesla-full-self-driving-option-gone-musk-autopi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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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最終演變為如今可以獨立思考的學習者。儘管目前的人工智慧距離真正的意

義上的「智慧」也就是所謂「強人工智慧」的終極目標還有一定程度的差距，但

其已經可以完成人臉辨識、語音辨識、桌上遊戲等諸多複雜的任務，甚至可以在

經過一定時間的訓練後進行音樂或者繪畫的創作，並持續以完成更多元化目的、

降低人工依賴性為目標邁進當中。 

至於未來的人工智慧是否能夠真正達到自主獨立進行發明之程度，學術界目

前仍處於眾說紛紜的階段，然為了在嶄新時代來臨之前做足充分討論與因應準備，

本文欲討論之專利法關於人工智慧衍生發明議題，仍有其存在必要。 

 

第二節 技術領域 

近 20 年來，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係屬人工智慧技術最熱門的訓練

方式。所謂機器學習，就是利用大量的資料訓練電腦，讓機器自行學習資料中的

某些特性，並利用學習到的資訊完成特定的任務。具體的機器學習演算法種類繁

多，包括決策樹（Decision Tree）、支持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聚類分

析（Cluster Analysis）、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圖模型（Graphical Model）、

蒙特卡羅方法（Monte Carlo Method）、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等 98。其中，

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則為機器學習的一種，其主要利用電腦模擬人類的神

經網路運作，藉此加深學習深度、增強演算法能力。目前人工智慧研究中使用最

為廣泛且取得最大進展的當屬神經網路，故本節將先對神經網路進行介紹，再從

技術端角度，分析人類在利用神經網路於各分支領域之現況。 

 

第一項 神經網路簡介 

神經網路的提出受到了神經科學的啟發，其係以人類或動物的神經元結構作

                                                      
98 Shadab Hussain, Use cases of Different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available at http

s://blog.usejournal.com/machine-learning-algorithms-use-cases-72646df1245f (Last visited: 2019/05/
19). 

https://blog.usejournal.com/machine-learning-algorithms-use-cases-72646df1245f
https://blog.usejournal.com/machine-learning-algorithms-use-cases-72646df124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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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模型的人工智慧 99，其藉由建構大量的人工神經元，每個神經元對輸入給出一

定程度的刺激（Activation），然後將其傳遞給下一個神經元，最終輸出某種抽象

資訊並且做出判斷 100，作為模擬動物神經網路的模型。從數學的角度來看，眾

多神經元組成了一個非線性函數（Non-linear Function），可以從輸入的資料中提

取出相應的特徵（Feature），並基於該特徵給出合理的輸出 101。與早期人工智慧

的區別在於，特徵提取（又稱「特徵萃取」）的過程不再是人為設計的，而是由

機器透過統計大量資料而自主學習而來。因此可以認為，表徵學習（Representation 

Learning）是當今人工智慧的關鍵所在 102。 

儘管神經網路可以自主學習特徵，但目前的人工智慧仍然需要由人類事先協

助設定才能達成。簡單來說，一個神經網路的設計和訓練過程主要包含三個部分：

網路結構、損失函數及學習策略的設計 103。首先為「網路結構（Network 

Architecture）」的設計，此部分決定了神經元的數目與連接方式，通常在學習尚

未開始時已由研究者定義完成。儘管近兩年有研究者試圖通過自動搜索的方式由

機器自主搭建網路結構 104，然而網路結構的搜尋空間、搭建網路所用的基本模

組以及基本連接方式等仍需由設計者進行預設，機器尚未能完全自主地進行設計，

依然存在對人類智慧的依賴。其次為「損失函數（Loss Function）」的設計，損失

函數其實是對神經網路性能的一種量化評價指標，往往需要根據目標任務的不同

                                                      
99 三宅陽一郎、森川幸人，從人到人工智慧：破解 AI 革命的 68 個核心概念，頁 94，2017

年 5 月。 

100 LAURENE FAUSETT, FUNDAMENTALS OF NEURAL NETWORKS: ARCHITECTU
RES, ALGORITHMS, AND APPLICATIONS, 3-4 (1994). 

101 Id. at 11-19. 

102 Yoshua Bengio & Aaron Courville & Pascal Vincent,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A Revie
w and New Perspectives,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201
3). 

103 IAN GOODFELLOW & YOSHUA BENGIO & AARON COURVILLE, DEEP LEARN
ING, 166-167 (2016) (“First, training a feedforward network requires making many of the sam
e design decisions as are necessary for a linear model: choosing the optimizer, the cost functio
n, and the form of the output units.”). 

104 Barret Zoph & Quoc V. Le, 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 with Reinforcement Learning, I
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Representation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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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做出不同的設計，而神經網路學習的過程，就是讓該指標達到最佳化的過程 105。

有鑑於損失函數是神經網路的「唯一」參考標準，不同的損失函數將會導致不同

的學習結果，且就目前來看，神經網路尚無法自主定義損失函數，這一部分的設

計完全需要借助人工。最後是「學習策略（Learning Strategy）」的設計。神經網

路學習的過程，其實就是網路參數（即神經元）在損失函數指導下進行不斷更新

的過程。目前最常用的學習策略是基於梯度下降（Gradient Descent）的反向傳播

演算法（Back propagation），即通過損失函數對每一個網路參數進行微分，然後

利用微分結果對原有參數進行更新，以此來對網路進行最佳化，達到學習的目的

106。與損失函數相類似，參數的更新方式亦完全由人類設計，機器僅僅負責執行

107。由此可見，人類在神經網路設計的過程中扮演著了不容忽視的角色。 

為能更加有效地實現學習目的，神經網路存在著紛繁多樣的變化。其中最為

著名的即為深度神經網路（Deep Neural Network，DNN）108。顧名思義，深度神

經網路的結構相對一般神經網路更深，含有多個中間隱藏層（Hidden Layer）109，

神經元按照層次排列，與人類的神經系統十分相似。基於這樣的設計，淺層神經

元用於取得低層次（Low-level）資訊（如：圖形輪廓），深層神經元用於取得更

加抽象的高層次（High-level）資訊（如：圖像語義），使得學習更為穩定高效，

也因此廣泛應用於人工智慧各個領域的研究當中。除此之外，神經網路有著各式

各樣的分類：根據神經元運算方式的不同，神經網路又可以分為卷積神經網路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和多層感知器（Multi-Layer Perceptron， 

MLP）；根據神經元連接方式的不同可以分為前饋神經網路（Feed Forward Neural 

Network）、遞迴神經網路（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以及長短期記憶網

路（Long Short-Term Memory，LSTM）；根據的學習目標的不同可以分為用於判

                                                      
105 Bengio & Courville & Vincent, supra note 102 at 273-274. 

106 Bengio & Courville & Vincent, supra note 102 at 80-84. 

107 Bengio & Courville & Vincent, supra note 102 at 321-323. 

108 周秉誼，淺談 Deep Learning 原理及應用，國立台灣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電子

報，38 期，2016 年 9 月，http://www.cc.ntu.edu.tw/chinese/epaper/0038/20160920_3805.html (最
後造訪日：2019/05/20)。 

109 Bengio & Courville & Vincent, supra note 102 at 165. 

http://www.cc.ntu.edu.tw/chinese/epaper/0038/20160920_38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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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推理的判別模型（Discriminative Model）、用於發明創造的生成模型（Generative 

Model）以及能夠自主決策的決策模型（Decision Model）；根據學習方式的不同

又可以分為監督式學習（Supervised Learning）、非監督式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以及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110。 

其中，監督式學習係指借助了人工標註行為（label）的學習。以數字圖像辨

識為例，監督式學習需由人工事先為每一張圖片進行標註，如第一張圖表示的是

3，第二張圖表示的是 5。在學習的過程中，網路本身也要對圖像的內容進行預

測，如果預測結果與標籤內容不同，則對網路參數進行更新。因此，監督式學習

更像是有標準答案的教學，對人工的需求較高，學習結果也較為理想，是目前最

為廣泛使用的訓練方式。另一方面，非監督式學習則不需任何標註，期待網路可

以通過流覽大量的資料，自動發現其內部隱含的一些特徵。相較於監督式學習，

非監督式學習更像是開放式教學，對訓練資料的依賴性較低，雖然效果稍遜一籌，

但有助於解決一些無法標注的問題。目前較為常見的非監督式學習方式有自動編

碼器（Auto-encoder）和生成對抗網路（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111，此

外，強化學習是近兩年剛剛興起的學習方法，其本質為決策樹搜索，實現方法為

讓網路針對當前狀態提出策略，然後以獎勵回饋（Reward）的方式判斷策略的好

壞，從而進行參數的更新。因此，強化學習常常用於需要機器進行自主決策的場

景，如下棋，也表現出與人類相接近的智慧行為 112。 

 

第二項 神經網路分支領域 

                                                      
110 AI 入門必備懶人包：圖解 27 種神經模型，讓你秒懂差在哪，科技報橘，2018 年 1 月

24 日，available at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8/01/24/neural-networks-compare/ （最

後造訪日：2019/05/20）。 

111 Pierre Baldi, Autoencoders, Unsupervised Learning, and Deep Architectur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Workshop on Unsupervised and Transfer Learning (2012); Ia
n Goodfellow, et 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s,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2014). 

112 監督式學習？增強學習？聽不懂的話，一定要看這篇入門的機器學習名詞解釋！，INSI
DE，2017 年 7 月 19 日，available at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9945-machine-learning 
（最後造訪日：2019/05/20）。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8/01/24/neural-networks-compare/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9945-machin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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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腦視覺 （Computer Vision） 

電腦視覺之主要目標係使機器可以像人類一樣觀察世界。舉例而言，當一個

人看到一張圖片或者一段影片時，會產生一定的認知，比如圖片顯示的是一隻貓

或者影片中的人正在打籃球。電腦視覺即希望通過影像處理等相關技術，使得電

腦也可以對於輸入的圖片或影片產生類似的判斷。電腦視覺包括了以下不同的子

領域，包含用於從圖像中找到關鍵物體的目標檢測（Object Detection）、用於從視

頻中持續跟蹤物體運動情況的目標跟蹤（Object Tracking）、用於判斷並理解物體

運動模式（如方向、速度）的運動檢測（Motion Detection）、用於理解圖像組成

成分的語意分割（Semantic Segmentation）、用於判斷物體種類的圖像分類（Image 

Classification）、用於分析圖像中的某一特定場景的場景分類（Scene Classification）

及場景重建（Scenario Reconstruction）、用於查找圖片來源的圖像檢索（Image 

Retrieval）、用於還原被破壞圖像（如雜訊、模糊）的圖像恢復（Image Restoration）

以及用於創造新資料的圖像生成（ Image Generation）及影片生成（Video 

Generation）等。 

目前的電腦視覺相關技術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步驟：第一，對於特定的任

務進行大量資料的採集和標註；第二，利用一些傳統的影像處理技術，對所採集

的資料進行雜訊平滑、空間尺度變換、資料擴充等預處理；第三，利用神經網路

進行特徵提取（Feature Extraction）；第四，利用提取到的特徵學習解決相應問題

的方法。其中所謂特徵，其實是對圖像的一種表達（Representation）或抽象

（Abstraction），如一張在人類眼裡是貓的圖片，在機器看來可能是某一串特定的

數字，故可以認為特徵是機器對圖像的描述，乃屬電腦視覺技術之關鍵所在。

近年來，電腦視覺的進步主要源於更佳的圖像特徵提取方式——卷積神經網

路（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卷積（Convolution）是一種函數形式，

利用大量的卷積核（Kernel）在圖片上滑動，找到匹配的圖像塊。比如說一個圓

形的卷積核，可能會在貓的眼睛部分給出比較高的激勵（Activation），而在耳朵

部分給出比較低的啟動。此外，隨著深度的增加，神經網路可以提取出越來越高

階的語意資訊，如淺層網路只能學習到哪些部分是圓形或方形，中層可以將圓形

進一步細分成眼睛或車輪，高層則可以將擁有兩個圓眼睛和兩隻尖耳朵的圖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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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成貓。 

除了檢測、分類、檢索等以圖片做為輸入，輸出相關預測之功能外，電腦視

覺領域的另一重要功能即為影像生成。影像生成可以理解為上述過程的逆過程，

即從特徵開始逐步還原圖片的過程。相較於分類，生成時需要保證生成的圖片足

夠真實，因此更具挑戰性。近年來提出的對抗式學習（Adversarial Learning），借

鑒了賽局理論（Game Theory）的思想 113，引入兩個神經網路分別用於生成虛假

圖片和判斷一張圖片是真實的還是生成的。兩者不斷進行對抗，並已生成圖片與

真實圖片無法被區分為目標。而隨著對抗式學習（Adversarial Learning）的提出，

Nvidia 研發出能將小畫家塗鴉轉換為現實風景照的 GauGAN114，加州大學柏克

萊分校則提出能夠將真實照片轉變為畢卡索或梵穀等不同畫作風格的

CycleGAN115，皆為圖像生成領域取得重大突破。 

 

二、自然語言處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語言是人類智慧的一種表現形式，可用於不同個體間思想的溝通交流，自然

語言處理則希望機器可以理解人類的語言，甚至能夠與人類即進行對話 116，前

文提到之用於判斷機器是否真正擁有智慧的重要標準之一的「圖靈測試」，就是

以機器能否與人類正常對話而不被察覺為參考依據。自然語言處理的本質，是希

望機器能夠理解語言背後的內容，其可以分為文字處理、語音處理及兩者之結合

三大類。其中文字處理包括資訊擷取、資訊檢索、語法解析、文字校對等；語音

處理包含語音辨識、語種辨識、語義理解，同步口譯、語音合成等；兩者之結合

則包含文字朗讀、即時字幕生成等。 

                                                      
113 Karol Kurach, et al., The GAN Landscape: Losses, Architectures, Regularization, and N

orm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Representations (2019). 

114 Taesung Park, et al., Semantic Image Synthesis with Spatially-Adaptive Normalizati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2019). 

115 Jun-Yan Zhu et al., Unpaired Image-to-Image Translation using Cycle-Consistent Advers
arial Networks,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2018). 

116 馬偉雲，斷開中文的鎖鍊！自然語言處理 (NLP)，研之有物，http://research.sinica.edu.t
w/nlp-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chinese-knowledge-information/ （最後造訪日：2019/06/18）。 

http://research.sinica.edu.tw/nlp-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chinese-knowledge-information/
http://research.sinica.edu.tw/nlp-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chinese-knowledge-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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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語言的種類繁多，每種語言都有著自己特定的語法，同一種語言中，

每個人都有自己特定的語言習慣（如：詞語省略、語助詞），又即便是完全相同

的一句話或一個詞，放在不同的情境下仍會產生不同含義，使得語言理解對於上

下文的依賴非常高，大幅增加了處理難度。以中文為例，其需要進行分字、分詞、

分句循序漸進地標註及解析，才能進行理解 117，因此如果將前述的圖像處理理

解為對空間（Spatial）特徵的學習，語言處理即是對序列（Sequential）特徵的學

習。 

近年來語言處理的成功係受益於向量化（Vectorization）、長短期記憶網路

（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及注意力機制（Attention）三項主要技術 118。

其中，向量化是對語言中文字的一種抽象方式 119，類似於圖像學習中的特徵提

取，像量化係透過映射（Mapping）的方式，用不同的向量表示不同的文字，使

文字資訊可以被數位化，更利於神經網路的運算。長短期記憶網路的提出，則解

決了語言中結構過於複雜的問題 120。以英語為例，當關係子句插入至句子中間

時，會導致原本完整的語意變得不再連貫，因此語言處理並非僅將每個詞彙都翻

譯正確，再從頭到尾串聯起來就可以實現的。為此，長短期記憶網路針對序列資

料（Sequential Data）提出了長期記憶和短期記憶同時學習的方法，短期記憶用

來理解詞彙以及相鄰詞彙的連接關係，長期記憶則用來理解句子的邏輯，藉此，

機器可以對自然語言有更為全面的理解。最後，注意力機制的提出説明機器理解

一段文字背後的真實含義 121。舉例而言，當人類在對話或者閱讀文章時，並非

對每個詞或每句話有投以相同關注程度，反之，人類會把注意力放在一些重點詞

                                                      
117 鄭捷，自然語言處理：用人工智慧看懂中文，頁 3-3，2018 年 1 月。 

118 Tom Young, et al., Recent Trends in Deep Learning Base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
ng, IEEE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Magazine (2018). 

119 Tomas Mikolov, et al., 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s of Words and Phrases and Their Co
mpositionality.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2013). 

120 Sepp Hochreiter & Jürgen Schmidhuber, Long Short-Term Memory, Neural Computation
 (1997). 

121 Dzmitry Bahdanau & Kyunghyun Cho & Yoshua Bengio,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by Jointly Learning to Align and Translat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Representatio
n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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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上。注意力機制借鑒了人類的這一做法，為每個詞彙引入了一個關注度，希望

機器能夠藉此學到一段語言中的關鍵詞彙。 

 

三、機器人感知 （Robotic and Perception） 

機器人感知是綜合了電腦、機械、神經科學、動力學等諸多領域的綜合性產

物，其目標乃希望機器除了能夠像人類一樣思考之外，還能夠將思考的結果轉化

為相應的行動 122。除了需要融合前兩節所提到的電腦視覺和自然語言處理的技

術之外，機器人感知領域之特色即為人工智慧之「決策」能力。換句話說，電腦

視覺和自然語言處理等技術只能夠説明機器認識世界，卻無法使機器對於外部情

況自行反應。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學者們提出了一種新的學習形式——強化學習

（Reinforcement Learning）123。 

與其他的學習目標不同，決策是一系列的過程。舉例而言，為了實現臉部辨

識之目標，人工智慧只需要考慮到圖片本身的資訊，給出一個一次性的判斷；然

而，為了實現下圍棋之目標，且每一步都可能改變目前的局勢，因此人工智慧必

須人工智慧需要考慮到下一步、下兩步，甚至之後一百步可能出現的情況，並在

綜合考量「當前決策本身」及「決策所帶來的後果」之後，才能給出最佳解法。 

為此，強化學習提出了狀態（State）、動作（Action）、獎勵（Reward）的概

念， 「狀態」代表人工智慧對外界觀察（Observation），「行為」代表人工智慧之

反應，「獎勵」則是對某一行為所導致的結果好壞的量化 124。每個狀態與動作之

組合皆會有對應之獎勵，該獎勵可為正值亦可為負值，強化學習透過反覆的狀態

-動作-獎勵之循環過程，試圖找出最大化之獎勵，並以此作為最終決策 125， 

                                                      
122 JOHN J. CRAIG, INTRODUCTION TO ROBOTICS: MECHANICS AND CONTROL, 

3 (2009). 

123 Volodymyr Mnih, et al. Human-Level Control through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5
18 Nature 529 (2015). 

124 RICHARD S. SUTTON & ANDREW G. BARTO,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
N INTRODUCTION, 8 (2015). 

125 Id. at 10. 



DOI:10.6814/NCCU20190081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1 

 

與語言相類似，決策過程本身也是一個序列（Sequence），因此目前有許多強

化學習研究都沿用了遞迴神經網路（Recurrent）、長短期記憶網路（Long Short-

Term Memory，LSTM）等原本使用於自然語言處理中的方法 126。不過，僅僅有

神經網路的參與是沒有辦法實現機器人的設計的，人工智慧只負責了眼睛（電腦

視覺）、耳朵（自然語言處理）、大腦（強化學習）的部分，如何將決定轉化為真

正的行為，還需要動力學、機械科學等其他領域的配合。因此，距離實現全能機

器人，學術界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127。 

 

第三項 小結 

總結來說，人工智慧的成功，主要源於將資料背後所隱含的資訊以抽象化方

式提取，即所謂特徵學習（Representation Learning）。其中，判別性模型

（Discriminative Model）利用所學到的特徵進行分類或者相關資訊的預測，對具

體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生成式模型（Generative Model）則是利用所學到的特徵生

成新的資料，換句話說，即為機器自主創造的過程。目前來看，利用機器進行發

明創造的前景看好，如人工智慧作曲、作畫、明星換臉等 128。但是，由此所引發

的倫理、智慧財產權等問題也陸續引發學者們思考。 

 

第三節 現今應用 

有別於上一節從「技術端」角度觀察人工智慧的分支領域，本節將以「應用

端」角度，並針對資訊安全、醫療與照護、資料分析與決策三項最為廣為人知的

領域，介紹目前為止人工智慧於生活中之實際應用。 

                                                      
126 Bram Bakker, Reinforcement Learning with Long Short-Term Memory, Advances in Neu

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2002). 

127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y the Hype Has Outrun Reality (Jul. 14, 201
7), available at https://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dont-believe-hype-ai-driven-world-still-
long-way-off/ (Last visited: 2019/05/20). 

128 AI 換臉黑產業賣偽明星色情片，中時電子報，2019 年 7 月 19 日，https://www.chinatim
es.com/newspapers/20190719000150-260301?chdtv（最後造訪日：2019/08/05）。 

https://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dont-believe-hype-ai-driven-world-still-long-way-off/
https://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dont-believe-hype-ai-driven-world-still-long-way-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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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資訊安全 

在網路發達、資訊爆炸的時代，資訊安全之掌控可謂是重中之重。人工智慧

於資訊安全方面絕大多數係利用了電腦視覺技術，即以圖像認證方式對是否能夠

獲取資料進行限制。以最為普及之智慧型手機為例，其解鎖方式已經由過往的密

碼、圖形解鎖，逐漸進步到指紋解鎖，甚至利用虹膜、人臉進行辨識。相比於其

他的生物辨識，人臉會受到表情、光線、帽子、眼鏡、妝容等不同因素影響 129，

雖然最為直接且便利，卻也因此需要更深度且繁複的學習過程，始能達到足夠的

準確性。即便面臨眾多安全性的質疑 130，目前為止，蘋果（Apple）、三星（Samsung）

等多家國際手機大廠皆已陸續將相關技術導入其出產的手機當中，並有專家預估

2020 年將有超過 10 億支智慧型手機配有臉部解鎖功能 131。 

有別於手機解鎖等牽涉較小規模的資訊安全，當涉及財產甚至於國家之大規

模安全考量時，應設立更高程度安全性之屏障。目前於手機解鎖上臉部辨識，除

了因上述提到的環境因素影響其準確度外，對於分辨是否為「真人」亦存在相當

誤差，經測試其多數無法區辨真人與 3D 列印面具甚至是平面照片的差異 132，此

缺陷若遭有心人士利用將可能造成極大的安全疑慮。為因應更高準確率的需求，

目前學術界在臉部辨識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發活體偵測技術 133，透過點頭、搖

頭、微笑、張嘴、眨眼等動作，協助臉部辨識並進行真人身分比對，該技術雖尚

                                                      
129 「靠臉走遍天下」的時代到了？，雷鋒網，2019 年 1 月 16 日，available at https://ww

w.leiphone.com/news/201901/YnfJas5bLXPdiHUS.html506/ （最後造訪日：2019/05/20）。 

130 「臉部解鎖」誰最安全？《富比士》公佈 5 款旗艦手機測試結果，自由時報，availabl
e at https://3c.ltn.com.tw/news/35369 （最後造訪日：2019/05/20）。 

131 臉部辨識將成智慧手機標配？2020 年估達 10 億支導入，科技新報，available at http
s://technews.tw/2018/02/09/more-than-one-billion-smartphones-to-feature-facial-recognition-in-2020/ 
(最後造訪日：2019/05/20）。 

132 華為／三星／小米手機都中箭 一張照片就攻破臉部解鎖，中時電子報，2019 年 1 月 7
日，available at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107003216-260412?chdtv（最後

造訪日：2019/05/20）。 

133 活體偵測技術介紹，available at https://tw.nec.com/zh_TW/solutions/security/liveness_det
ection.html （最後造訪日：2019/05/20）。 

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901/YnfJas5bLXPdiHUS.html506/
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901/YnfJas5bLXPdiHUS.html506/
https://3c.ltn.com.tw/news/35369
https://3c.ltn.com.tw/news/35369
https://technews.tw/2018/02/09/more-than-one-billion-smartphones-to-feature-facial-recognition-in-2020/
https://technews.tw/2018/02/09/more-than-one-billion-smartphones-to-feature-facial-recognition-in-2020/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107003216-260412?chdtv
https://tw.nec.com/zh_TW/solutions/security/liveness_detection.html
https://tw.nec.com/zh_TW/solutions/security/liveness_dete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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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全成熟，仍處持續開發之狀態，但我國台新、玉山銀行已率先將其導入於

ATM 自動提款機中使用 134，全球最盛行行動支付的中國，亦已將「刷臉」技術

逐漸普及於各項支付工具當中 135。在國家層面上，目前出入境自動通關系統的

臉部辨識功能，仍需配合護照進行雙重檢驗，然美國已經預告，在人臉辨識已趨

成熟之不久的將來，人們將不再需要出示護照，僅靠鏡頭前的人臉就能完成通關

與登機手續 136。 

值得注意的是，當科技進步的同時，隱私與平權問題亦相應而生。舉例而言，

目前的人臉辨識系統仍仰賴人類輸入的訓練資料，當訓練集來源多為白人男性時，

系統對於黑人、女性的辨識準確率將會較低，造成該族群在出入境時因辨識錯誤

而需要被「特別照顧」，進而造成不平等之情形 137。此外，目前中國利用臉部辨

識技術建立「天網」系統，聲稱用來搜捕通緝犯，然當大街小巷遍佈監控系統時，

百姓的日常隱私已蕩然無存，而當大量的監控資料外洩時，其造成的影響更是不

容小覷 138。綜合上述可知，人工智慧在資訊安全方面的應用可以說是一把雙面

刃，如何在技術提升的同時，對其進行有限度又有效的利用，目前仍為一大爭議

難題。 

 

第二項 醫療與照護 

除了資訊安全之外，日常所需之醫療與照護亦為人工智慧率先廣泛應用之領

                                                      
134 NEC 為玉山銀行提供 ATM 人臉辨識系統，iThome，2019 年 2 月 26 日，available at ht

tps://ithome.com.tw/pr/128943（最後造訪日：2019/05/20）。 

135 同註 132。 

136 臉部辨識技術快速過安檢的背後，你付出了什麼代價？，科技新報，2019 年 3 月 26
日，available at https://technews.tw/2019/03/26/cost-of-face-recognition-fast-security-check/（最後

造訪日：2019/05/20）。 

137 同前註。 

138 新疆「天網」資料庫有漏洞，超過 250 萬人資料及詳細路徑、座標可能外洩，科技新

報，2019 年 2 月 22 日， https://technews.tw/2019/02/22/chinese-company-leaves-muslim-tracking-
facial-recognition-database-exposed-online/（最後造訪日：2019/05/20）。 

https://ithome.com.tw/pr/128943
https://ithome.com.tw/pr/128943
https://technews.tw/2019/03/26/cost-of-face-recognition-fast-security-check/
https://technews.tw/2019/02/22/chinese-company-leaves-muslim-tracking-facial-recognition-database-exposed-online/
https://technews.tw/2019/02/22/chinese-company-leaves-muslim-tracking-facial-recognition-database-exposed-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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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醫療方面，人工智慧近年來被成功地用於基因檢測與疾病診斷。IBM 公司研

發的 Watson 經過訓練後，已經由曾經的智力問答比賽選手晉升為專業「放射科

醫師」，其可以從 X 光放射影像中發現腫瘤及皮膚病變 139；紐約大學研發之人工

智慧能透過組織切片診斷出乳腺癌之淋巴結轉移 140，甚至對基因突變進行預測

141；2018 年成為首款被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批准上市之人工智慧醫療診斷軟體 IDx-DR142，能協助醫師解讀影像，判別糖尿

病患者視網膜病變之情形；日本研發之人工智慧程式則能根據大腦影像預測六年

內罹患阿茲海默症之可能性 143。上述應用皆是透過電腦視覺技術，利用深度學

習演算法，套入巨量過去曾經的診斷資料，訓練出來用特定功能性之系統；此外

尚有提供認知行為療法之人工智慧的 Wysa 公司及負責臨床治療遠距指導的平臺

Phoenix 等 144。 

至於照護方面，則在電腦視覺技術以外，更結合了機器人領域技術，使人工

智慧得以與人類進行真實互動，主要提供看護支援、自立協助與陪伴三大功能。

日本的療癒型機器人 Paro 即專門以銀髮族為對象，提供聊天、帶動跳等照護輔

助 145；台灣的新創公司 Aeolus Robotics（睿智通機器人）開發出一套服務型機器

                                                      
139 Watson Health Imaging, available at https://www.ibm.com/watson-health/imaging (Last v

isited: 2019/05/20). 

140 未來疾病檢測，AI 技高一籌?，2018 年 1 月 15 日，available at https://geneonline.news/
index.php/2018/01/15/ai-is-better/（最後造訪日：2019/05/20）。 

141 人工智慧的病理切片系統，台灣癌症防治網，http://web.tccf.org.tw/lib/addon.php?act=pos
t&id=4363 （最後造訪日：2019/05/20）。 

142 FDA permits market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ased device to detect certain diabetes-r
elated eye problems, available at https://www.fda.gov/news-events/press-announcements/fda-permit
s-market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based-device-detect-certain-diabetes-related-eye (Last visited: 201
9/05/20); DSW Ting 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Deep Learning System for Diabet
ic Retinopathy and Related Eye Diseases Using Retinal Images From Multiethnic Populations 
With Diabetes, JAMA (2017). 

143 Yiming Ding, et al., A Deep Learning Model to Predict a Diagnosis of Alzheimer Dise
ase by Using 18F-FDG PET of the Brain, 290 Radiology (2018). 

144 AI 應用導入 5 大醫療專業領域，智慧應用，2018 年 11 月 27 日，https://www.digitimes.
com.tw/iot/article.asp?cat=158&id=0000547354_eyd4xz0344hkdt518tgh3（最後造訪日：2019/05/2
0）。 

145 機器人是台灣長照的解藥嗎？，2019 年 2 月 11 日，available at https://www.bnext.com.
tw/article/52017/robot-ai-long-term-care（最後造訪日：2019/05/20）。 

https://www.ibm.com/watson-health/imaging
https://geneonline.news/index.php/2018/01/15/ai-is-better/
https://geneonline.news/index.php/2018/01/15/ai-is-better/
http://web.tccf.org.tw/lib/addon.php?act=post&id=4363
http://web.tccf.org.tw/lib/addon.php?act=post&id=4363
https://www.fda.gov/news-events/press-announcements/fda-permits-market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based-device-detect-certain-diabetes-related-eye
https://www.fda.gov/news-events/press-announcements/fda-permits-market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based-device-detect-certain-diabetes-related-eye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id=0000547354_eyd4xz0344hkdt518tgh3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id=0000547354_eyd4xz0344hkdt518tgh3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2017/robot-ai-long-term-care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2017/robot-ai-long-term-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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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協助拿取物品、掃地以及監測老人狀況並即時發出提醒。 

事實上，為了因應高齡化時代來臨，各企業皆緊鑼密鼓地將人工智慧著重發

展於銀髮族市場，從日常定時的陪伴、監測，到疾病或意外發生時的應變處理甚

至是診斷，人工智慧於各階段中皆將逐漸成為不可或缺的角色（見圖一）。  

 

圖一 醫療 AI 和我有什麼關係？ 

（來源：AI 醫療大未來：台灣第一本智慧醫療關鍵報告 146） 

 

第三項 資料分析與決策 

本項之資料分析與決策於現今應用中最為人所知的當屬「自動駕駛」莫屬。

自動駕駛系統主要係利用了圖像辨識，對於路況進行分析並做出決策的技術。具

體而言，該系統需要適應豔陽、暴雨等不同天氣所帶來的環境變化，並對於行人、

車輛、道路、指示燈、指示牌等物件進行辨認，進而根據所有不同情況產生應變；

隸屬於谷歌並致力於自駕車研發的公司 Waymo，近日宣佈其透過演算法訓練甚

                                                      
146 圖片來源：同註 26，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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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能夠辨識交通警察的指揮手勢以及腳踏車騎士準備轉向的動作 147。與前述臉

部辨識系統相似，因自動駕駛系統對於影像的分析與決策係基於先前訓練而來，

故訓練資料的來源與分佈皆會對於判斷結果有所影響，舉例而言，當自動駕駛系

統在訓練過程中從未經歷在光線刺眼的環境下遇上白色車輛時，該系統就很可能

無法順利辨認出前方白色車輛，將其與白色天空背景融合，進而未減速並導致事

故發生 148；此外，現已有研究指出，自動駕駛較容易撞上黑人 149，其亦可能因

原始訓練資料中多為白人，始導致系統面對黑人時無法順利判定其為需要避開之

路人。 

除了自動駕駛之外，能夠與人類互動的機器人亦為近年來火紅的產品。其中，

由蘋果公司各項產品所搭載的語音助理 Siri，即是結合了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與其

本身的資料庫，能夠回答使用者各式各樣的問題。此外，曾經轟動一時，自稱終

將毀滅人類的機器人索菲亞（Sophia），除了能夠與人談笑風生，還能夠借助電腦

視覺技術，對周遭人的表情、動作做出回應，且其可隨談話對象與內容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反應，故上述行為曾被誤認為機器人已經達到「自主思考」的程度。

然而人工智慧領域權威人物 YannLeCun 卻對媒體踢爆，索菲亞機器人的回應內

容皆為由研發團隊所事先設計，並非真正由其機器人本身「思考」而來 150。此

外，由微軟所研發之與索菲亞相似的聊天機器人 Tay，也曾因為在推特（Twitter）

上與網友互動的過程中，「學習」到納粹主義與性別、種族等歧視言論，成為「思

想」偏激者，而被認為其已具備「學習」能力。然而事實上，機器人本身對於自

                                                      
147 Waymo’s self-driving prototype obeys a traffic cop’s hand signals, available at https://

www.digitaltrends.com/cars/waymos-self-driving-prototypes-recognize-hand-signals/ (Last visited: 2
019/05/20). 

148 Tesla driver killed in crash with Autopilot active, NHTSA investigating, available at ht
tps://www.theverge.com/2016/6/30/12072408/tesla-autopilot-car-crash-death-autonomous-model-s (La
st visited: 2019/05/20). 

149 A new study finds a potential risk with self-driving cars: failure to detect dark-skinned 
pedestrians, available at https://www.vox.com/future-perfect/2019/3/5/18251924/self-driving-car-rac
ial-bias-study-autonomous-vehicle-dark-skin (Last visited: 2019/05/20). 

150 AI 權威 Yann LeCun：機器人 Sophia 不過就是場騙局！，INSIDE，2018 年 1 月 6
日，available at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1618-facebook-ai-yann-lecun-sophia-robot-bulls
hit（最後造訪日：2019/05/20）。 

https://www.digitaltrends.com/cars/waymos-self-driving-prototypes-recognize-hand-signals/
https://www.digitaltrends.com/cars/waymos-self-driving-prototypes-recognize-hand-signals/
https://www.theverge.com/2016/6/30/12072408/tesla-autopilot-car-crash-death-autonomous-model-s
https://www.theverge.com/2016/6/30/12072408/tesla-autopilot-car-crash-death-autonomous-model-s
https://www.vox.com/future-perfect/2019/3/5/18251924/self-driving-car-racial-bias-study-autonomous-vehicle-dark-skin
https://www.vox.com/future-perfect/2019/3/5/18251924/self-driving-car-racial-bias-study-autonomous-vehicle-dark-skin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1618-facebook-ai-yann-lecun-sophia-robot-bullshit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1618-facebook-ai-yann-lecun-sophia-robot-bull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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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發表言論之意義並無所知 151，它所呈現出來的「智慧」只不過是單純擴大

資料庫的行為，並未經過「思考」過程。因此，由上述可知，目前的人工智慧仍

尚未具備真正意義上的「智慧」，與「毀滅人類」及「自主發明」仍有一定距離

需要學術界持續努力。 

 

第四項 小結 

綜合上述，人工智慧技術於現階段中，絕大多數之能力皆來自於人類的設計，

透過預先給予之大量訓練資料以及設定之參數，人工智慧能夠從中提取特徵並總

結出某種抽象的的規律，進而以該演算法對特定種類的目標進行判斷，或是做出

相對應的行為反應。然而，因其「智慧」仍受限於人類給予的資料範圍，實非真

正的「智慧」，除了應用領域特定外，也未具備「自主性」，更遑論本文欲著重探

討之獨立研發情形。 

即便如此，學術界仍竭盡所能地推動人工智慧技術發展，目前與「發明行為」

最為相關之應用，乃協助加速新藥開發，扮演研發過程中及為重要的的工具性角

色，詳細將於本文第四章中討論之。 

 

第四節 人工智慧專利申請現況分析 

第一項 檢索方式與對象 

在進行人工智慧統計分析之前，需要先確立統計對象及資料來源。本文在資

料庫之選定方面，為避免各國系統之關鍵字篩選機制不同，選擇統一利用我國於

2018 年初上線的「全球專利檢索系統」作為工具 152，並參考我國智慧財產局過

                                                      
151 人工智慧「學」不會的東西，以及「人」無法被取代的理由，數位時代，2016 年 4 月 1

日，available at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39094/BN-2016-04-01-135646-178（最後造訪

日：2019/04/21）。 

15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全球專利檢索系統， https://gpss.tipo.gov.tw/gpsskmc/gpssbkm （最後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39094/BN-2016-04-01-135646-178
https://gpss.tipo.gov.tw/gpsskmc/gpssb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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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統計資料 153，以國際專利分類號（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為

依據，選定了五個分類號，分別為「G06N3 基於生物模式之計算機系統」、「G06N 

5 利用基於知識模式之計算機系統」、「G06N 7 基於特定數學模式之計算機系統」、

「G06N 99 本次類其他各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題」以及「G06F 17 專門適用於特

定功能的數位計算設備或數據加工設備或數據處理方法」，作為人工智慧專利之

代表分類 154，並以此進行相關專利檢索及分析。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國際專利

分類號共分為五個階層，本文僅選擇第四階層作為統計對象，而並未就最底層之

分類進行細分，舉例而言，G06N3 即含括了其分類底下的 G06N 3/00 至 G06N 

3/12 共九個子分類號。 

 

第二項 資料分析 

本項之資料分析，會以分類號、國家；關鍵字、申請人等作為不同的分類依

據，並依此進行分析探討。此外，人工智慧最早雖然可以追溯至更早之前，然其

遲至近十年來，才開始被重視且在學術上快速發展，甚至能夠應用在產業上，達

到有經濟價值可能並進而申請專利之水準。因此，本文在依年份進行趨勢分析時，

僅以 200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為「申請日」且「已經公告」之

資料，作為分析對象。 

一、所屬國分析 

首先，在國家的挑選上，除了我國之外，本文搜尋範圍涵蓋了美國、中國兩

大目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最為活躍的國家，以及在機器人產業領域技術領先全球的

日本及韓國，最後亦納入世界主要的專利申請國之一的歐洲。 

                                                      
造訪日：2019/04/21）。 

15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人工智慧技術專利分析報告，available at https://pcm.tipo.gov.tw/P
CM2010/PCM/commercial/03/AI.aspx?aType=3&Articletype=1&aSn=613 (最後造訪日：2019/04/2
6）。 

154 若一項專利屬於複數個分類，則會於各分類號中分別計算之，並有重複計算之情形。此

外，本文認為專利說明書中為了介紹先前技術及背景，經常會出現與該發明非直接相關之字

眼，因此相較於使用關鍵字作為人工智慧相關專利的篩選，本文選擇使用國際分類號作為篩選

方式，惟該分類號中仍可能出現非人工智慧相關發明，礙於資料眾多且繁雜，恕無精確進行一

一挑選，特此註明。 

https://pcm.tipo.gov.tw/PCM2010/PCM/commercial/03/AI.aspx?aType=3&Articletype=1&aSn=613
https://pcm.tipo.gov.tw/PCM2010/PCM/commercial/03/AI.aspx?aType=3&Articletype=1&aSn=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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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國歷年專利申請件數表（來源：自行繪製） 

 美國 中國 日本 韓國 歐洲 我國 總計 

2006 8398 2312 2043 1615 392 478 15238 

2007 9565 2671 2285 1368 411 483 16783 

2008 10254 2738 2563 1028 406 497 17486 

2009 8250 3414 2397 1140 358 472 16031 

2010 9378 3686 2385 1259 362 427 17497 

2011 10980 5237 2395 1217 395 495 20719 

2012 13520 6775 2335 1176 453 454 24713 

2013 14585 8051 2255 1058 420 484 26853 

2014 13404 8550 1933 1064 354 456 25761 

2015 11569 6773 1003 1322 187 428 21282 

2016 8001 3447 639 1805 91 421 14404 

2017 3265 1706 307 989 25 325 6617 

2018 488 329 43 244 0 110 1214 

 

上表（表一）為美、中、日、韓、歐及我國共六個國家，於 2006 年至 2018

年歷年，將 G06N3、G06N 5、G06N 7、G06N 99、G06F 17 五項分類號加總起來

的歷年專利申請數量表。由表一可以明顯看出來，美國在該五項分類的專利申請

數量一直遠大於其他國家，且除 2008 年外大致上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雖然表

中呈現的資料，從 2014 年至 2018 年有下降趨勢，然而參照美國專利商標局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公佈之 2018 年專利審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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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耗時為 23.8 個月可知 155，其下降原因很可能源自於尚未核准公告，此推測亦

可以在屬人工智慧領域之國際頂級學術會議—美國人工智慧年會（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AAI）投稿數量逐年上升之情形（圖二）

156，以及德國專利數據公司於 2019 年之最新統計資料中獲得印證（圖三）157。 

除了美國之外，中國為近年來專利申請的新起之秀，特別在人工智慧領域，

參考日本經濟新聞社的統計資料可以發現，在 2016 年至 2018 年間統計之人工智

慧專利申請量排行中，中國籍的專利申請人佔了前五十名中的 19 位，相較 2013

年至 2015 年的統計多了兩倍，且甚至超越了美國的 12 位 158。 

 

圖二 美國人工智慧年會歷年全文投稿件數圖（來源：自行繪製） 

                                                      
155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Re

port, 2, available at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USPTOFY18PAR.pdf  (La
st visited: 2019/04/22). 

156 國際頂級人工智慧協會 AAAI 2019 年度大會隆重開幕，2019 年 1 月 31 日，available a
t https://kknews.cc/tech/l3b6ne9.html （最後造訪日：2019/04/22）。 

157 IPlytics, Who is patenting AI technology? (Apr.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iplytic
s.com/wp-content/uploads/2019/03/IPlytics-AI-report.pdf (Last visited: 2019/06/28). 

158 China overtakes US in AI patent rankings (Mar. 10, 2019), available at https://asia.nikk
ei.com/Business/Business-trends/China-overtakes-US-in-AI-patent-rankings (Last visited: 2019/04/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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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knews.cc/tech/l3b6ne9.html
https://kknews.cc/tech/l3b6ne9.html
https://www.iplytics.com/wp-content/uploads/2019/03/IPlytics-AI-report.pdf
https://www.iplytics.com/wp-content/uploads/2019/03/IPlytics-AI-report.pdf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Business-trends/China-overtakes-US-in-AI-patent-rankings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Business-trends/China-overtakes-US-in-AI-patent-ran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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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人工智慧專利申請件數圖（來源：IPlytics159） 

如果用折線圖（圖四）觀察表一中各國之專利申請數量趨勢，則可以更清楚

的發現，即便在對數座標軸下，美國每年的專利申請數量仍大幅明顯高於其他國

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專利申請雖常為人詬病其品質參差不齊，然其於近年的

審查品質已逐漸改善，且在數量上逐年增加，與美國專利申請數量之差距，由

2006 年約僅有美國數量的四分之一，縮小至 2013 年略高於美國的二分之一數量。

日本與韓國部分則在 2015 年產生了黃金交叉，韓國的專利申請量由原本略為落

後轉為小幅度領先，然因 2015 年後之專利涉及可能尚未核准公告，故此部分需

於日後持續觀察。最後，歐洲與我國於此五類專利申請數量自 2006 年起大多平

穩維持在數百件的數量級，並無明顯進展，歐洲部分雖於 2014 年開始略為下降，

然因歐洲專利審查期間較我國為長，故其仍須等待數年始能有更加準確的數據。 

                                                      
159 IPlytics, supra note 157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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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各國歷年專利申請件數圖 160（來源：自行繪製） 

 

二、分類號分析 

接著，本文就前述所選定的五個分類號進行分析。由下表（表二）及折線圖

（圖五）中可以清楚發現，隸屬於「G06F 17 專門適用於特定功能的數位計算設

備或數據加工設備或數據處理方法」的專利申請量大幅領先其他類別，甚至較數

量次多的 G06N5 近二十倍。此外，在「G06N 基於特定計算模式之計算機系統」

分類底下而未能歸類於其他任何一類的 G06N 99 數量逐年上升，作者認為此情

況代表現有的技術發展愈趨多元，現有之分類以不敷使用所導致。 

表二 各分類號歷年專利申請件數量表（來源：自行繪製） 

 G06N 3 G06N5 G06N 7 G06F 17 G06N 99 

2006 82 271 53 8149 22 

2007 102 329 52 9305 22 

2008 113 390 58 9959 54 

                                                      
160 本圖因美國的專利申請數量遠大於其他國家，故作者於縱座標軸改以對數座標軸呈現，

以使其他國家資料能夠被很清楚地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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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95 296 89 7979 49 

2010 98 285 68 9114 65 

2011 133 393 93 10540 161 

2012 244 555 122 12864 248 

2013 242 651 166 13805 443 

2014 225 613 221 12654 552 

2015 245 527 281 10819 580 

2016 308 322 239 7308 509 

2017 226 154 67 2808 323 

2018 63 27 13 388 45 

  

 

圖五 各分類號歷年申請專利數量趨勢分析圖（來源：自行繪製） 

 

三、關鍵字分析 

本文自近年來人工智慧相關領域中，選擇七項最為熱門的關鍵字，分別為卷

積神經網路（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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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DL）、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 RL）、

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 CV）、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以及最籠統的名稱--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並自 2010 年至 2018 年

進行統計分析（表三）。不同於原預期之結果，認為以最上位之「Artificial 

intelligence」作為關鍵字搜尋，其數量應較其餘六項隸屬於人工智慧的技術方法

或分支功能之關鍵字為多，以實際結果而言，專利說明書中包含「Computer Vision」

之數量自始至終為最大宗。就此，如果從產業面的角度觀察可以發現，現今影像

辨識於實際應用上最為廣泛，我國桃園機場甚至早在 2012 年就開始啟用利用生

物特徵辨識之入出國自動查驗通關系統 161，故本文認為可能係因其發展較早且

成熟，而造成其專利申請數量遠大於其他關鍵字搜索之結果。 

 

表三 各關鍵字歷年專利申請件數表（來源：自行繪製） 

 CNN ML DL RL CV NLP AI 

2010 4 646 3 41 1325 180 811 

2011 3 820 7 70 1532 225 851 

2012 3 859 13 98 1749 289 1036 

2013 14 982 24 67 1795 378 1044 

2014 45 1057 64 80 1967 389 1033 

2015 102 1031 94 48 1715 378 869 

2016 146 840 154 45 1402 259 781 

2017 110 462 112 302 612 121 32 

2018 17 97 24 45 98 21 10 

此外，若改以折線圖觀察（圖六）可以發現，以「功能應用」作為分類的電

腦視覺、自然語言處理二者趨勢非常相近，以「技術方法」作為分類的深度學習

                                                      
161 入出國自動查驗通關系統績效評估之研究－以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為例，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自行研究報告，201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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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卷積神經網路則是一路竄起，機器學習之數量則有略減的趨勢。 

 

圖六 各關鍵字歷年專利申請件數圖（來源：自行繪製） 

若參考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下稱

WIPO）於 2019 年 1 月所發布的統計報告，其將「技術方法（techniques）」與「功

能應用（functional applications）」分開觀察。在技術方法中（圖七），有別於本文

僅列出早期的機器學習、後期進階版的深度學習以及目前最廣泛使用的卷積神經

網路分別列出，WIPO 將所有以機器學習方式進行的技術方法統一以機器學習計

算，發現其涵蓋了人工智慧技術的百分之八十九 162，除了統稱的機器學習外，

並額外列出了與機器學習使用率相差甚遠的邏輯程式設計（Logic programming）

與模糊邏輯（Fuzzy logic）進行比較。在功能應用中（見圖八），WIPO 除了作者

原有的電腦視覺及自然語言處理外，另外納入了占較少數的語音處理（Speech 

processing）及規劃排程（Planning and scheduling），其中屬功能應用最大宗的電

腦視覺，佔所有功能的百分之四十九，且在 2011 至 2016 年成長的百分之二十三

163。 

                                                      
162 同前註。 

16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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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人工智慧技術方法之專利家族趨勢圖（來源：WIPO164）

 

圖八 人工智慧功能應用之專利家族趨勢圖（來源：WIPO165） 

 

四、專利權人分析 

在專利權人分析中，本文係以前述五項分類號於美國專利申請且經公告之合

計數量，作為專利權人於人工智慧專利申請數量之代表。在專利權人的選擇上，

作者以美國（國際商業機器 IBM、穀歌 Google、微軟 Microsoft、亞馬遜 Amazon、

臉書 Facebook、高通 Qualcomm）、日本（富士通 Fujitsu、日本電氣 NEC）、韓國

（三星 Samsung）及中國（騰訊 Tencent、阿裡巴巴 Alibaba）之較可能涉及人工

                                                      
164 World Internation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Technology Trends 2019: Artificial Int

elligence, 42, available at 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1055.pdf (Last visite
d: 2019/04/26). 

165 Id. at 46. 

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105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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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技術的知名企業為分析對象，並未將所有人工智慧相關企業及學校、政府機

關等申請人列入，在此合先敘明。 

下圖（圖九）為根據上述條件所得到的申請人分佈結果，由圖中可知，美國

企業於人工智慧專利之申請數量上仍遠高於其他國家企業。然於前段專利所屬國

分析中，申請數量僅次於美國之目前第二大的人工智慧專利申請國—中國，其龍

頭企業於專利申請上的表現未如預期，僅為被列入分析之所有企業之末。 

 

圖九 美國人工智慧相關專利申請人分佈圖（來源：自行繪製） 

再者，本文將上述使用分類號為代表進行搜尋之結果，與 WIPO 雜誌所發布

之前十大人工智慧專利申請企業進行對照（表四），發現二者重疊之部分有國際

商業機器、微軟、三星、富士通及日本電氣，此外，由於穀歌於 2015 年 10 月起

成為 Alphabet 的子公司 166，若將二者視為同一企業，則與作者以該五項分類號

之搜尋結果相比，於前十大申請企業中有六家企業重疊，即表示以該五項分類號

與人工智慧相關專利確實高度相關，以此方式進行分析存在相當程度之可信度。 

 

 

 

                                                      
166 David Goldman, Google will become Alphabet today (Oct. 2015), available at https://

money.cnn.com/2015/10/02/technology/google-alphabet/ (Last visited: 2019/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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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WIPO 所列之前十大人工智慧專利申請企業（來源：WIPO167） 

 

  

 

 

 

 

 

若參照國際智慧財產管理雜誌（Intellectual Asset Management, IAM）（圖

十）或日本經濟新聞社（Nikkei）所發表之統計結果（表五），因各家認定為人

工智慧專利之標準不盡然相同，故有不同之結果，然其二者於榜上出現的企業

與 WIPO 皆仍有極高重疊。 

 

圖十 IAM 所列之前二十大人工智慧專利申請企業（來源：IAM168） 

                                                      
167 James Nurton, The IP behind the AI boom, WIPO Magazine (Feb.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wipo.int/wipo_magazine/en/2019/01/article_0001.html (Last visited: 2019/04/25). 

168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Feb.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iam-media.com/litigation/intellectual-property-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wh
at-does-future-hold (Last visited: 2019/04/25). 

Rank Company Number 

1 IBM (U. S.) 8,290 

2 Microsoft (U. S.) 5,930 

3 Toshiba (Japan) 5,223 

4 Samsung (Republic of Korea) 5,102 

5 NEC (Japan) 4,406 

6 Fujitsu (Japan) 4,303 

7 Hitachi (Japan) 4,233 

8 Panasonic (Japan) 4,228 

9 Canon (Japan) 3,959 

10 Alphabet (U.S.) 3,814 

https://www.wipo.int/wipo_magazine/en/2019/01/article_0001.html
https://www.wipo.int/wipo_magazine/en/2019/01/article_0001.html
https://www.iam-media.com/litigation/intellectual-property-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what-does-future-hold
https://www.iam-media.com/litigation/intellectual-property-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what-does-future-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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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Nikkei 所列之前二十大人工智慧專利申請企業（來源：Nikkei169） 

 

 

 

 

 

 

 

 

 

 

除了企業申請人外，WIPO 亦針對大學機構作為申請人之情況進行分析（表

六）。在前十大人工智慧專利申請之學校方面，美國已不再坐擁龍頭寶座，甚至

榜上無名，而是由中國與韓國領先，其中中國霸佔了其中八名位置，此現象可以

與前段所屬國分析相呼應，位居全球第二大專利申請量之國家，其主要申請人係

大學而非企業。 

 

 

 

 

 

                                                      
169 AI 專利申請 50 強企業：中國反超美國，2019 年 3 月 13 日，available at https://zh.cn.ni

kkei.com/industry/scienceatechnology/34657-2019-03-13-05-00-30.html（最後造訪日：2019/04/2
7） 

排名 公司 申請專利數量 

1 (1) IBM (美) 3,000 

2 (2) 微軟 (美) 1,955 

3 (4) 谷歌 (美) 1,659 

4 (11) 百度 (中) 1,522 

5 (7) 三星電子 (韓) 1,200 

6 (3) 國家電網 (中) 1,173 

7 (18) 英特爾 (美) 903 

8(20) 騰訊 (中) 766 

9 (6) NEC (日) 735 

10 (30) 阿里巴巴集團 (中) 709 

11 (85) 小米 (中) 684 

12 (13) 華為技術 (中) 681 

13 (5) 高通 (美) 676 

14 (-) 發那科 (日) 605 

15(17) 富士通 (日) 577 



DOI:10.6814/NCCU20190081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0 

 

表六 前十大人工智慧專利申請大學（來源：WIPO Magazine 170） 

 

 

 

 

 

 

 

 

 

圖十一 前三十大人工智慧專利申請人（來源：WIPO 171） 

                                                      
170 Nurton, supra note 167. 

171 World Internation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supra note 164 at 60. 

Rank Organization Number 

1 CA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2,653 

2 ETRI (Republic of Korea) 1,936 

3 Xidian University (PRC) 1,423 

4 Zhejiang University (PRC) 1,394 

5 Industry Academic Cooperation 
Foundation Korea (Republic of Korea) 1,281 

6 Beijing University (PRC) 1,190 

7 Tsinghua University (PRC) 1,172 

8 Beihang University (PRC) 1,026 

9 Chongqing University (PRC) 996 

10 Tianjing University (PRC)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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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WIPO 以不分申請人類別之專利申請量進行綜合排名（圖十一），發現

全球前三十大人工智慧專利申請人中，企業申請人佔了其中二十六位，代表以企

業為申請人之情況仍為多數。 

 

第三項 小結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人工智慧技術在美國、中國、日本、韓國、歐洲及我國

的專利發展趨勢，主要仍以「美國」之專利產出為最大宗，中國有急起直追的趨

勢，我國則由於產業結構發展因素較處弱勢，但仍持續努力發展當中。 

另外，作者嘗試將本文之分析方法與 WIPO 及 IAM 及 IPlytics 之統計數據

進行比較，可惜的是，WIPO 與 IAM 的資料中皆未說明其係以何種方式將人工

智慧相關專利選定 172，亦無特別強調專利的申請國別等資訊，故未能直接地將

三者間進行細節性的對照。惟於WIPO資料中，多次提到專利家族（patent family），

作者推測其分析對象應涵蓋各國專利，並將於不同國家申請的同一專利整合計算

後，呈現最後的專利申請情形。如係如此，則其完整度較作者僅以美國專利申請

數量為代表進行分析為高，在結果上更具參考價值。 

最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本文在進行分析時，僅能於其技術層面的專利申

請情況進行分析，至於該些技術在終端之應用究竟分布在醫療、物流、金融、海

關等處，除非就大量專利說明書中之內容一一探究，否則無法以單純關鍵字方式

得出有效且具參考價值之統計結果，考量到此部分並非本文重點，並無於此進行

全面深入探討。然根據資料顯示，人工智慧相關所生之市場價值在 2016 年約為

80 億美金，預估在 2020 年將超過 470 億美金 173，美國專利商標局之申請案中涉

                                                      
172 IPlytics, supra note 157.（IPlytics 僅含糊表示其使用了「先進的詞幹和語義索引方法

（state-of-the-art stemming and semantic indexing methods）」，並未有具體描述）。 

173 Gil Press, Top 10 Ho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ies, FORBES (Jan. 23, 201
7), https://www.forbes.com/sites/gilpress/2017/01/23/top-10-hot-artificial-intelligence-ai-technologies/
#75f42ae91928 (Last visited: 2019/06/29); W. Keith Robinson & Joshua T. Smith, Emerging Te
chnologies Challenging Current Legal Paradigms, 19 Minn. J.L. Sci. & Tech. 355, 364 (2018). 

https://www.forbes.com/sites/gilpress/2017/01/23/top-10-hot-artificial-intelligence-ai-technologies/#75f42ae91928
https://www.forbes.com/sites/gilpress/2017/01/23/top-10-hot-artificial-intelligence-ai-technologies/#75f42ae9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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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工智慧資料處理系統類別之數量亦有百分之五百的成長率 174，由此可以印

證得知，人工智慧確實在各方面皆有爆破性的成長。 

此外，上述統計資料僅能就專利申請情形進行「量化分析」，然在人工智慧

於市場之實際應用時，除了數量外亦應考慮其品質，以歐盟為例，其專利申請量

雖為本文納入分析之六國之末，然依據 IAM 的資料顯示其專利品質居全球之冠

175；反之，中國的專利申請量近年來雖呈現爆炸性成長，然其是否能有效於產業

上利用，亦或僅為濫竽充數，於前述分析中無法得知，仍有待時間觀察。  

                                                      
174 Frank A. DeCosta III,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4 W

ESTLAW J. INTELL. PROP. 1 (2017). 

175 EPO ranked No. 1 for quality and service in largest-ever IAM Magazine survey (June 
2018), available at available at https://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8/20180604.html  (Last 
visited: 2019/04/27). 

https://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8/201806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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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工智慧相關發明之專利適格性判斷 

在討論人工智慧與專利有關之議題時，可以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由

人類創作出來的人工智慧發明本身，本文稱之為「人工智慧相關發明」，第二階

段則是有人工智慧參與創作或者獨立創作之發明，本文稱之為「人工智慧衍生發

明」。本章重點將聚焦於前者，以比較法角度討論美國、歐洲、我國及其他國家

對於人工智慧相關發明之專利適格性判斷。 

 

第一節 美國人工智慧發明專利適格性 

第一項 美國專利法與專利審查基準相關規範 

根據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及專利審查基準（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下稱 MPEP）2106 之規定 176，判斷發明專利之請求項標的是否適格

之標準有二，首先須先認定其可否歸類為方法（process）、機器（machine）、製品

（manufacture）及組合物（composition of matter）四種其中之一，再者，請求項

標的若是指向（direct to）了抽象概念（abstract ideas）、自然法則（laws of nature）

或自然現象（natural phenomena）之三項法定例外（judicial exceptions），除非整

體的請求項包含能夠實質超越（significantly more）該例外之額外限制（additional 

limitations），否則仍不得作為適格之專利標的 177。 

事實上，上述判斷標準即為最高法院 2014 年在 Alice v. CLS Bank（下稱 Alice

案 178）中引用自 Mayo. v. Prometheus （下稱 Mayo 案 179）的兩步驟測試法（下

                                                      
176 35 U.S.C. §101: Whoever invents or discovers any new and useful process, machine, 

manufacture, or composition of matter, or any new and useful improvement thereof, may obtai
n a patent therefor,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is title;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available at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index.html (Last v
isited: 2019/03/07). 

177 Id. 

178 Alice Corp. v. CLS Bank Int'l, 134 S. Ct. 2347 (2014). 

179 Mayo Collaborative v. Prometheus Labs., 132 S. Ct. 1289 (2012).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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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Alice/Mayo 測試法」）180，為目前判斷專利適格性的主要指標。在 Alice 案之

前的 2014 年版的專利審查基準 181，其第一步驟，同為先判斷請求項之範疇是否

為方法、機器、製品或組合物之一，第二步驟則僅判斷請求項是否屬自然法則、

自然現象或抽象概念三種法定例外（judicial exception），然其具體的判斷方式，

仍需以請求項標的區分：若標的為機器、製品或組合物，則以「實際應用法」，

判斷該法定例外是否有被實際應用於產品上；若標的為方法，則再進一步區分涉

及抽象概念的請求項使用「機器或轉換測試法（machine-or-transformation test）」

判斷是否附著於特定裝置、或將物質轉換為不同狀態或物品 182，涉及自然法則

或自然現象的使用「二步分析法」判斷請求項是否具備實質超越（significantly 

more）的額外元件以形成發明概念（inventive concept）183。由上述可知，在 Alice

案之前美國對於專利適格性之審查並未形成一套統一之標準 184，故得以 Alice 案

作為美國專利適格性判斷演進之重要分水嶺。  

 

第二項 美國專利適格性之相關判決介紹 

本項將針對美國在 2014 年 Alice 案判決確定之前的法院見解、Alice 案本身

以及 2014 年 Alice 案之後的發展，分別進行介紹。 

一、Alice 案以前之適格性重要判決介紹 

                                                      
180 Id.; supra note 178 at 2355. 

181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
PEP), 2106 Patent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old/e9r0/
mpep-2100.pdf  (Last visited: 2019/06/07). 

182 Bilski v. Kappos, 130 S. Ct. 3221 (2010) (“…a claimed process is patent eligible if: 
(1) it is tied to a particular machine or apparatus, or (2) it transforms a particular article into 
a different state or thing. Concluding that this "machine-or-transformation test" is the sole test 
for determining patent eligibility of a "process" under § 101…”). 

183 Mayo Collaborative v. Prometheus Labs., 132 S. Ct. 1289 (2012) (”…a process that fo
cuses upon the use of a natural law also contain other elements or a combination of element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an "inventive concept," sufficient to ensure that the patent in practic
e amounts to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a patent upon the natural law itself.”). 

184 洪振盛，Alice 案後美國電腦軟體專利適格性之發展，智慧財產權月刊，211 期，頁 68-
69，2016 年 7 月。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old/e9r0/mpep-2100.pdf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old/e9r0/mpep-2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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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Bilski v. Kappos 案 185 

1. 案件事實及爭點 

系爭美國 08/833,892 號專利申請案（下稱 Bilski 案）係有關

一種能源風險管理方法，其目的係為解決能源消費的成本波動風

險。該方法包含以下步驟 186：(1)在商品提供者與消費者間初始

化一系列的交易，其中消費者以根據其風險狀況之歷史平均所訂

之固定價格購買商品；(2)找出與該消費者有相反風險狀況之該

商品的市場參與者：(3)在該商品提供者與該市場參與者間初始

化一系列的交易，並制定另一固定價格使市場參與者交易與消費

者交易的風險狀況得以平衡。換句話說，該市場參與者扮演了交

易中間人的角色，以一固定價格出售商品給消費者，並以另一固

定價格向商品提供者購買商品，如此可同時避免價格上漲或下跌

之風險 187。 

該案於專利提出申請後，美國專利商標局認為系爭請求項

並未在任何特定的裝置實施，屬於抽象概念而不具專利適格，因

此駁回其申請 188。申請人不服，向專利上訴暨衝突委員會（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s, BPAI, 下稱委員會）上訴。針

                                                      
185 supra note 182 at 3218. 

186 Claim 1 of the invention reads: “A method for managing the consumption risk costs o
f a commodity sold by a commodity provider at a fixed price comprising the steps of: 
(a) initiating a series of transactions between said commodity provider and consumer of sa
id commodity wherein said consumers purchase said commodity at a fixed rate based upo
n historical averages, said fixed rate corresponding to a risk position of said consumer; 
(b) identifying market participants for said commodity having a counter-risk position to sai
d consumers; and (c) initiating a series of transactions between said commodity provider a
nd said market participants at a second fixed rate such that said series of market participa
nt transactions balances the risk position of said series of consumer transactions." 

187 陳龍昇，由美國 Bilski v. Kappos 案探討商業方法發明之專利適格，臺北大學法學論

叢，84 期，頁 252-253，2012 年。 

188 In re Bilski, 545 F.3d 943, 950 (2008) (”The examiner ultimately rejected claims 1-11 
under 35 U.S.C. § 101, stating: "[r]egarding... claims 1-11, the invention is not implemented o
n a specific apparatus and merely manipulates [an] abstract idea and solves a purely mathemati
cal problem without any limitation to a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refore, the invention is not dir
ected to the technologic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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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審查委員限定實施於特定裝置的要求，委員會認為只要有實體

標的狀態轉換，則仍得指向專利適格標的，因此審查委員的駁回

理由並不正確 189。然而本案之系爭請求項中，商品提供者、消費

者與市場參與者之間金融風險和法律責任轉換，僅為非實體的轉

換，並未包含任何適格標的 190，此外，申請人的請求項先佔了由

機器、人類實施的所有可能方式，因此該請求項屬於不具專利適

格的抽象概念 191。 

在進入最高法院之前，聯邦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認為，在審查方法

專利適格性時，需要先依「機器或轉換測試法」判斷請求項是否

附著於特定裝置或將物質轉換為另一種物品或狀態，確定其屬方

法專利，再進一步判斷請求項是否具實質意義 192，始能確認是

否具備專利適格。本案中，申請人已自認系爭發明並未附著或實

施於特定裝置上，又法院認為其未將特定物質轉換為實體之物，

因此不具備專利適格 193。 

2. 最高法院見解 

美國最高法院雖仍維持駁回專利申請之決定，然其理由與聯

邦巡迴上訴法院並不相同。有別於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以「機器或

轉換測試法」做為判斷專利適格之標準，最高法院認為專利適格

                                                      
189 Id. 

190 Id. (“the Board concluded that Applicants' claims do not involve any patent-eligible tra
nsformation, holding that transformation of ‘non-physical financial risks and legal liabilities of t
he commodity provider, the consumer, and the market participants’ is not patent-eligible subject
 matter.”) 

191 Id. (“The Board also held that Applicants' claims "preempt[]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
ay of performing the steps of the [claimed process], by human or by any kind of machine or 
by any combination thereof," and thus concluded that they only claim an abstract idea ineligibl
e for patent protection.”) 

192 Id. at 961. 

193 Id. at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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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判斷，不應以「機器或轉換測試法」作為唯一標準 194，而需

要回到該發明本質上是否屬於抽象概念來判斷。換句話說，即便

一發明確實包含限定實施於特定裝置而滿足「機器或轉換測試法」

之判斷，然其僅係增加了不具實質重要性的解決行為

( insignificant postsolution activity )，則其依舊屬於抽象概念而不

具專利適格 195；反之，即便未能通過該測試，只要就發明之整體

觀之，其能夠將抽象概念運用在既有的裝置或方法上，則仍有機

會被認定為適格之方法標的，且跳脫單純抽象概念而具備專利適

格 196。 

回歸本案當中，系爭請求項內容分別描述了分散風險的抽象

概念，以及實現該抽象概念之數學方法，且除了之外無其他具體

的應用或轉換，因此屬於抽象概念而不具專利適格 197。 

（二） Mayo. v. Prometheus 案 198 

1. 案件事實及爭點 

系爭美國第 6,355,623 號及第 6,680,302 號專利係有關一

種免疫疾病的診斷治療方法，兩項專利之請求項大致相同，包

含以下步驟： (1) 對患有該免疫疾病之目標個體投放

(administer)藥物使其產生 6-thioguanune 的代謝成分：(2) 確定

(determine) 在該患有免疫疾病之目標個體血液中的 6-

thioguanune 含量，若每單位低於 230pmol 即顯示需要增加投

                                                      
194 supra note 182 at 3227 (“The machine-or-transformation test is not the sole test for de

ciding whether an invention is a patent-eligible ‘process.’”)  

195 supra note 182 at 3230.  

196 supra note 182；同註 187，頁 256-257、260。 

197 supra note 182 at 3231. 

198 supra note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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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量，若每單位高於 400pmol 則減少投藥量 199。 

本案中，Prometheus 為兩項系爭專利的專屬被授權人，

Mayo 在向其取得專利授權使用一段時間後，開發出涵蓋到系

爭專利範圍的測試方法，因此主張系爭專利非屬專利適格標的，

並進而提起訴訟。 

在進入最高法院之前，本案歷經了一次地方法院及包含發

回更審之兩次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判決。其中地方法院認為系爭

請求項技術僅提出了代謝物濃度與治療效果之間的相關性，其

投放與測定步驟僅為蒐集資料，可以用於任何用途，至於最後

調整投藥量之「警示步驟」，亦僅為單純心智步驟，因此屬於

適格之專利保護標的 200。而在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中，兩次之

判決見解一致，皆推翻了地方法院見解 201。針對投放步驟，法

院認為藥物並非單純經過人體，反之，人體在藥物投放後會產

生代謝物而形成物質轉換 202；而在確定步驟中，代謝物濃度

需藉由特定儀器從血液或人體組織採樣中分離成分始能取得，

並非僅為單純觀察，且在測量確定後原有的血液或人體組織皆

已產生變化 203，因此應認為該二步驟皆形成轉換，滿足 Bilski

                                                      
199 supra note 183 at 1295 (“claim 1 of the 623 Patent describes ‘A method of optimizin

g therapeutic efficacy for treatment of an immune-mediated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comprising:
 (a) administering a drug providing 6-thioguanine to a subject having said immune-mediated ga
strointestinal disorder; and (b) determining the level of 6-thioguanine in said subject having sai
d immune-mediated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wherein the level of 6-thioguanine less than about 
230 pmol per 8×108 red blood cells indicates a need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said drug subs
equently administered to said subject and wherein the level of 6-thioguanine greater than about 
400 pmol per 8×108 red blood cells indicates a need to decrease the amount of said drug sub
sequently administered to said subject.’”). 

200 Prometheus Labs., Inc. v. Mayo Collaborative Serv. (Prometheus I), 581 F.3d 1341 (20
09). 

201 陳龍昇，「自然法則」運用與個人化醫療診斷方法專利適格性判斷—從美國 Mayo v, Pr
ometheus 案判決談起，高大法學論叢，11 卷 1 期，頁 194，2015 年 9 月。 

202 supra note 200 at 1346.  

203 supra note 200 at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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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機器或轉換測試法。此外，針對被告認為該步驟即便形成

轉換，但因僅為資料蒐集而仍應不具專利適格之抗辯，然法院

認為投放與確定步驟係治療方法之重要部分，因此不予採納

204。至於最後調整投藥量之步驟，雖其確實屬於心智步驟，然

而心智步驟的存在並不會影響發明整體之適格性，本案系爭請

求項並非僅包含心智步驟，因此仍具備專利適格 205。 

2. 最高法院見解 

最高法院認為，涉及自然法則、心智方法、抽象概念等技

術，為科學與科技產業的基本工具，為避免因賦予其專利使其

得以先佔或壟斷，進而對技術創新造成之阻礙，原則上認為該

技術不得申請專利 206。若要使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具備專利

適格，則需要將該自然法則應用在實用且新穎之用途 207，而

為利於判斷，得以是否具備額外步驟做為認定 208。 

在本案之「投放」步驟中，醫生對病患投藥進行治療為已

知做法；「決定」步驟僅教導醫師測量代謝物濃度，並未限制

其具體方法；最後依濃度不同調整投藥量之步驟，僅單純地提

供了屬於自然法則之相關治療建議 209。綜合上述，不論將三

個步驟分別或是整體合併觀察，皆未對已經存在之自然法則增

加額外的限制、步驟或要件 210。綜合上述，最高法院認為系爭

                                                      
204 supra note 200 at 1348. 

205 supra note 200 at 1348-49. 

206 supra note 183 at 1293. 

207 supra note 183 at 1294 (“to transform an unpatentable law of nature into a patent-eligi
ble application of such a law, one must do more than simply state the law of nature while ad
ding the words ‘apply it.’”). 

208 supra note 183 at 1297. 

209 supra note 183 at 1297-1298. 

210 supra note 183 at 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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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項並未對自然法則具體轉換為應用，因此不具備專利適格

211。 

 

二、Alice 案判決介紹 

（一） 判決 

1. 案件事實及爭點 

本案係關於一種風險管理系統與方法，由協力廠商仲介提

供交易平臺，使相互不認識或不同時區之雙方欲產生交易時，

得以減少其交易風險。其中涉及了四項分別以系統、方法以及

商品作為請求標的之美國專利 212，並以 US 5,970,497 之方法

專利最具代表性，以下將以該專利做為主要討論對象。 

在進入最高法院之前，本案歷經了一次地方法院、兩次聯

邦巡迴上訴法院判決，其中一次甚至為全院聯席判決（En Banc）
213。在地方法院判決中，法院以「機器或轉換測試法」判斷，

認為系爭請求項由電腦進行債務交換的過程，並未涉及任何實

體物件的轉換，仍屬抽象概念而無法通過上述之專利適格性測

試 214。 

在第一次聯邦巡迴上訴的判決中，法院提出了「明顯證據

（manifestly evident）」之判斷標準 215，認為除非請求項僅有基

本事實或沒有任何附著在特定應用上的抽象概念，否則專利適

                                                      
211 supra note 183 at 1298. 

212 系爭四項專利分別為：US 5,970,479、US 6,912,510、US 7,149,720、US 7,725,375。 

213 邱亮儒，由美國 Alice v. CLS Bank 案探討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之專利適格性，國立中興

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頁 65-66，2016 年 6 月。 

214 CLS Bank Int’l v. Alice Corp., 768 F. Supp.2d at 225 (2011). 

215 CLS Bank Int’l v. Alice Corp., 685 F. 3d at 1352 (Fed. Ci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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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性應屬一門檻性標準，不應輕易將專利請求項認定為指向抽

象概念並使其不具專利適格性 216。而本案系爭請求項將技術

限制於電腦實施，且其利用仲介協助交易之方法並未有過分之

先佔（preempt），因此具備專利適格性 217。 

到了第二次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全院聯席重審時，十位承

審法官之意見仍有分歧，最後多數法官認為系爭請求項之減少

交易風險之方法係屬履約保證（escrow）的一種形式，屬於抽

象概念，此外，電腦僅加速了心智步驟的運算速度，並非增加

任何實體物或額外限制，因此不具備發明概念（ inventive 

concept），而不具備專利適格 218。 

2. 最高法院見解 

本案最後進入最高法院，並做出了維持前審認定系爭專利

不具專利適格性之判決。最高法院援引了 Mayo 案提出的兩步

驟測試法，認為在步驟一中，系爭專利請求項描述之由協力廠

商擔任仲介協助交易以降低交易風險的商業方法，與 Bilski 案

中所述之避險方法（risk hedging）相似，皆為已經普遍存在之

概念，因此指向了抽象概念，需要進入步驟二進行進一步檢驗

219。在步驟二中，最高法院一一檢視了 Benson 案、Flook 案、

Mayo 案等判決之判斷標準 220，並重申若僅單純以電腦實施之

描述方式並不足以具備發明概念，而無法將涉及抽象概念之技

術轉換使其專利適格 221。就此，本案系爭請求項僅單純利用

                                                      
216 Id. 

217 Id. at 1356. 

218 CLS Bank Int’l v. Alice Corp., 717 F. 3d 1269, 1286-1287 ((Fed. Cir.2013). 

219 supra note 178 at 2355-57. 

220 Gottschalk v. Benson, 409 U.S. (1972); Parker v. Flook, 437 U.S. (1978); supra note 
183. 

221 supra note 178 at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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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特定且通用的電腦實施發明，其不具備足以將抽象概念轉換

為適格發明之發明概念，因此不具備專利適格性 222。 

（二） 影響 

在最高法院判決出爐後，美國專利商標局發佈了一份涉及抽象概念

審查之二步驟測試法的備忘錄 223，提供內部審查委員作為審查時之參

考，再結合同年度發佈之另一份涉及自然法則、自然現象或自然產物的

審查備忘錄 224，可以得知有別於以往在面對不同形式的法定例外需套

用不同審查標準，在 Alice 案後，美國專利商標局已經針對涉及指向所

有法定例外之請求項，確立了統一的判斷標準，即所謂「Alice/Mayo 測

試法」（圖十二）。 

「Alice/Mayo 測試法」又稱為兩步驟測試法，其中第二步驟又被拆

分為兩個子步驟 2A 及 2B。首先在步驟一中，先確定系爭請求項是否屬

於專利法明文列出的四種可專利標的種類：方法、機器、製品或組合物，

如果無法歸類為上述四種標的，則可以直接判斷非專利適格之標的，反

之若可以歸類為其中一種，則進入步驟二。步驟二可以區分為兩個部分，

首先步驟 2A 先確認系爭請求項是否指向自然法則、自然現象或抽象概

念三種法定例外，若否，則可以直接判斷為具備專利適格，若是，則須

再進入最後的步驟 2B 當中，找出是否存在得以「實質超越」法定例外

的額外要件，於此，法院亦經常以其是否具「發明概念」作為判斷，若

有，則該請求項仍有保護必要而應認其具備專利適格性，若否，則因該

請求項可能產生技術先佔，而不具備專利適格性 225。 

                                                      
222 supra note 178 at 2360. 

223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Instructions in view of the Supreme Court Decision in Alice 
Corporation Ply. Ltd. v. CLS Bank lnternational, et al. (June 25, 2014), http://www.uspto.gov/pa
tents/announce/alice_pec_25jun2014.pdf. (Last visited: 2019/03/07). 

224 2014 Procedure For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Analysis Of Claims Reciting Or Involvin
g Laws Of Nature, Natural Principles, Natural Phenomena, And/Or Natural Products. (March 4,
 2014), http://www.uspto.gov/patents/law/exam/myriad-mayo_guidance.pdf. (Last visited: 2019/03/
07). 

225 supra note 178.  

http://www.uspto.gov/patents/announce/alice_pec_25jun2014.pdf
http://www.uspto.gov/patents/announce/alice_pec_25jun2014.pdf
http://www.uspto.gov/patents/law/exam/myriad-mayo_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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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Alice/Mayo 測試法」的提出，有眾多學者認為上述步驟 2B

中所要求的「額外要件」，似乎與傳統判斷新穎性及進步性之要件雷同

226，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數名法官，亦於判決中多次分別提到

Alice/Mayo 測試法仍不夠具體明確，建議更高層級介入，建立更加客觀

統一的判斷標準 227。對此，美國專利商標於遲至 2019 年做出回應，提

出了更細緻的判斷標準，將於後續進行介紹。 

圖十二  Alice/Mayo Test （來源：USPTO228） 

                                                      
226 Rob Merges, Go ask Alice — what can you patent after Alice v. CLS Bank? (Jun. 2

0, 2014), http://www.scotusblog.com/2014/06/symposium-go-ask-alice-what-can-you-patent-after-alic
e-v-cls-bank/ (Last visited: 2019/03/07). 

227 Berkheimer v. HP, Fed. Cir. No. 2017-1437 (May 31, 2018); Interval Licensing LLC v.
 AOL, Inc., Fed. Cir. No. 2016-2502 (Jul. 20, 2018); Smart Systems Innovations, LLC v. Chic
ago Transit Authority, Fed. Cir. No. 2016-1233 (Oct. 18, 2017). 

228 圖片來源：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06.html（最後訪問日：2019/0

http://www.scotusblog.com/2014/06/symposium-go-ask-alice-what-can-you-patent-after-alice-v-cls-bank/
http://www.scotusblog.com/2014/06/symposium-go-ask-alice-what-can-you-patent-after-alice-v-cls-bank/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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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lice 案以後之適格性重要判決介紹 

（一） Enfish v. Microsoft 案 229 

1. 案件事實及爭點 

系爭美國第 6,151,604 號及第 6,163,775 號專利係有關一

種用於電腦記憶體的資料存儲及取得系統。其中最為爭議

之’604 號專利中請求項 17 係描述得以索引儲存在邏輯表中資

料的方法，該邏輯表包含了複數個分別包含了物件辨識編號並

對應至資料紀錄的邏輯列，以及複數個分別包含了物件辨識編

號且與該邏輯列相交以定義複數個邏輯單元的邏輯欄。原告

Enfish 認為被告 Microsoft 侵害到上述請求項之技術，Microsoft

則主張系爭專利不具專利適格。 

地方法院以簡易判決認定系爭專利不具專利專利適格，其

認為根據 Alice/Mayo 測試法，系爭專利請求項有關儲存、組

織、取得邏輯表中的資料的技術，在步驟一中指向了抽象概念；

而在步驟二中，系爭請求項僅描述了由電腦運行的習知方法，

並未將抽象概念轉換並具有足夠發明概念，因此未能通過步驟

二測試，而不具備專利適格 230。 

2. 法院見解 

本案雖然最後被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認定被告並未構成侵

權，然在專利適格性仍給予肯定，且其係於 Alice 案後第二件

被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判定為具備專利適格的軟體專利 231。對

此，法院針對步驟一之判斷特別指出，既然是在實體的世界中，

                                                      
3/25）。 

229 Enfish, LLC v. Microsoft Corp., 822 F. 3d 1327 (Fed. Cir. 2016). 

230 Enfish, LLC v. Microsoft Corp., 56 F.Supp.3d 1167 (C.D. Cal. 2014). 

231 第一件為 DDR Holdings, LLC v. Hotels.com, L.P., 773 F.3d 1245 (Fed. Cir. 2014). 



DOI:10.6814/NCCU20190081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5 

 

則基本上每個專利都會包含涉及自然法則或自然現象之實體

物品或行為，然而這不影響其作為專利之適格性 232。換句話

說，在步驟一之判斷中，並非單看請求項是否涉及（involve）

不具專利適格的概念 233，而需從專利說明書及請求項之整體

特徵（character as a whole）進行觀察。舉例而言，若是對電腦

本身功能進行改良，或是改良一個既存的技術方法，即很有可

能不屬於抽象概念，而不需進入步驟二之判斷 234。 

回到本案當中，系爭請求項並非單純指向任何形式的資料，

而係指向了用於電腦資料庫之特定自我參考表，有別於習知的

先前技術，系爭專利提供了更彈性、快速且需要更小記憶體之

搜索及取得資訊系統 235。換句話說，系爭專利係屬解決軟體

問題的特定實施方式，改善了資料庫的電腦技術，而非僅是在

一般通用電腦上之基本經濟與商業行為 236，因此不會指向抽

象概念，更不需進入 Alice/Mayo 測試法的第二階段步驟，可

以直接認定其具備專利適格 237。 

（二） Bascom v. AT&T 案 238 

1. 案件事實及爭點 

系爭美國第 5,987,606 號專利係有關一種網路內容過濾系

                                                      
232 supra note 229 at 1335. 

233 supra note 229 at 1335. 

234 supra note 229 at 1335.；葉雲卿，《Enfish, LLC v. Microsoft Corp》案對於美國軟體

專利適格性判斷之影響 ─ 抽象概念之判斷，北美智權報，175 期，http://www.naipo.com/Portals
/1/web_tw/Knowledge_Center/Infringement_Case/IPNC_161228_0502.htm （最後造訪日：2019/06
/11）。 

235 supra note 229 at 1337. 

236 supra note 229 at 1336. 

237 supra note 229 at 1339. 

238 BASCOM Global Internet Services v. AT&T MOBILITY, 827 F. 3d 1341 (Fed. Cir. 20
16).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Infringement_Case/IPNC_161228_0502.htm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Infringement_Case/IPNC_161228_05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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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該系統包含產生網路存取請求的客戶端電腦，至少一個過

濾方案，數組邏輯過濾元件，以及一個與客戶端及電腦網路藕

接的遠端伺服器 239。對此，地方法院認為，網路上提供的內容

與書籍、雜誌、電視上的並無本質上的不同，且上述這些管道

都有類似於系爭專利請求項之過濾行為，可知根據 Alice/Mayo

測試法，系爭專利請求項之「過濾網路內容行為」，在步驟一

中指向了抽象概念 240；而在步驟二中，不論將系爭專利請求

項獨立或整體觀察，皆僅是通用電腦元件與網路之間的常見附

加步驟，並不包含足以將過濾網路內容之抽象概念轉換為專利

適格之發明概念要素，因此認定系爭專利不具專利適格性 241。 

2. 法院見解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見解與地方法院不同，其認為根據

Alice/Mayo 測試法，雖在步驟一中，系爭請求項確實指向了抽

象概念，而在步驟二中，雖然系爭請求項之客戶端電腦、遠端

伺服器等要件皆為通用（generic）的電腦元件，若分別單純來

看確實不存在發明概念，然而因該些通用元件的「安排

（arrangement）」並非習知且通用，仍存在發明概念（inventive 

concept），使系爭專利並非僅是單純抽象概念，因此通過步驟

二測試 242。換句話說，系爭專利使用了不同於一般通用電腦

過濾內容的機制，其提供了特定的實施方式，即於遠端 ISP 伺

服器之特定位置執行並提供使用者針對個別網路帳號之客製

化過濾系統 243，因此應認定其具備超出抽象概念的額外要件，

                                                      
239 Id. at 1345. 

240 BASCOM Global Internet Servs., Inc. v. AT&T Mobility LLC, 107 F.Supp.3d 650 (N.
D. Tex. 2015). 

241 Id. at 654-655. 

242 supra note 238 at 1350. 

243 supra note 238 at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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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因而通過 Alice/Mayo 測試法而具備專利適格性 244。 

本案為 Alice 案後第三個通過專利適格性審查的軟體專利

案件，然有別於前兩案皆係於步驟一中直接被認為不指向抽象

概念，而未進入步驟二之審查 245，本案係第一件於於步驟二

審查中通過之案例，值得作為參考。 

（三） Glasswall Solutions v. ClearSwift 案 246 

1. 案件事實及爭點 

系爭美國第 8,869,283 號及第 9,516,045 號專利係有關一

種電子檔案處理方法，其步驟主要包含了接收電子檔案，判斷

檔案格式，直接傳送已被預先允許的檔或在擷取允許的部分內

容後建立一個只包含結取出之內容的檔再傳送 247。地方法院

認為，本案系爭請求項之技術方法僅單純地描述了過濾電子檔

及資料之行為，並未增加特定應用或實施內容，即請求項未有

實質超越之技術以彌補不可專利的概念本身 248，因此，系爭

請求項未通過 Alice 案中的第二步驟測試，屬於抽象概念而不

具備專利適格 249。 

2. 法院見解 

本案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法院維持了前審見解，認

為系爭專利不具備專利適格。 

                                                      
244 supra note 238 at 1352. 

245 supra note 229; supra note 231. 

246 Glasswall Solutions Ltd. v. ClearSwift Ltd., 754 Fed. Appx. 996 (Fed. Cir. 2018).  

247 Glasswall Solutions Ltd. v. ClearSwift, NO. 2:16- cv- 01833, 2017 WL 5882415, at 4 
(W.D. Wash. Nov. 29, 2017). 

248 Id. 

249 supra note 247 at 5. 



DOI:10.6814/NCCU20190081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8 

 

法院利用 Alice 測試作為判斷本案是否具備專利適格的標

準。在適用 Alice 測試之步驟一時，法院認為請求項對於「如

何接收電子文件」、「如何判斷檔案格式」、「如何判斷允許之內

容」、「如何擷取允許之內容」、「如何建立取代的文件」、「如何

依據預定規則分析內容」、「如何判斷接收不符資料之授權」皆

未有說明，其僅框架式的提出整體功能描述，且並未將上述步

驟實施在任何非習知的應用當中，因此屬於抽象概念 250，而

須進入步驟二進行進一步判斷。然而在步驟二中，法院認為系

爭請求項的步驟中，過濾不合格的資料及重新建立文件皆為通

常之步驟，皆未有任何超越抽象概念之應用，因此無法通過步

驟二，並因此不具備專利適格。 

 

第三項 近期司法實務發展 

包含了機器學習方法、演算法等人工智慧相關發明，本質上與軟體發明非

常接近，因此本項中將先以美國專利商標局特別選入內部備忘錄中，與軟體專

利適格性有關的法院重要判例做為代表，再參考其餘兩則與人工智慧技術有直

接相關的判決，最後再介紹美國專利商標局於 2019 年發佈之最新適格性審查指

南，提供予人工智慧相關發明在判斷專利適格性時的審查參考。 

一、重要判例 

（一） Finjan v. Blue Coat 案（下稱「Finjan 案」）251 

1. 案件事實及爭點 

本案在地方法院中涉及四項專利，然因被告僅就美國第

6,154,844 號專利提起上訴，故本文僅就針對此案進行討論。上

述系爭專利係有關一種掃描應用程式中病毒的方法，該方法在

                                                      
250 supra note 246 at 997. 

251 Finjan, Inc. v. Blue Coat Systems, Inc., 879 F.3d 1299 (Fed. Ci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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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應用程式後會產生一組安全檔以辨識程式裡任何潛在可疑

的程式碼，並將安全檔連結到應用程式。 

2. 法院見解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引述了地方法院見解，認為「辨識可疑

程式」之限制只有在安全檔包含「所有可能被可下載程式嘗試

的潛在惡意或惡意程式碼運作」時才能被滿足，可以認為系爭

方法請求項描述了可以改進電腦功能的特定步驟，因有別於傳

統的以程式比對（code-matching）方式進行病毒掃描的方法只

限於辨識已知病毒，系爭請求項透過基於行為（behavior-based）

的病毒掃描，產生安全文件以辨識惡意或潛在惡意運作，提供

了客制化且更加彈性的病毒過濾方法，保護使用者免於受到以

前未知的病毒攻擊 。如同 Enfish 案的判決結果，法院重申，軟

體發明只要能夠證明其對於電腦產生特定效果改良，則不屬於

抽象概念 ，因此本案在 Alice/Mayo 測試法中通過步驟 2A 測

試，具備專利適格。 

（二） Core Wireless v. LG Electronics 案（下稱「Core 案」）252 

1. 案件事實及爭點 

系爭美國 8,434,020 號及 8,713,476 號專利係有關一種行動

裝置上的圖像化使用者介面，該介面上得在應用程式未啟動的

狀態下，顯示多個應用程式概要選單，讓使用者不必深入多層

及複雜的瀏覽，即可一目瞭然地在選單上選擇感興趣的應用程

式並直接進入。 

2. 法院見解 

針對本案系爭兩項專利的相關請求項，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252 Core Wireless Licensing S.A.R.L. v. LG Electronics, Inc., 880 F.3d 1356 (Fed. Cir. 2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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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雖然將資訊整合的概念當然早已存在，然該請求項不但

要求應用程式概要視窗中，僅顯示有限的資料，且限制該應用

程式處於非啟用的狀態，以達成提升使用電子裝置效率的方法，

故應認定其有別於傳統僅提供索引的使用者介面，並非單純屬

抽象概念的「索引」（index），而係指向「在電子裝置中總結及

呈現資訊的特定方式」253，而非指向不具專利適格的法定例外，

因此通過 Alice/Mayo 測試法的步驟 2A，因此具備專利適格。 

3. USPTO 備忘錄 254 

美國專利商標局在備忘錄中同時引述了 Finjan 案與 Core

案，雖然上述二案之法院見解與現行之專利適格審查指南一致，

但仍特別提出並藉此提醒內部審查委員，涉及電腦軟體之相關

發明，若其聚焦在「改進電腦科技」，則很有機會被認定為未指

向抽象概念。 

（三） Berkheimer v. HP Inc.案 255 

1. 案件事實及爭點 

系爭美國 7,447,713 號專利係關於一種歸檔方法，該方法

將儲存在管理系統中的數位文件，由系統自動進行標籤，並在

評估文件結構之間的關聯性後，消除多餘空間及進行歸檔，該

方法可以避免檔佔用空間，進而改善系統運作效率。 

2. 法院見解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本案涉及專利適格性問題，因此

需使用 Alice/Mayo 測試法對進行判斷。首先，因系爭請求項

                                                      
253 Id. at 1362. 

254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EMORANDUM (Apr. 02, 2018), availabl
e at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memo-recent-sme-ctdec-20180402.PDF (La
st visited: 2019/06/17). 

255 Berkheimer v. HP Inc., 881 F.3d 1360 (Fed. Cir. 2018).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memo-recent-sme-ctdec-201804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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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為方法，通過步驟 1 之測試；其次，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

院同意地方法院見解，認為系爭數請求項皆屬收集、組織、比

較及提供數據使用之一般電腦技術，因此在步驟 2A 中，指向

了抽象概念之法定例外。再者，在步驟 2B 判斷是否有額外元

件實質超越法定例外時，需分為不同請求項進行分別討論：系

爭請求項 1 的部分，因未包含說明書中提到的消除多餘空間及

產生檔案間關聯之特徵，而未能符合將抽象概念產生特定應用

以滿足發明概念（inventive concept）之要求，無法通過步驟 2B

檢驗，故不具專利適格性；針對系爭請求項 4 及其附屬請求項

5 至 7，CAFC 則認為其確實包含說明書中描述的「改進系統

運作效率」及「減少佔用空間」的功能，然而其改善效果是否

為「熟知的（well-understood）、例行的（ routine）、傳統的

（conventional）」，則非屬法律問題，須由地方法院進行事實認

定，因此對該部分發回重審。 

3. USPTO 備忘錄 256 

針對此案，USPTO 於備忘錄中特別說明兩點。第一，對

於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之專利適格性問題，法院重申其屬法律

議題，因此不得使用簡易判決（summary judgment）、根據訴狀

所為判決（judgment on the pleadings）及事實清楚不須交付陪

審團的判決（judgment as a matter of law）257。第二，有關步驟

2B 中是否具發明概念，法院提供了「熟知、例行、傳統」的

判斷方法，而該方法與美國專利法第 112 條 a 項提到有關說明

書之習知技術標準實質上為相同之分析 258，但需要注意，其

                                                      
256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EMORANDUM (Apr. 19, 2018), availabl

e at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memo-berkheimer-20180419.PDF (Last visi
ted: 2019/06/17).  

257 Id. at 1-2; U.S. Rule 50. 

258 Id. at 3.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memo-berkheimer-201804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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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 102 條、103 條判斷先前技術之標準並不相同，因後者之

已經揭露的先前技術並不一定達到「熟知、例行、傳統」之程

度 259。 

此外，在步驟 2B 中判斷額外元件是否滿足「熟知、例行、

傳統」時，須由審查委員基於事實進行認定，對此，USPTO 進

一步參照原有專利審查基準中 2106.07（a）、（b），提供了四種

分析方法 260，包含參考申請人在專利說明書中的引用內容及

或申請程式中的陳述、專利審查基準 2106.05（d）（II）中法院

判決見解、出版物，以及當審查委員基於自身知識即可完全確

定且符合專利審查基準 2144.03 時的官方通知聲明。惟須特別

注意的是，在此之出版物並不包含所有專利法 102 條提到之印

刷刊物（printed publication），因如前所述，印刷刊物（printed 

publication） 並不一定達到「熟知、例行、傳統」之程度。此

外，在申請人對審查委員的通知有異議時，若僅以審查委員意

見作為判斷依據，該審查委員仍須提出上述其餘三種檔證明。 

（四） Vanda Pharmaceuticals v. West-Ward Pharmaceuticals 案 261 

1. 案件事實與爭點 

系爭美國第 8,586,610 號專利係關於一種治療精神分裂症

的方法，該方法依據自病患取得之生物檢體進行鑑定分析，判

斷該病患是否具有一 CYP2D6 貧乏代謝者之基因型後，以有無

CYP2D6 貧乏代謝者之基因型作為區分，分別使用低於 12 毫克

或介於 12 至 24 毫克間特定劑量範圍之 iloperidone，以降低引

起 QT 間隔延長進而導致嚴重心血管疾病之風險 262。 

                                                      
259 Id. 

260 Id. at 3-4. 

261 Vanda Pharmaceuticals Inc. v. West-Ward Pharmaceuticals, 887 F.3d 1117 (Fed. Cir. 20
18). 

262 Id. at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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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同時涉及侵權與專利適格問題，侵權部分並非本文討

論範圍，而針對適格性問題，地方法院認為，系爭請求項雖利

用到了自然法則，然其藉由基因鑑定決定使用劑量以降低疾病

風險之描述，在步驟 2A 中已能成功將請求項轉換為不指向法

定例外的適格專利。 

2.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見解 

本案涉及專利適格性問題，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同樣引用

Alive/Mayo 測試法作為判斷基礎，認為系爭請求項未指向任一

一種法定例外，因此通過步驟 2A 測試，直接認定其具專利適

格性。此外，法院在判決中，特別將上訴人提出作為本案應不

具專利適格之依據--Mayo 案及 Myriad 案，與本案進行了對比

263。 

首先，Mayo 案之系爭技術為一種量測患者血液中硫代嘌呤

（thiopurine）代謝物之濃度，以調整藥物劑量之方法，與本案

看似雷同，惟其限制了醫師的治療決定（tie up the doctor's 

subsequent treatment decision） ，且未說明依據代謝物濃度調整

施藥劑量可以達到的治療效果，而僅簡單描述了增加或減少劑

量，缺乏特定劑量範圍建議 264；相較於此，本案系爭請求項並

非僅描述 iloperidone、CYP2D6 及 QT 時間延長之間關係，其

更進一步地主張了其關係間的「應用」265，以及根據基因型分

析結果決定施藥劑量的步驟。換句話說，由於申請人在專利說

明書上強調了劑量與 QT 時間延長風險之間的關係，以及要求

醫師在請求項的劑量範圍內自行決定 iloperidone 劑量，法院認

為本案係屬一種使用已知藥物但可以達到減少 QT 時間延長風

險功效之新的治療方法。 

                                                      
263 Id. at 1134. 

264 Id. at 1135. 

26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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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Myriad 案之技術主要為一種將 DNA 取出並分離，

以檢測其基因序列是否突變，作為潛在乳癌風險評估的檢測方

法，其中系爭專利之所有請求項標的包含了方法、經分離的

DNA 及經分離的 cDNA 三種，然該案僅針對「經分離的 DNA」

部分，認定其為自然界已經存在的自然產物，故不具備專利適

格，而針對方法與非自然存在的 cDNA 二種標的，法院則特別

指明不在判決範圍。因此，本案系爭專利請求標的既然不是自

然存在之 DNA 片段，當然沒有如同上訴人所言之適用可能 266。 

綜合上述，本案系爭專利請求項，不僅描述了 CYP2D6 貧

乏代謝者之基因型與 QT 時間延長間的自然關係，更進一步描

述了基於調整 iloperidone 藥物劑量以達到降低 QT 時間延長風

險之治療病患方法，屬於指向使用特定成分的特定藥劑以治療

特定病患並達特定目的的特定治療方法 267，不需要進入步驟 2B，

直接認定其符合專利適格。 

3. USPTO 備忘錄 268 

針對此案，USPTO 於備忘錄中特別說明三點：第一，法院

在決定請求項未指向病患的基因型及 QT 延長風險間的自然關

係時，需要將請求項進行包含治療步驟等要素之「整體評估」

269。第二，法院指出治療方法請求項須屬「應用」天然關係，

而不得僅「指向」天然關係本身，因此 Mayo 案之專利請求項

不適格的原因，在於其係為收集自然關係的數據，而非屬具體

                                                      
266 Id. at 1136. 

267 Id. 

268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EMORANDUM (June. 07, 2018), availab
le at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memo-vanda-20180607.PDF. (Last visited:
 2019/06/17). 

269 Id. at 2.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memo-vanda-20180607.PDF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memo-vanda-20180607.PDF


DOI:10.6814/NCCU20190081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5 

 

地應用天然關係之治療方法 270。第三，法院強調當在步驟 2A

中已經確定請求項是否具專利適格性時，便不用再進入步驟 2B

中進行是否為例行或傳統之判斷 271。 

 

二、人工智慧相關判決 272 

（一） Blue Spike v. Google 案 273 

1. 案件事實與爭點 

本案涉及五項專利，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為美國第

7,346,472 號專利（下稱「’472 號專利」）中的請求項 1，該請

求項係關於一種監測與分析訊號的方法，步驟包含：接收至少

一欲監測之參考訊號並創造參考訊號的抽象特徵，接收至少一

欲分析的查詢訊號並創造該查詢訊號的抽象特徵，最後將兩者

之抽象特徵進行比較以確定其是否能夠匹配 274。 

本案原告即專利權人Blue Spike控告Google侵害其專利，

然而因系爭專利涉及抽象概念，故本案之主要爭點即為系爭專

利之專利適格性與否問題。 

2. 法院見解 

                                                      
270 Id. 

271 Id. 

272 本文僅節錄了兩則與目前人工智慧最熱門之「機器學習」相關判決，其餘亦有與「專家

系統」相關（Vehicle Intelligence & Safety LLC v. Mercedes-Benz USA, LLC, No. 13 C 441
7, 2014 WL 4652563 (N.D. III. Sep. 18, 2014)）、與「機器人」相關的 iROBOT、以及與「語

音辨識」相關之 Word to Info 控告 Siri 等訴訟正在進行。See also World Economic Forum, Art
ificial Intelligence Collides with Patent Law, 8 (Apr. 2018), available at http://www3.weforum.o
rg/docs/WEF_48540_WP_End_of_Innovation_Protecting_Patent_Law.pdf (Last visited: 2019/06/2
8). 

273 Blue Spike v. Google Inc., No. 2016-1054, 2016 U.S. App. LEXIS 20371 (Fed. Cir. 2
016). 

274 Id.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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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專利適格性爭議，法院利用了 Alice/Mayo 之兩

步驟測試法進行分析。首先，在步驟一中，系爭專利請求項係

在進行兩者差異之比較，試圖將「人類辨識訊號的高效能力」

於電腦上建立模型，然而此屬人類心智方法，指向了抽象概念

275；步驟二中，原告 Blue Spike 雖宣稱其訊號比較方法之使用

範圍從虹膜到歌曲都有涵蓋、幾乎沒有限制，然法院仍認為其

僅單純使用了常規的（routine）電腦元件及方法，屬於電腦的

基本功能，相較於人類確實提高了效率，但是仍然缺乏發明概

念，因此不具備專利適格 276。 

除了’472 號專利的請求項 1 之外，法院針對包含其餘四

項專利一共 30 個請求項分別進行簡要的適格性討論，其中多

數請求項皆因被認為屬於常規步驟，或因增加的要件或步驟仍

不足構成發明概念，而全數被認為不具專利適格性 277 

（二） PurePredictive v. H20.AI 案 278 

1. 案件事實與爭點 

系爭美國第 8,880,446 號專利係關於一種預測分析方法，

其中最具代表性之請求項 14 所描述之方法包含三個步驟：接

收數據並生成大量學習函數，利用測試數據分別評估所生成學

習函數之預測有效性，以及分別於不同測試數據集中挑選最有

效的數個學習函數進行組合 279。 

本案原告即專利權人 PurePredictive（即下稱 PPI）控告

                                                      
275 Id. at 5. 

276 Id. at 6. 

277 Id. at 7-10. 

278 PurePredictive, Inc., v. H2O.AI, Inc., Case No. 17-cv-03049-WHO. (N.D. Cal. Aug. 29,
 2017). 

279 Id.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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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0.AI 侵害其專利，然而因系爭專利涉及抽象概念，故本案

之主要爭點即為系爭專利之專利適格性與否問題。 

2. 法院見解 

地方法院同樣套用了 Alice/Mayo 測試法，將專利適格性

判斷分為「是否指向專利不適格的概念」與「額外元件是否將

請求項本質轉換為專利適格之應用」兩部分 280。第一部分中，

法院認為，系爭專利係描述了蒐集和分析資訊的預測方法，因

此指向單純心智步驟，屬於使用數學演算法的抽象概念 281。

雖專利權人 PPI 主張因電腦運算速度遠大於人類，故系爭請求

項不可能由人類完成，法院不得以此做為認定專利不適格之理

由 282，然而對此，法院認為即便同意了 PPI 認為請求項係屬

電腦相關科技的主張，PPI 仍然無法證明請求項除了以電腦作

為工具之外存在進一步的特定功能改善 283，因此仍認其指向

了不具備專利適格性的抽象概念 284。 

在第二部分中，也就是 Alice/Mayo 測試法的步驟二，H20

主張系爭請求項中並未包含發明概念足以將其轉換為專利適

格標的，PPT 則主張請求項中第三步驟將學習函數挑選並組合

的電腦行為不需要由人類額外調整即可達成，屬於該領域中非

傳統的解決方案，為現有科技提供了貢獻，與 DDR 案與

BASCOM.案情況相同，應認定其具備專利適格 285。對此法院

認為，本案中系爭請求項的適用環境遠較以互聯網為中心

                                                      
280 Id. at 3-5. 

281 Id. at 5. 

282 Id. at 5. 

283 Id. at 5. 

284 Id. at 5. 

285 Id. at 6; supra note 230 and 237. 



DOI:10.6814/NCCU20190081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8 

 

（Internet-centric）的範圍為窄 286，且有別於 DDR 案整合第三

方廣告與原網站資料的技術方法，以及 Bascom 案中網路內容

的過濾方法，本案中之系爭專利請求項並未解決特定問題，僅

闡釋了任何分析架構的普遍性問題 287，因此無法將指向抽象

概念的請求項成功轉換為具備足夠發明概念的專利適格標的

288。 

 

三、2019 年專利適格性審查指南 

面對學界與實務界的雙重呼籲，以及 Alice 案後陸續累積的法院判決建議，

美國專利商標局在 2019 年 1 月 7 日生效了一份專利法 101 條之專利適格性審查

指南（2019 Revised Patent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Guidance）289，該指南主要針

對原有之 Alice/Mayo 測試法中的 Step2A 進行修訂，將其再拆分為兩個部分（圖

十三）。 

                                                      
286 Id. at 6. 

287 Id. at 6. 

288 Id. at 7. 

289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2019 Revised Patent Subject Matter Eligibi
lity Guidance (Jan. 7,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9/01/07/2
018-28282/2019-revised-patent-subject-matter-eligibility-guidance (Last visited: 2019/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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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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新二步驟測試法（來源：自行繪製） 

 

第一，審查指南中提供了抽象概念的不同標的群組，包含了數學概念 

（Mathematical concepts）、組織人類活動的方法 （Certain methods of organizing 

human activity）、心智活動（mental processes）三種典型的抽象概念。其中數學概

念包含了數學關係、數學公式或方程式、數學計算；組織人類活動的方法包含了

基本經濟原則或實施（如：避險、保險、風險降低）、商業或法律活動（如：合

約協議、法律義務、廣告、行銷行為、銷售活動、商業關聯）、管理個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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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或互動；心智活動則為心智執行的概念（如：觀察、評估、判斷、意見）290。

當專利審查官認為請求項落入抽象概念時，原則上須說明在屬於上述三種中哪一

種抽象概念，若審查官無法將其歸類在任一類型中，卻仍認定其屬於抽象概念，

則屬罕見特例，審查指南中稱之為「可推翻的抽象概念（tentative abstract idea）」。 

第二，審查指南關於「指向法定例外」提供了更加明確的說明，其指出若是

原本落入法定例外的請求項可以「整合到實際應用」（integrated into a practical 

application）291，則非屬指向法定例外，即其可直接判斷為專利適格，而不需進

入到 Step 2B 進行進一步判斷；反之，若是請求項落入了法定例外且不得整合到

實際應用，則依照原本 Alice/Mayo 測試法，須進入 Step2B 檢測是否有實質超越

法定例外的額外要件。 

針對上述新的審查指南，美國專利商標局提供了數個虛構的專利說明書，並

以新的測試步驟一一對其請求項進行操作，以供往後真實案例參考。其中，範例

37 係有關一種將圖形使用者介面中圖標重新編排的方法，有別於傳統以檔案名

稱、類型等資訊進行排序的方式，該方法能夠以使用者自訂的排序方式（如：使

用該圖標的頻率），並將最常用的圖標擺放在最靠近開始列的位置 292。範例中的

三個請求項分別以相似之不同方式對該方法進行描述，並分別在不同步驟之得到

了專利適格與不適格之結果，因此該份範例不僅對新公布判斷步驟的操作方式進

了示範，亦提供申請人於請求項撰寫時的正、反面教材參考。 

綜合上述，美國專利商標局對於數年來爭論不休，針對是否「指向」法定例

外的不同見解，擴充了原有的 Alice/Mayo 測試法，提供審查委員及專利申請人

更加細緻且明確的審查指南。 

 

                                                      
290 Id. at 9-11. 

291 Id. at 12. 

292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Examples: Abstra
ct Ideas (Jan. 7,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01_exam
ples_37to42_20190107.pdf (Last visited: 2019/07/02).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01_examples_37to42_20190107.pdf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01_examples_37to42_201901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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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小結 

總結而言，在 Alice 案後，其引述自 Mayo 案的兩步驟測試法，已經成為判

斷專利適格性時的主要依據，特別在可能涉及抽象概念的軟體專利中，是否於步

驟 2A 被認定為指向法定例外，為眾多判決的討論重點。Alice 案中，最高法院特

別指出 293，原本不具專利適格性的抽象概念，若僅在請求項中加入通用的電腦

元件，並不一定足以使其轉變為具備專利適格性。可惜的是，最高法院於該案中，

並未具體說明加入之電腦元件是否足以使原本不具專利適格性的抽象概念轉變

為具備專利適格性的判斷標準 294。 

對此，有關步驟 2A 之判斷，有法院於後續案件中進一步說明，若是改良相

關技術的特定手段或方法是符合專利適格性的，但若本身就是抽象概念並僅僅調

用通用流程和機器的結果或效應，則不具專利適格性 295。USPTO 亦於 2019 年

更新的審查指南中新增了是否「涉及抽象概念」及「指向法定例外」的詳細說明，

包含提供抽象概念的四大群組，以及將步驟 2A 再拆分為兩階段，使審查委員有

更加明確的判斷標準，對於專利申請人來說，亦提升了預測可能性。步驟 2B 之

額外要件部份，其成立與否應如何界定，仍有待法院及 USPTO 形成共識後，方

能有更進一步之準則。 

回到本文欲討論之人工智慧相關發明議題，因人工智慧相關發明與軟體專利

性質十分相似，在討論其適格性時，大多可以套用有關軟體專利的判斷標準。值

得一提的是，USPTO 局長 Andrei Iancu 在參加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監督聽證會

時，公開表示「演算法當然可以申請專利」296，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大膽推測在未

來幾年內，或者至少在 Iancu 局長在任的期間內，美國對於人工智慧及軟體相關

                                                      
293 supra note 178 at 2358.  

294 Richard H. Stern, Alice v CLS Bank: US Business Method and Software Patents March
ing towards Oblivion?, 36 EUR. INTELL. PROP. REV. 619, 625 (2014). 

295 McRO, Inc. v. Bandai Namco Games America Inc., 837 F. 3d 1314 (2016) (“whether 
the claims in these patents focus on a specific means or method that improves the relevant tec
hnology or are instead directed to a result or effect that itself is the abstract idea and merely 
invoke generic processes and machinery.”). 

296 Josh Landau, Iancu’s First Hearing Answers Questions, Leaves More Open (Apr. 19, 2
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patentprogress.org/2018/04/19/iancus-first-hearing-answers-questions
-leaves-more-open/ (Last visited: 2019/06/17). 

https://www.patentprogress.org/2018/04/19/iancus-first-hearing-answers-questions-leaves-more-open/
https://www.patentprogress.org/2018/04/19/iancus-first-hearing-answers-questions-leaves-more-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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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都會採取傾向專利保護的開放態度。 

 

第二節 歐洲人工智慧發明專利適格性 

第一項 歐洲專利公約與專利審查基準相關規範 

歐洲專利公約（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EPC）中未針對「發明」有明確

定義，但該公約第 52 條第 2 項中有明確列舉不具專利適格之標的 297，包含發現

（discoveries）、科學理論（scientific theories）、數學方法（mathematical methods）、

審美創作（aesthetic creations）、執行心智活動、遊戲或商業活動之計畫、規則及

方法 （schemes, rules and methods for performing mental acts, playing games or doing 

business, and programs for computers）、電腦程式（programs for computers）及資料

呈現（presentations of information）。若一請求項僅包含上述標的本身（as such），

當然不具專利適格；反之，若請求項中除了以上不適格標的外，尚包含其他部分，

如：產生超越一般程式與電腦間物理互動的技術效果（technical effect）298，則不

能排除其可專利性。 

除了歐洲專利公約本身，歐洲專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 EPO）於 2018

年 11 月 1 日發佈了新版專利審查指南，除了原先針對適格性要件要求須為具體

（concrete）且具有技術特徵（technical character）外 299，特別新增了關於人工智

慧與機器學習發明專利性的判斷標準。EPO 於該審查指南 Part G, Chapter II, 3.3

                                                      
297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rticle 52: (2) The following in particular shall not be re

garded as inventions within the meaning of paragraph 1: (a) discoveries,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mathematical methods; (b) aesthetic creations; (c) schemes, rules and methods for performing 
mental acts, playing games or doing business, and programs for computers; (d) presentations of
 information. 

298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Nov. 2018), Part G, Chapter I
I, 3.6, available at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2A358516CE34385CC12
5833700498332/$File/guidelines_for_examination_2018_hyperlinked_en.pdf (“In order to have a t
echnical character, and thus not be excluded from patentability, a computer program must prod
uce a "further technical effect" when run on a computer. A "further technical effect" is a techn
ical effect going beyond the "normal" physic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program (software) and
 the computer (hardware) on which it is run.”). (Last visited: 2019/06/28). 

299 Id. at 3.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2A358516CE34385CC125833700498332/$File/guidelines_for_examination_2018_hyperlinked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2A358516CE34385CC125833700498332/$File/guidelines_for_examination_2018_hyperlinked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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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 300，判斷數學方法發明是否具技術貢獻，主要可以從技術應用領域

（application to a field of technology）及適應特定的技術實施（being adapted to a 

specific technical implementation）兩個條件來判斷，然而涉及數學方法之發明有

極大可能不具可專利性。EPO 進一步強調，有關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之發明，因

其乃用於分類、迴歸、壓縮等功能的計算模型（Computing Model）與演算法

（Algorithm），如神經網路、基因演算法，而此模型與演算法本身就屬於抽象的

數學性質，因而其判斷標準類似於數學方法發明，原則上不具專利適格性。然而，

若該人工智慧或機器學習能夠應用於特定技術領域時，則認定其具有技術特徵得

以取得專利適格 301。舉例而言，當心臟監測儀器運用人工智慧神經網路辨別異

常心跳時，或是基於低階特徵（如：圖像的邊緣或像素屬性）的數位圖像、影片、

音訊或語音訊號之典型分類演算法之技術應用，因有產生技術貢獻而具備專利適

格 302；反之，若該人工智慧技術僅單純根據文字內容進行分類，或者對抽象數

據或電信網路數據紀錄進行分類，但未說明所產生分類的技術用途，即便該分類

演算法可能被視為具備有價值的數學特性（如：穩固性，又稱魯棒性、強健性），

仍將被認定其本質上（per se）不具技術目的（technical purpose），而不具專利適

格 303。對此，審查指南亦特別提醒，若當分類方法係用於技術目的時，產生訓練

集（training set）以及訓練分類器（classifier）的步驟若可支持該技術目的之達成，

則其亦可對於該發明的技術特點有所貢獻 304。 

雖然該項專利指南似乎將原先處於模糊地帶的人工智慧相關發明判斷基準

                                                      
300 Id. at 3.3 (”A mathematical method may contribute to the technical character of an inv

ention, i.e. contribute to producing a technical effect that serves a technical purpose, by its app
lication to a field of technology and/or by being adapted to a specific technical implementatio
n.”). 

301 Id. at 3.3.1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are based on computational m
odels and algorithms for classification, clustering, regression and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such 
as neural networks, genetic algorithms,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k-means, kernel regression and
 discriminant analysis.”). 

302 Id. at 3.3.1. 

303 Id. at 3.3.1 ; See also T1358/09 and T 1784/06. 

304 Id. at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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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確地定義出來，然而對於此項改革，有專家採取反對態度 305，認為根據新

的審查指南，只要未能證明其應用到了特定技術領域，即便人工智慧相關發明實

現了重要的技術成果，仍難以受到專利保護，因此需要再次進行立法改革以充分

保護人工智慧與創新；另有專家指出應該根本上認定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本身就

是一種技術領域，如此便不僅為單純的數學方法，而能夠符合前述專利適格性要

求。 

 

第二項 近期司法實務發展 

歐洲專利局對於專利標的之適格性判斷標準，歷經了技術貢獻測試法、技術

性測試法到上述之現今仍使用的技術元件添加測試法 306，因歐盟之判決原已遠

少於美國，與專利適格性相關且有參考價值之判決更是稀少，以下將分別就上述

2018 年專利審查指南中列出與分類方法專利之決定，以及 2019 年由技術上訴委

員會（Technical Board of Appeal, TBA）所做之最新一則與電腦軟體專利高度相關

的決定，作為人工智慧相關專利於專利申請時之重要參考。 

 

一、重要判例 307 

（一） T 1358/09 號決定 308 

                                                      
305Alexander Korenberg, Kilburn & Strode, Assessing the EPO’s new guidelines on AI (D

ec. 03,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ipstars.com/articles/assessing-the-epos-new-guidelines-on-ai
/arjvptju. (Last visited: 2019/06/28). 

 

306 趙慶泠，電腦軟體專利標的適格性之測試法演進從歐洲觀察美國，智慧財產月刊，201
期，頁 20，2015 年 9 月。 

307 歐洲專利公約第 111 條（歐洲專利審查局應受上訴委員會法律判斷之拘束，因此歐洲專

利局之技術上訴委員會之決議結果雖以決定（decision）稱之，然應可以認為其效力等同於判

例）。 

308 T 1358/09 - 3.5.07 (Nov. 21,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case-l
aw-appeals/pdf/t091358eu1.pdf (Last visited: 2019/06/28)；有關分類方法不具技術特徵之案件亦

可參考：T 1784/06 - 3.5.01 (Sep. 21, 2012), available at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case-
law-appeals/pdf/t061784eu1.pdf. (Last visited: 2019/06/17). 

https://www.ipstars.com/articles/assessing-the-epos-new-guidelines-on-ai/arjvptju
https://www.ipstars.com/articles/assessing-the-epos-new-guidelines-on-ai/arjvptju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case-law-appeals/pdf/t091358eu1.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case-law-appeals/pdf/t091358eu1.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case-law-appeals/pdf/t061784eu1.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case-law-appeals/pdf/t061784eu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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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件事實及爭點 

系爭歐洲第 00926837.6 號專利申請案係關於一種電腦化

的文件分類方法與裝置，系爭請求項一之方法利用了已由大量

預先完成分類的文件所建立而成之分類模型，將未分類的文件

歸於分類模型中預定義的多項類別中的方法。 

其中，該分類模型的建構步驟包含：將該大量文件以 n 維

向量表示，向量中每個維度上的值都代表了與這個向量所表示

的文件中某一特定詞彙（term）出現的頻率，n 個維度並形成

了一個向量空間 309；計算一個或多個超平面，將該向量空間

區分為多個子空間，使得每一個子空間都包含上述向量空間中

一個或多個文檔所對應的向量，且每一個子空間都對應到一個

特定類別 310；在上述向量空間的超平面周圍，計算出一個不

會包含到分別對應不同分類的所有子空間中任何一個向量的

最大範圍邊界 311。 

又該電腦化的分類方法包含以下步驟：將該未經分類的文

件以 n 維向量表示，向量中每個維度上的值都代表了與這個向

量所表示的文件中某一特定詞彙（term）出現的頻率，n 個維

度並形成了一個向量空間 312；將該未經分類的文件之向量落

入分類模型中的哪個子空間中，決定該文件屬於該子空間對應

的類別 313；計算「該文件之向量」與「該子空間周圍的所有超

平面」之間的距離後，以「1」表示該文件落入上述邊界之外

（即落入子空間之內），以「0」到「1」中間的值表示該文件

                                                      
309 Id. at 2. 

310 Id. at 2-3. 

311 Id. at 3. 

312 Id. at 3. 

313 Id.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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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入子空間之內 314，並以此計算出分類的信心水準（confidence 

level）315。 

上述申請案被審查機關以不具備歐洲專利法 56 條之進步

性並因此不具專利適格為由駁回專利申請。專利申請人不符，

本案因此進入上訴委員會。 

2. 委員會見解 

上訴委員會（Board of Appeal, BoA）首先表明，系爭請求

項定義之文件分類方法，僅提到其屬於「數位化呈現於電腦上

（ digitally represented in a computer ）」 之 「 電 腦 化

（computerized）」的方法，而並未將其特定於需要以電腦執行，

屬於抽象的數學演算法 316。又數學演算法只有在能夠完成特

定技術目的時，才能夠被認為具備技術特徵（technical character）
317，本案分類方法僅具一般目的，其固然存在實用性，然而僅

將兩個文件分類到同一類別，並不足以具備技術特徵 318 

上訴人雖主張，現有之手動分類方法，係由人類透過閱讀

及觀察，基於其本身的了解針對文件進行分類，並未將文件中

所有的文字納入分類時的考量，有別於此，系爭自動分類方法

包含了人類無法達成之精確計算步驟，大幅提升了分類效率

319，因此應滿足技術特徵要求而具備專利適格。 

對此，上訴委員會認為，如果一個演算法係基於電腦內部

                                                      
314 數值越接近 1 代表越靠近子空間的邊界，越接近 0 代表越遠離子空間的邊界。 

315 supra note 308 at 3-4. 

316 supra note 308 at 7. 

317 supra note 308 at 7. 

318 supra note 308 at 7. 

319 supra note 308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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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技術考量，而特別適用於電腦，則認為該演算法具備技

術貢獻 320，然於本案中，系爭請求項僅是藉由電腦執行單純

數學計算，並未結合電腦內部之功能 321，因此認為系爭請求

項未包含技術特徵，並因而不具備專利適格 322。 

（二） T 0489/14 號決定 323 

1. 案件事實及爭點 

系爭歐洲第 03793825.5號申請案係關於一種利用電腦將行

人群體運動（pedestrian crowd movement）模型化的模擬方法，

該方法包含了數學模型及設計用以實施模擬的系統，而該技術

能夠幫助使用者在電腦的協助下，建立不同環境的模型，以用

於火車站、體育場等場地設計 324。 

2. 委員會見解 

技術上訴委員會首先重申，在判斷一項同時包含技術性及

非技術性特徵之發明的進步性時，只有當非技術性特徵與技術

性特徵之間有關聯且一起產生技術效果時，始得將該非技術性

特徵納入考量 325。本案中，系爭請求項一之非技術性步驟，並

無明顯與其他技術特徵共同產生超越單純將其實施在電腦上的

技術效果 326，單純利用電腦對環境進行模擬的行為又未產生不

                                                      
320 supra note 308 at 9. 

321 supra note 308 at 9. 

322 supra note 308 at 10. 

323 T 0489/14 - 3.5.07 (Feb. 22,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case-la
w-appeals/pdf/t140489ex1.pdf. (Last visited: 2019/06/28). 

324 Id. at 9. 

325 Id. at 23. 

326 Id. at 23.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case-law-appeals/pdf/t140489ex1.pdf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case-law-appeals/pdf/t140489ex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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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以電腦實施其他形式計算的結果 327，因此技術上訴委員會

傾向於認定本案不具進步性。然而，本案與上訴人援引之

T1227/05 號決定確實相關聯 328，且 T1227/05 號決定已經被納

入在歐洲專利局上訴委員會的判例以及歐洲專利審查局的審查

基準（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當中 329，不宜直接做成相反

之判斷。 

最後，針對以下上訴人所提出的三項問題 330，技術上訴委

員會亦認為若基於 T 1227/05 號決定之見解，則分別皆應得到

肯定的答案 331，然而為解決其根本上的法律問題，並有助於澄

清歐洲專利公約第 52 條及第 56 條之解釋，仍應交由擴大上訴

委員會（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EBoA）做進一步決定 332。 

問題一： 

一種提供超越於在電腦上實施模擬之技術效果的模擬系統或方

法，其亦由電腦實施，若將由電腦實施之模擬本身作為請求項，

是否滿足進步性判斷？ 

問題二： 

若問題一的答案為肯定的，則評估由電腦實施之模擬本身是否

解決了技術問題的相關標準為何？換句話說，基於在模擬系統

或方法之下（或至少部分基於）技術原則之模擬，是否為其充

                                                      
327 Id. at 15. 

328 T 1227/05 號認定其具備進步性之原因在於，系爭專利之模擬方法並非單純的數學或是

精神上方法，而是可能在原型（prototype）實際建造前確定其成功可能性，因此存在功能性技

術特徵，屬於「充分定義（adequately defined）」的技術項目。 

329 European Patent Office, Case Law of the Boards of Appeal, 8th edition, 24, available 
at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5148B6F13CBE8990C1258017004A9EF6/
$File/case_law_of_the_boards_of_appeal_2016_en.pdf (Last visited: 2019/06/17); 2018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Part G, Chapter II, 3.3.2. 

330 Id. at 2. 

331 Id. at 8. 

332 Id. at 22.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5148B6F13CBE8990C1258017004A9EF6/$File/case_law_of_the_boards_of_appeal_2016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5148B6F13CBE8990C1258017004A9EF6/$File/case_law_of_the_boards_of_appeal_2016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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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條件？ 

問題三： 

若僅將由電腦實施之模擬做為請求項的部分設計過程，特

別是作為驗證設計之功能，則問題一及問題二的答案又是如何？ 

 

第三節 我國人工智慧發明專利適格性 

第一項 我國專利法與專利審查基準相關規範 

根據我國專利法第 21 條規定，「發明」為利用自然法則之思想技術之創作

333。由此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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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因此，除了專利法第 24 條

中明文列舉之三項不予專利標的外 335，我國對於適格性判斷，原則上以是否具

備「技術性」為標準。對此，專利審查基準特別歸納出「自然法則本身」、「單純

之發現」、「違反自然法則」、「非利用自然法則」以及「非技術思想」五種類型 336，

認為其因通常不具技術性，故不符合發明之定義，進而不具備專利適格。然而，

審查基準中特別提到，若將涉及以上類型的標的「付諸實際利用」，或申請專利

之發明僅一部份涉及以上類型，但發明之整體具有技術性時，則仍應認該發明符

合發明定義，而具備專利適格。除了上述有關專利適格的一般性規定外，我國專

利審查基準於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之判斷標準，特別給予專章說明。專利審查基準

                                                      
333 我國專利法第 21 條：「發明，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 

334 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二章第 1.2 節。 

335 我國專利法第 24 條：「下列各款，不予發明專利： 

一、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但微生物學之生產方法，不在此限。 

二、人類或動物之診斷、治療或外科手術方法。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336 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二章第 1.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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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當電腦程式在執行時，若產生超出程式和電腦間正常物理現象的技術功

效，則解決問題之手段的整體具有技術性 337，符合發明之定義，故具備專利適

格性。而所謂技術功效，係指超越程式執行時電腦內部電流電壓改變等物理效果，

而使申請專利之發明產生技術領域相關功效 338。 

由上述可知，與電腦、軟體性質接近的人工智慧相關發明，在我國專利法中

極有可能被認定為屬於「非利用自然法則」類型當中，惟若申請人可證明該發明

具備「技術性」，則仍應視為具專利適格之標的。 

 

第二項 近期司法實務發展 

一、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民專上更(二)字第 5 號判決 

（一） 案件事實及爭點 

系爭我國第 I152547號發明專利係有關一種自動媒合廣告主與廣告

對象之媒合系統與方法 339，其中請求項 10 之方法項包含提供廣告對項

資料、提供訂閱者提供之所欲之廣告類別及廣告模式、以廣告媒合系    

統利用廣告對象條件及所欲之廣告類別與廣告模式、媒合廣告主與訂閱

者兩者並在媒合條件符合時通知廣告主 340。上述請求項在原告向被告

主張侵權時，由被告提出其不符合發明定義，因而產生爭議。 

（二） 法院見解 

更二審判決中法院重申，依系爭專利核准時所適用之專利法第 19

條規定，所謂發明者，係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高度創作 341。其

                                                      
337 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十二章第 2 節。 

338 同前註。 

339 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民專上更(二)字第 5 號判決。 

340 同前註。 

341 系爭專利核准公告日為 2002 年 3 月 11 日，故適用 2001 年公佈之專利法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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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然法則係指自然界存在之原理原則；技術性則指為達成特定目的或

解決一定課題所用之具體手段 342。至於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因其解決

問題乃係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手段，若該技術手段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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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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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應認為其不具

有「技術思想」而無法滿足上開條文 343。 

本案中，系爭專利請求項係以提供廣告主及訂閱者雙方分別之資料

及需求（如：廣告類別及廣告模式），以達到自動媒合之技術手段 344，

而該技術手段於請求項中並未記載任何有關「利用電腦技術」或「運用

電腦軟體與硬體資源協同作業」，以實現將廣告主及廣告對象或訂閱者

自動媒合之相關步驟 345，對此法院認為，系爭請求項之技術手段係屬

不具備技術思想之「單純使用電腦」行為，不符合核准時之專利法第 19

條有關發明專利定義之規定 346。 

 

二、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專上字第 25 號判決 

（一） 案件事實及爭點 

系爭我國第 I305629 號發明專利係有關一種殺價式拍賣之方法，系

爭請求項 1 之方法包含至少一電腦硬體及至少一程式軟體，並依序執行

「系統設定」、「提供下標」、「檢視點數」、「輸入下標金額」、「記錄應扣

                                                      
342 同註 339。 

343 參照系爭專利核准時已公告之 89 年 7 月 10 日專利審查基準「第八章特定技術領    域
第二節電腦軟體相關之發明」，及系爭專利核准後始公告之 97 年 5 月 20 日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

發明專利實體審查第九章電腦軟體相關發明」。 

344 同註 339。 

345 同註 339。 

346 同註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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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點數」、「判讀是否結標」、「判讀是否有買家得標」七個步驟 347，被控

侵權人認為其技術特徵非屬利用自然法則之創作，因而有違修正前專利

法第 21 條規定 348。 

（二） 法院見解 

法院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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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技術性之判斷須考量申請專利之發明內容而非僅是

申請專利範圍的記載形式 349。此外，若涉及電腦軟體或商業方法發明，

需存在藉助電腦硬體資源達到某種商業目的或功能之具體實施方法，而

其判斷方式，即是使用「機器或轉換標準」（machine or transformation 

test），若技術方法係對申請專利範圍構成有意義之限制且為其中心目的，

並得與特定機器（machine）或裝置（apparatus）相結合，或將特定物轉

換（transform）為不同狀態或事物，則得以通過該標準測試，認為其具

備技術性而符合發明定義。反之，若該技術方法僅是利用電腦取代人力，

則不具技術性 350。 

 本案中，根據系爭專利說明書所載，其欲解決之技術問題及相應之

解決方式，皆僅與人為規則有關，而非與特定機器或裝置相結合，亦未

將特定物轉換為不同狀態或事物 351，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專利較習知技

術係額外提供了至少一電腦硬體及至少一程式軟體之拍賣系統，確有功

效增進 352，然如前所述，商業方法與特定機器或裝置相結合，仍必須對

申請專利範圍構成有意義之限制且為其中心目的始具有技術性，系爭請

求項與習知技術之差異僅在於增加了「該拍賣系統包括至少一電腦        

硬體及至少一程式軟體」之文字記載，應可認為該要件非屬必須，因此

                                                      
347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專上字第 25 號判決。 

348 系爭專利之核准公告日為 2009 年 1 月 28 日，故適用 92 年修正並公佈之專利法版本。 

349 同註 347。 

350 同註 347。 

351 同註 347。 

352 同註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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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請求項不具技術思想，不符合核准時專利法第 21 條之發明定義，

並因而不具備專利適格性。 

 

三、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行專訴字第 76 號行政判決 

（一） 案件事實及爭點 

系爭我國第 I397832 號發明專利係有關一種電子方位風水系統，系

爭請求項 1 之系統包含一具有感測裝置及攝像裝置的電子設備、一存放

有分析資訊的資料庫單元、一用於進行比對計算的資料處理單元以及一

顯示運算或比對結果的顯示單元；使用者可藉由上述系統取得地理位置

訊息、食衣住行相關建議，亦可以所視即所得的方式輔以系統即時的訊

息或提示，快速的研判及獲知所在地點的吉凶等資訊，進而改善或提升

所在地點之磁場與風水資訊 353。 

系爭專利先前為本案參加人以發明不具備技術性及進步性為由提

起舉發，並由被告智慧財產局審查後予以「請求項 1 至 9 舉發成立，

應予撤銷」之處分，再經訴願駁回，因此進入本案訴訟。 

（二） 法院見解 

智慧財產法院認為，涉及電腦軟體之發明，若僅是利用電腦相關裝

置取代人工作業，且相較於人工作業僅是使速度較快、正確率高、處理

量大等申請時電腦之固有能力，難謂其具有技術思想，此時該電腦軟體

或硬體無法令原本不具技術性的發明內容產生「技術性」。換句話說，

若要使電腦軟體相關專利具備專利適格，請求項中的電腦軟體或硬體須

為解決問題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在解決問題之手段中，電腦軟體或

硬體並非必要，而可由人工取代，或是可由習知之一般用途電腦執行，

而不需藉助特殊演算法，則該電腦軟體或硬體非屬有意義的限制，無法

使原本不符合發明之定義的申請標的被認定符合發明之定義，因而不符

                                                      
353 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行專訴字第 76 號行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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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專利法第 21 條之專利適格要求。 

本案系爭請求項 1 中之「電子設備」、「感測裝置」、「攝像裝置」及

「收音及放音裝置」、「資料庫單元」、「資料處理單元」及「顯示單元」

等皆係一般用途電腦之硬體設備，其描述之分析資訊、顯示畫面等技術

特徵，亦為一般電腦的固有能力，且僅是以較高運算速度與準確率之電

腦，取代傳統風水師之比對判斷，未有額外的技術思想，因此不具技術

性，難謂符合發明之定義，因此違反專利法第 21 條之規定，不具備專

利適格性。至於請求項 2 至 9 皆為請求項 1 之附屬項，其附屬技術特徵

皆為習知一般電腦的固有能力或用途，與請求項 1 整體視之仍皆未具技

術思想，因此亦未符合專利法第 21 條之規定，不具備專利適格性。 

 

第四節 小結 

有關專利適格性之審查標準及相關法規，隨著電腦軟體專利以及人工智慧相

關領域之專利申請數量暴增，除了美國、歐洲兩大專利規範的主要指標，陸續更

新其判決見解及審查基準外，日本及中國兩大專利申請國亦於近兩年對此有所回

應。 

日本方面，參照特許法之發明定義為「利用自然法則之具有高度技術思想的

創作」354，至於涉及電腦軟體發明之專利適格性問題，日本特許審查基準中則認

其因原則上「未利用自然法則」355，而不符合發明之定義，然而若能證明請求項

中有部分利用到自然法則，則可以將「技術特徵」納入考量，並將請求項整體綜

合判斷 356。此外，為呼應人工智慧相關發明引發之爭議，日本專利局於 2018 年

6 月更新了專利審查基準，其中於附件 A 內增加了十個人工智慧相關發明的實例

                                                      
354 日本特許法第 2 條第 1 項。 

355 日本特許基準第 III 部第 1 章第 2.1.4 節。 

35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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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作為審理時的參考。其同時指出，人工智慧相關發明需揭露其與實施例的相

關性，且提出訓練模型的實驗測試結果，始值得作為專利保護標的，並因而具備

可專利性。 

中國方面，其專利法對於發明的定義為「對產品、方法或者其改進所提出的

新的技術方案」358，並將「智力活動的規則和方法」作為不具專利適格之負面表

列 359。對此，專利審查指南並進一步說明，須滿足「採用技術手段解決技術問

題，以獲得符合自然規律的技術效果的方案」360，始屬於專利適格之客體。除此

之外，在 2017 年 4 月之最近一次專利審查指南修正中，審查指南於不屬於專利

保護客體的「紀錄在載體上的電腦程式」後面新增了「本身」二字 361，此項修改

特別將「電腦程式」與「電腦程式本身」做區隔 362，並意味其承認紀錄在載體上

的電腦程式只要有技術功效，就不是電腦程式「本身」，而不應該被排除，並使

電腦程式的載體成為專利保護的客體。 

綜合上述，若僅就整體的專利適格性而言，各國之規定皆要求將「技術」納

入考量。中國及日本對此較無做出細節性之闡釋，前者要求須「採用技術手段解

決技術問題」，後者則是要求具備技術特徵。美國對於專利適格性要件，除了規

範須能夠分類於四種標的外，透過 Alice 案等判決，逐步建構其縝密的審查流程，

在目前各國的標準中最為嚴格。我國及歐洲則要求專利須具備「技術性」或「技

術特徵」，其可以是解決問題的技術手段，或者產生的技術效果，然而相較於美

國對於專利適格性所建立的兩步驟測試法，「技術特徵」的具備與否較為模糊且

                                                      
357 Japan Patent Office, Case Examples pertinent to AI-related technology, available at  ht

tps://www.jpo.go.jp/e/system/laws/rule/guideline/patent/document/ai_jirei_e/jirei_e.pdf(Last visited: 
2019/05/18)（案例中包含了透過掃描臉部五官並以機器學習方式進行血糖估測的系統、透過臉

型及身高並以機器學習方式進行體重估測的系統等） 

358 中國專利法第 2 條第 2 款。 

359 中國專利法第 25 條第 1 項第 2 款。 

360 中國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一章第 2 節 

361 中國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第 2 節。 

362 新修改的<專利審查指南>將於四月一日起施行，http://www.cnipa.gov.cn/zcfg/zcjd/10202
53.htm（最後訪問日：2019/04/20）。 

http://www.cnipa.gov.cn/zcfg/zcjd/1020253.htm
http://www.cnipa.gov.cn/zcfg/zcjd/10202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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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判斷。本文認為，上述 PurePredictive v. H20.AI 之案件在標準較嚴格的美國

並未通過專利適格標準，若發生在標準較為寬鬆的歐洲或是我國 363，以「技術

性」具備與否的標準來判斷其專利適格性，仍然會因為其並未說明其技術用途及

特定的應用領域，而不具技術目的並因此不符合專利適格性。針對抽象概念被限

制成為專利的主因，或許係為避免過度上位且寬泛之具有抽象概念本質的發明形

成過度市場技術壟斷，然而某些以人類角度看似單純之行為，由機器來執行實屬

一大突破，此外，若以是否屬特定應用領域決定是否具備專利適格性，將造成研

發上較為困難之應用範圍廣泛的發明，相較僅能應用於特定領域的發明更難以申

請專利之情形，似亦不利於技術突破。因此，或許能夠在現有的制度下，從申請

專利範圍之細節著手，限制涉及抽象概念之發明不得囊括式的主張，而需表明一

定程度的效果突破始有取得專利可能，至於如何在當中權衡、劃分明確之界線，

仍須立法者及司法體系深入研究。 

最後，除了廣泛的適格性規定外，針對人工智慧、軟體方面相關發明，我國

以外之其他國家，皆於近二年內分別頒布了審查基準、指南或範例，試圖建立明

確且統一之標準，以協助審查委員進行判斷，同時提升專利申請人對於相關專利

申請之可預期性。對此，雖有我國學者致力於此領域研究，惟至今尚未進入立法

流程，本文建議有關單位應盡速研擬，以因應科技迅速發展。  

                                                      
363 PurePredictive, Inc., v. H20.AI, Inc., Case No. 17-cv-03049-WHO. (N.D. Cal. Aug. 2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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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權權利歸屬 

第一節 現行專利法之權利歸屬認定 

第一項 專利法立法意旨 

我國專利法於第一條規定：「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新型及設計之創作，

以促進產業發展，特制定本法。」由此可以得知，專利法之立法意旨係藉由給予

發明人一段有限期間之排他權方式作為誘因，鼓勵個人或企業投入研發並予以公

開 364，如此可以同時避免不需付出就能享受創作成過的「搭便車」者 365， 

保障到發明人的投資風險，並使他人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創新，避免重複

投入相同研發、造成資源浪費，在公益與私益間取得平衡，並達到提升產業競爭

力之效果。 

據此，因專利法之保護對象為投入研發之人，唯有對發明有貢獻者始得成為

權利歸屬主體並享有權利，故以下將介紹專利法上於不同階段之的權利主體，其

分別之認定方式、所需滿足之條件以及代表意義等。 

 

第二項 權利主體 

專利法中包含了三個權利主體--發明人、專利申請人以及專利權人，以下分

述之。 

一、發明人 

我國法制將專利分為發明專利、新型專利及設計專利三種，發明專利之創作

                                                      
36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法逐條釋義，頁 5，2014 年 9 月；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頁

12-13，2018 年 9 月。 

365 Mark A. Lemley,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Free Riding, 83 TEX. L. REV. 10
31, 1057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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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發明人 366，新型專利之創作人為新型創作人，設計專利之創作人為設計人。

三者之研發主體名稱有些許不同，本文以發明人作為主要討論焦點，故皆以「發

明人」一詞作為創作或研發主體之代表，惟其論述及相關規定大多亦適用於其餘

二者，於此合先敘明。 

參考我國法院之判決見解，所謂發明人，係對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之技術特

徵具有實質貢獻之人，而所謂「實質貢獻之人」係指為完成發明而進行精神創作

之人，其須就發明或新型所欲解決之問題或達成之功效產生構想（conception），

並進而提出具體而可達成該構想之技術手段 367。再輔以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之見解 368，發明構思（conception）是發明人身份之基礎，其被定義為「在發明

人腦中形成一個完整且可實施的發明之確定、永久的概念，該構思之後可以被應

用於實施上」369，又構思完成的時點係指當該概念在發明人腦中可以清楚定義，

並讓該領域具通常知識者只要將該發明為必要的付諸實施（reduce the invention 

to practice），而不需要過度的研究或實驗，則可以稱作為構思完成，進而產生「發

明」。 

在發明人之認定時，若一發明由一人獨立完成，則僅存在一獨立發明人並無

疑義。然而在實務上，一個發明通常是經過多人合作、研發、討論而產生，即所

謂「共同發明」，故在共同發明中之發明人認定有其重要性存在。我國條文中雖

無明確定義發明人之貢獻應達何種程度始能滿足實質貢獻，惟判決中已明確指示

                                                      
36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註 364，頁 13。（發明之創作人，於巴黎公約（Paris Conventio

n）第 4 條之 3、美國專利法第 116 條、歐洲專利公約（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EPC）
第 60 條、英國專利法第 7 條、德國專利法第 6 條及韓國專利法第 36 條稱為「inventor」，
日本特許法第 36 條稱為「發明者」，中國專利法第 6 條稱為「發明人」。」與前述國際立法例

之用語相仿，將發明之創作人稱為「發明人」） 

367 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民專上字第 39 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專上字第 
23 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專上字第 22 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民

專訴字第 60 號民事判決參照。 

368 Burroughs Wellcome Co. v. Barr Labs., Inc., 40 F.3d 1223, 1228 (Fed. Cir. 1994). 

369 Hybritech Inc. v. Monoclonal Antibodies, Inc., 802 F.2d 1367, 1376 (Fed. Cir. 1986) 
(”Conception is the "formation in the mind of the inventor, of a definite and permanent idea o
f the complete and operative invention, as it is hereafter to be applied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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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共同發明人需為對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之技術特徵具有實質貢獻之人，即對

所欲達成之功效產生明確、持續、具可操作性之構想，並進一步提出具體之技術

手段之人，只要滿足上述條件，不論其對於發明的貢獻形式為何，亦不論其貢獻

了幾項請求項 371，皆得成為共同發明人。反之，若只是單純地執行、提供通常知

識之人，對發明的構思沒有貢獻，則其執行實驗的「貢獻」太小，不足以成為共

同發明人。 

至於權利之分配上，發明人代表著提出心智勞動成果之人，其所擁有之權利

為姓名表示權，又因姓名表示權人格權的一種，故在現行法下之發明人必係自然

人，而不得為法人、團體等其他主體。此外，因「創作」屬於事實行為，故發明

人不以具有行為能力為要件，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人亦得為發明人。 

 

二、專利申請權人 

專利申請權人係指依專利法享有申請專利權利之人，除法律或契約另有訂定

外，在發明專利中即指發明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 372。專利申請權人為在發明

完成後、專利核准前享有「程序上」權利之人，其所享權利之性質為可作為讓與

                                                      
370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專上字第 23 號民事判決要旨：「所謂「實質貢獻之人」係指為

完成發明而進行精神創作之人，其須就發明或新型所欲解決之問題或達成之功效產生構想（con
ception），並進而提出具體而可達成該構想之技術手段。惟因發明係保護他人為完成發明所進行

之精神創作，而非保護創作之商品化，是以使用他人所構思之具體技術手段實際製造物品或其

部分元件之人，縱然對物品之製造具有貢獻，仍難謂係共同發明人。……對一個共同發明之構

想，每一位發明人雖無須對該發明做出相同形式或程度之貢獻，但每一位發明人仍必須做出重

要的一部分才能有該發明。此外，確立發明的構想之後，如僅僅只是付諸實施之人並不能稱作

發明人；且單純提供發明人通常知識或是解釋相關技術，而對申請專利發明之整體並無具體想

法之人，亦不能稱作是共同發明人。再者，一位共同發明人並不需要對每一項申請專利範圍做

出貢獻，而是對其中一項申請專利範圍有所貢獻即可……。對於「化合物」之發明構想，倘僅

提出化合物之特定「結構」，但欠缺產生該化合物之「方法」，尚不得稱該化合物之發明構想已

然形成，故「化合物」之發明構想必須包含特定化合物之化學結構及製造該化合物之操作方

法。」。 

371 同前註；姚信安，論共同發明人之判斷－以美國生化領域實務見解簡評智慧財產法院一

○二年度民專上字第二三號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275 期，頁 122-138，2018 年 3 月。 

372 專利法第 5 條第 1、2 項：「專利申請權，指得依本法申請專利之權利。專利申請權人，

除本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指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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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繼承標的之無體財產權 373，故其主體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  

如同前述，專利申請權人原則上為發明人，惟在契約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

下，可能為其他主體，其中最常見之情況即為「僱傭關係」下的發明及「出資聘

用」關係下之發明。 

有關僱傭關係下之發明，在 1994 年專利法修法後被分為「職務上發明」及

「非職務上發明」二種 374。其中，「職務上發明」係指由受雇人在僱傭關係中之

工作範圍內所完成的發明，受雇人接受雇主指示從事工作、仰賴雇主提供之資源、

設備，對於雇用人之依從性較高，且由雇主承擔風險，因此雇用人得於支付受雇

人適當之報酬後，由其取得專利申請權 375；反之，「非職務上發明」則是受雇人

在職務範圍之外自行從事的發明，即便該發明利用到了雇主的資源，仍由受雇人

享有專利申請權，但雇用人可以在支付適當報酬後於原事業範圍內實施 376。 

至於「出資聘用」關係下之發明，雙方間可能屬承攬或類似委任之關係 377，

前者係以約定受聘人非完成一定之工作及不得收取報酬為條件 378，後者則僅約

定一方為他方進行他方企劃下之工作，但不以「一定事務之處理」為契約內容，

故僅能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而非法律定義上之委任 379。在上述二種出資聘用

之關係中，有別於僱傭關係，受聘人就工作內容有較高程度之自主性，且因完成

                                                      
373 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民專訴字第 66 號判決、101 年民專訴字第 100 號判決、智慧財

產法院 101 年度民專上字第 2 號民事判決參照。 

374 謝銘洋，同註 364，頁 184。 

375 專利法第 7 條第 1、2 項：「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設計，其專利申請權

及專利權屬於雇用人，雇用人應支付受雇人適當之報酬。但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前項

所稱職務上之發明、新型或設計，指受雇人於僱傭關係中之工作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設

計。」；謝銘洋，同註 364，頁 187。 

376 專利法第 8 條：「受雇人於非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設計，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

權屬於受雇人。但其發明、新型或設計係利用雇用人資源或經驗者，雇用人得於支付合理報酬

後，於該事業實施其發明、新型或設計。」；同前註 364，頁 186（在支付合理報酬後依法律規

定而取得權利者屬『法定授權』，且在解釋上應是『非專屬授權』）。 

377 謝銘洋，同註 364，頁 186。 

378 民法第 490 條以下參照。 

379 謝銘洋，同註 364，頁 186-187；民法第 528、529 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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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使能取得報酬，需承擔相對出資人較高程度之風險，因此在利益衡量時應將

經濟性權利歸屬與受聘人（即發明人本人）380。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不論是僱傭關係下的發明、出資聘用關係下的發明或是

一般發明等情況，若有複數雇用人或複數發明人（即共同發明人），則應有對應

之複數個專利申請權人。以非職務、非出資聘用關係之共同發明為例，所有共同

發明人皆為專利申請權人，個個缺一不可，須於專利申請時同時提出 381。 

 

三、專利權人 

在專利申請人申請之專利被核准公告後，其地位即由程序上權利主體轉換為

實體上權利主體，將身分由專利申請人轉換為專利權人。在權利之性質上，專利

權人被專利法賦予之權利並非「所有權」，而係在一定期間之得排除他人實施之

「排他權」，此外，有別於發明人僅享有屬人格權之姓名表示權，專利權人擁有

的係屬財產權，具有實質上使用、收益、處分之權利，且其得以讓與或繼承。 

我國專利法雖未有單一條文針對「專利權人」有明確定義，然而誠如上述，

因專利申請權人之意義實為專利權人在尚未取得專利權時之程序上地位，在專利

核准後隨即轉變為專利權人，故由上述條文可以得知，在發明專利中，專利權人

除本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即指發明人。 

附帶一提者係，若專利非由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提出申請，利害關係人可依專

利法第 71 條第 3 項提起舉發使得專利無效 382，或是由真正申請權人依前開條文

                                                      
380 專利法第 7 條第 3 項：「一方出資聘請他人從事研究開發者，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之

歸屬依雙方契約約定；契約未約定者，屬於發明人、新型創作人或設計人。但出資人得實施其

發明、新型或設計。」 

381 專利法第 12 條第 1 項：「專利申請權為共有者，應由全體共有人提出申請。」 

382 專利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發明專利權有下列情事之一，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

提起舉發：……三、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或發明專利權人為非發明專利申請權人。」第 2
項：「以前項第三款情事提起舉發者，限於利害關係人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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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舉發後再依同法第 25 條在法定期間之公告後二年內請求移轉登記 383。 

 

第二節 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權利歸屬認定 

第一項 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類型 

近年來，人工智慧技術在各個領域的發展，有著飛躍性的突破，因此除了試

圖將人工智慧「本身」（如：演算法）申請專利之外，人類更進一步地希望能夠

利用人工智慧協助進行其他方面的研發。本節中，作者將以人工智慧介入研發之

發明稱作為「人工智慧衍生發明」，該發明並無標的限制，可以是方法、化合物、

機構等，並以人工智慧於研發中擔任之角色區分不同階段，有前期的「人類利用

人工智慧作為工具」、中期的「人類與人工智慧協力完成」及後期的「人工智慧

獨立完成」三種 384，以下分述之。  

 

一、人類利用人工智慧作為工具之發明 

在人工智慧發展初期，人工智慧其實並不「智慧」，它沒有思考及判斷能力，

僅為電腦程式應用的一種進階。在本階段中，人工智慧之能力所及，皆限制在人

類所給予的有限資料當中，它並不具備「學習」與真正的「決策」能力，不論是

進行判斷或者分析，都是在人類事前輸入的現有資料作為基礎，並利用其存儲空

間、運算能力與二十四小時不間斷運作之優勢，更靈活地實現多元化的功能，僅

此而已。因此，在這個階段，可以將人工智慧的角色定位理解為單純的輔助性工

具，只能加速流程而未有任何實質貢獻。事實上，截至目前為止，全世界大多數

引入人工智慧協助發明的實例，仍皆停留在此階段。 

以新藥研發為例，其研發流程主要可以分為藥物探索、價值確效、動物試驗、

                                                      
383 專利法第 35 條：「發明專利權經專利申請權人或專利申請權共有人，於該專利案公告後

二年內，依第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提起舉發，並於舉發撤銷確定後二個月內就相同發明

申請專利者，以該經撤銷確定之發明專利權之申請日為其申請日。」 

384 三階段分類係參照：沈宗倫，人工智慧科技與智慧財產權法制的交會與調和，載：人工

智慧相關法律議題芻議，頁 205-210，201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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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試驗四大階段，其中在藥物探索之早期階段，從確定潛在疾病目標到評估、

測試候選藥物之所需時間甚長，為藥廠開發新藥的最大瓶頸之一，此外，許多藥

物即便通過了前期階段之考驗，在最後的臨床實驗階段功虧一簣的也不在少數。

杜夫藥物發展研究中心（Tuft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rug Development）在 2014

年的一份數據指出，開發一種新藥的平均成本近 26 億美元，且其開發時間更長

達 14 年之久，才能將藥物從實驗室推向市場，而令人遺憾的是，最後真正能在

市場生存的藥物通常不到 5%。以阿茲海默症為例，近年來國際製藥巨頭皆於開

發治療藥物時陸續出現挫折，如禮來（Lilly）在 2016 年底宣佈其已投資時近 10

億美元的阿茲海默藥物 Solanezumab 臨床試驗失敗，輝瑞（Pfizer）在 2018 年 1

月透過華爾街日報宣佈暫時停止目前所有阿茲海默症的新藥開發，默克藥廠

（Merk）亦於 2018 年 2 月因宣佈經評估後對患者沒有正面幫助而終止該病症新

藥 Verubecestat 的三期臨床試驗。 

由上述可知，新藥研發實為在有技術基礎的支持上，進行不斷嘗試錯誤（trial 

and error），其過程極度漫長且非常耗費人力、物力。有屆於此，近年來，越來越

多的新創公司嘗試開發出人工智慧軟體工具，應用在新藥研發領域，利用大數據

統計資料並加以分析，協助人類進行研發。有別於傳統由人類逐一測試的方法，

人工智慧的「腦容量」無限且具有快速運算之能力，因而得以大幅提升新藥開發

之進程。2016 年，歐洲最大的人工智慧公司 BenevolentAI 在深度學習軟體的輔

助下，在一週內確定了 5 個萎縮性脊椎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的候選藥物，大大減少了設計候選藥物所需的試驗和錯誤數量，在有人工

智慧軟體作為工具的協助之下，他們並預計能藉此將相關成本降低百分之六十。 

以上為以目前人工智慧於發明中最廣為使用的新藥研發為例，說明人類利用

人工智慧作為工具進行發明之可能態樣，又該案例可以明顯看出，人工智慧於此

階段並沒有任何提出對最後發明有實質貢獻之發想或改良方法，因此在發明過程

中僅作為工具協助人類進行發明的人工智慧，並不能列為發明人，當然就沒有討

論其發明權利歸屬的必要性。 

 

二、人類與人工智慧協力完成之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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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中的人工智慧，逐漸跳脫工具的角色，開始學習思考。換句話說，

有別於前階段中的人工智慧在人類進行有限的數據訓練後，即無法增加新的內容，

本階段中的人工智慧具備了自主學習的能力，能夠向外增長其所知範圍，對於未

經工程師透過程式輸入並訓練的新資訊，自發地進行學習甚至調整。 

事實上，人類與人工智慧協力完成發明之類型，與現有之共同發明極為類似，

二者對發明的貢獻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卻互為不可或缺之一部分。此階段中，

人工智慧之技術發展雖較不易定義，但大致可分為以下二種：第一種協力發明，

為帶有主副關係之協力，即人工智慧提出之貢獻係以人類協助之前提所生。此類

型中的人工智慧只具備有限的學習能力，必須由人類先對其以大量數據進行初步

的訓練後，再以既有的數據為基礎進行擴充，換句話說，此時的人工智慧開始能

夠舉一反三，因此可能提出人類能力所未能掌握的資訊，然而其貢獻仍以人類前

階段的訓練為要件。第二種協力發明為完全對等關係之協力，即人工智慧之學習

已經不限制只能在已知的範圍內進行擴張，它能夠跳脫人類的引導，從無到有並

獨立提出發想，其角色與一般人已無二致。 

綜合上述，本階段的人工智慧不論與人類之間屬何種協力關係，只要其對於

發明確有實質貢獻 385，則其角色實際上已相當於發明人。舉例而言，在新藥研

發中，由人工智慧判斷化學性質並提出一定程度有效配方，再由人類進行不需過

多的實驗測試，只要二者皆對該藥物配方在法律角度判斷下有「實質貢獻」即可。

然究竟應將人類與人工智慧並列為共同發明人，還是僅將人類列為發明人，不無

疑問。又因前者將面臨不適用現行法之發明人主體適格問題，後者則可能導致發

明人不實而使專利無效 386。故在與人類協力完成發明的人工智慧類型中，應如

何認定人工智慧於法律上的地位，實為現行法下所難以解決的問題。 

                                                      
385 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民專訴字第 60 號民事判決：「發明人係指實際進行研究發明之

人，須對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之技術特徵具有實質貢獻之人，所謂『實質貢獻之人』，則指為完

成發明而進行精神創作之人，其需就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或達成之功效產生構想。並進而提出

具體而可達成該構想之技術手段。」 

386 35 U.S.C 256: ”Whenever through error a person is named in an issued patent as the 
inventor, or through error an inventor is not named in an issued patent, the Director may, on 
application of all the parties and assignees, with proof of the facts and such other requirement
s as may be imposed, issue a certificate correcting such error.” （此條文允許更正發明人係以

非惡意錯列為前提）。 



DOI:10.6814/NCCU20190081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5 

 

 

三、人工智慧獨立完成之發明 

如果以實驗室中的角色來比擬的話，我們可以把第一階段的人工智慧想像成

是個負責處理數據等文書工作的大學部專題生，它可以幫助教授與學長姐加速實

驗流程，卻鮮少能夠做出對於實驗有實質幫助的想法或貢獻；第二階段的人工智

慧像是碩士生，有一定程度的學術能力，卻可能礙於經驗不足，無法獨立完成實

驗，需要在師長或較資深的學長姐領導協助下共同進行，故於此情形中乃屬與學

長姐協力完成之實驗；而第三階段的人工智慧，則是已經有博士生甚至是教授之

水準，對於整個實驗過程已能全面掌握，得以從最初的實驗發想、執行到分析結

果，自行完全承擔。 

當人工智慧之發展至此，其已經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創作空間也不再限於

已知、經人類訓練並學習過的資料。本階段中的人工智慧，在消化吸收已知的資

料庫後，可以藉由於外界互動等方式，主動學習新知，擴張資料範圍並自主調整

既有的演算法模型，調整演算法的過程就類似於人類的思考，人工智慧可以藉此

融會貫通後提升自我。此外，因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工智慧大致上可以視同為

一般人類，在沒有人類在旁協助的情況下，若產出了符合其他所有專利要件之發

明，應如何認定該發明之發明人，又該專利之權利又應由誰來享有，在現行法之

下亦將面臨困境 387。 

 

四、小結 

綜合以上三種情形，除了第一階段中因人工智慧對發明無實質貢獻而不需要

進一步討論之外，其餘二種態樣之發明，皆因有人工智慧之加入，而產生發明人

以及專利權人難以認定的問題。雖有論者指出，美國專利商標局早已悄悄地核准

                                                      
387 Colin Davies, An Evolutionary Step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Artificial Intelligen

c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27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60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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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發明人實為電腦的發明 388，然就目前為公眾所知的技術而言，人工智慧尚未

能達到獨立研發之成熟度，即便如此，法律規範本應與時俱進，甚至走在科技的

前端，目前已有許多學者大膽預測電腦終將自主產生發明 389，就此本文將於下

一節中詳述。 

 

第二項 人工智慧對現行法制之衝擊 

如本章第一節所述，由人工智慧衍生出的發明有多種可能性，不論是作為人

類工具、與人類協力發明，還是由人工智慧獨立發明，皆會有認定發明人為何者

的問題。在現行的專利法下，人工智慧是否得以列為發明人，可以分成兩個層次

進行討論。首先第一層次，須先確認人工智慧之實質貢獻，若無實質貢獻則可以

直接適用現行法，並無進一步討論之必要，若有實質貢獻，則為了更落實尊重發

明人之目的，始有必要進入第二層次「應否」以及「如何」認定人工智慧衍生發

明之權利歸屬問題探討。 

在第一層次的問題中，有關發明人之適格標準，我國專利法雖無特定條文要

求，但已於實務判決中多次強調，發明人須為對發明具有實質貢獻之人，即「為

完成發明而進行精神創作，且就發明或新型所欲解決之問題或達成之功效產生構

想，並進而提出具體而可達成該構想之技術手段」之人 390。為判斷人工智慧是

否滿足實質貢獻之標準，需要先認可人工智慧之創作屬於精神創作，且證明人工

智慧有能力在不經由人類訓練的前提之下，由自己提出構想，且能提出不須再經

過過度繁雜之實驗之可達成該構想的具體技術手段，唯有滿足以上條件，始會發

生因人工智慧之創作心智需要被尊重，而有進一步討論如何認定權利歸屬之必要。

若在第一層次中無法證明人工智慧確實能夠不經由人類訓練而由自己提出構想，

即不具自主發明能力，則可以直接否認其作為發明人之可能，而無須討論進一步

                                                      
388 Ryan Abbott, I Think, Therefore I Invent: Creative Computers and the Future of Paten

t Law, 57 B.C. L. Rev. 1079, 1099 (2016). 

389 Erica Fraser, Computers as Inventors – Leg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
ligence on Patent Law, 13 SCRIPTed 305, 306 (2016). 

390 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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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利歸屬問題。 

在第二層次中，退步言之，即便能夠證明並且滿足前述要件，人工智慧仍將

面臨主體身分不適格的問題，於此需將發明人、專利申請權人及專利權人三者分

開討論。 

有關發明人部分，因發明人享有之權利係人格權中的姓名表示權，而姓名表

示權理論上僅自然人得以享有，在現行法下，人工智慧既無法取得民法上享受權

利並負擔義務的權利能力，更不可能享受僅自然人得以享有之姓名表示權，那麼

事實上由人工智慧獨立創作出來的發明，即無適當可供記載之發明人 391，由人

工智慧與自然人共同創作之發明，則無法記載真實之所有發明人。若參考美國最

高法院見解，構想（Conception）需為對心智概念的完整呈現，又「個體（individual）」

一詞直接隱含了排除自然人以外之公司或法人團體列名為發明人之可能，因此本

質上為機器之人工智慧，在現行法不得作為發明人主體 392。於此情形，除非承

受發明人記載不實之風險，將與該發明相關之自然人作為發明人進行專利申請，

否則該發明將因無發明人而無法以專利進行保護，只能轉而利用其他權利（如：

營業秘密）保護，或是選擇將該技術貢獻予公共領域。 

至於有關專利申請權人及專利權人之問題，此二者享有之權利性質皆為財產

權，區別僅在於程序上與實體上之專利核准前後身分轉換，故於此一併討論。首

先，人工智慧衍生發明在前階段發明人認定時，如因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發明人

非自然人而直接否認其專利適格，則該發明無法申請專利，並無討論專利權權利

歸屬之必要；然若以自然人充當為發明人，甚至肯認人工智慧之發明人主體適格，

則需進一步考慮須由何者提出申請及由何者享有專利核准後之專利權問題。進一

                                                      
391 Ryan Abbott, Hal the Inventor: Big Data and Its Use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Big 

Data Is Not a Monolith, MIT Press, 199-200 (Cassidy R. Sugimoto et al., eds, 2016). 

392 Charlotte Walker-Osbor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ges ahead of the law (Feb. 15, 201
7), available at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1fcf16c5-f31a-4f82-99ea-af9d6abf5
800 (“While the term ‘individual’ appears to exclude companies or legal entities from being na
med an inventor, ‘conception’ is defined by the US Supreme Court as ‘the complete performan
ce of the mental part of the inventive act’ and ‘the formation in the mind of the inventor of 
a definite and permanent idea of the complete and operative invention as it is thereafter to be 
applied to practice.’ Under US law, currently, a machine is not likely to be named an inventor
 since it is not an “individual” and the “conception” standard appears to contemplate inventors
-hip by a person rather than a machine.”) (Last visited: 2019/06/28).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1fcf16c5-f31a-4f82-99ea-af9d6abf5800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1fcf16c5-f31a-4f82-99ea-af9d6abf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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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言，以自然人充當為發明人之情形，雖該自然人並非有實質貢獻之人，有違反

專利法獎勵創新目的及發明人不實之虞，然在後續專利申請權人及專利權人之權

利歸屬判斷上，並無現行法適用之困難；反之，若是肯認人工智慧之發明人主體

適格，則在專利申請權人及專利權人之權利歸屬上，又要再次進行歸屬於「自然

人或法人」或是「人工智慧」之價值判斷與法規適用探討。 

需要注意的是，在判斷專利申請權人及專利權人之權利歸屬時，其本質上即

與認定發明人時有所不同，因發明人僅享有專屬於自然人的姓名表示權，專利申

請權人及專利權人享有的則是可歸屬於自然人及法人的財產權，此外，專利權人

所得以支配之專利權，其運用（如：授權、讓與）及其所可能衍伸的侵權問題通

常較多且複雜，涉及到更多經濟發展、社會公益等利益分配上的問題，如果欲肯

認人工智慧作為專利申請權人及專利權人，除了因不具權利能力而依然不適用現

行法外，在權利之行使上亦會面臨困難；而若肯認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適格

卻不允許人工智慧作為專利申請權人及專利權人，則要提出最適宜之適格的權利

歸屬主體，且勢必須要透過修法解決。 

綜合上述，在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情形，究竟應否賦予人工智慧權利，賦予

權利之限度如何，皆需要綜合人工智慧貢獻程度、法規適用可能性、公共秩序與

善良風俗、發明人創作意願、整體經濟發展等因素進行考量。參照美國智慧財產

權法相關之制定，係以經濟與法律、意志理論以及勞動理論三個主要的理論作為

基礎 393。其中，若依黑格爾的意志理論見解，認為創作者之所以能夠擁有他的

想法係因其屬於創作者意志（Personality）的表現 394，則因意志專屬於自然人所

享有，故人工智慧系統不得作為專利權權利歸屬對象。洛克的勞動理論則認為，

一個人對其工作成果擁有自然的權利 395，如依此理論，則在人工智慧衍生發明

的案例中，只要人工智慧對該發明的產生有貢獻，包含程式設計者、訓練者、擁

                                                      
393  Shlomit Yanisky Ravid & Xiaoqiong Liu, Wh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produce 

inventions: an alternative model for patent law at the 3A era, 39 Cardozo L. Rev. 2215 (201
8). 

394 G.W.F. HEGEL, PHILOSOPHY OF RIGHT, 55-60 (S.W Dyde trans, Batoche Books 2
001) (1821). 

395 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SE ON CIVIL GOVERNMENT, 6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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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操作者等，都應該給予其經濟上的獎賞，至於給予獎賞的多寡，則取決於

其於設定參數、完成目標等動作的困難度而定 396，然若只僅依照操作手冊進行，

則不足以被認為是發明人甚至共同發明人。 

最後，假設人工智慧衍生發明如雨後春筍般誕生的時代正式來臨，如果沒有

完整的修法配套，以現行法直接套用的情況下，將導致該發明如上述般因無發明

人而淪為公共財、貢獻給公共領域 397，如此一來，間接的意味著人工智慧衍生

發明因不能主張專利權，缺少了實際經濟價值，這樣的結果可能進一步降低研發

者推進人工智慧技術發展的意願，有違專利法最初鼓勵發明、促進產業發展之立

法意旨。考量到以上有關人工智慧對於現行法制之衝擊，作者於緊接的下一章節

中，將發明人、專利申請權人及專利權人區分成三個部分進行討論，嘗試提出數

種可能的解決方案，並對於各種方案之優劣及其所可能造成的延伸影響進行分析

比較，再於最後提出綜合判斷後最可行之修法方向與建議。 

 

第三項 權利歸屬認定之可能因應方案與建議 

在討論權利歸屬之前，需要先再次釐清討論重點，即專利權必須區分為屬人

格權之發明人所有的姓名表示權，以及屬財產權之專利申請權與專利權，以下分

述之。 

 

一、發明人 

（一） 發明人認定之可能方案 

在進入發明人之權利歸屬討論時，需要將「人類利用人工智慧作為

工具之發明」、「人類與人工智慧協力完成發明」以及「人工智慧獨立完

成發明」三種型態分開討論。 

                                                      
396 Peter M. Kohlhepp, Note When the Invention Is an Inventor: Revitalizing Patentable S

ubject Matter to Exclude Unpredictable Processes, 93 Minn. L. Rev. 795 (2008). 

397 See Naruto v. Slater, 888 F.3d 41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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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利用人工智慧作為工具之發明」之第一階段的發明型態中

情形，有論者認為，因利用人工智慧作為工具之人類始為真正從事研發

並有實質貢獻者，人工智慧不具備實質貢獻，沒有成為發明人之可能，

即便利用現行法亦無衍生之發明人適格性問題。然有論者指出，雖在人

類利用人工智慧作為工具時，不須考慮人工智慧可能為發明人之問題，

然而於此，因人工智慧之「形成與訓練」與其預定可以產生之功效存在

必要關聯，應認人工智慧之技術貢獻係來自於程式設計者及訓練者等，

若有數人則應視為共同發明人 398，至於最後對人工智慧進行操作或應

用者，則需視其是否對成果確實投注技術貢獻而定，若存在實質技術貢

獻，則亦並列為發明人 399。 

在「人類與人工智慧協力完成」之第二階段的發明型態中，以現行

法而言，因為專利發明人僅限於自然人已如前述，至於人工智慧部分，

即便人工智慧實際參與研發且對於發明提出實質貢獻，依專利法尊重發

明人之意旨原應將其與自然人並列為發明人，然因人工智慧不具備人格

並且不得享有與人格權相關之權利，故在認定發明人時，僅得將人類列

為發明人，人工智慧因不得享有姓名表示權而須將其排除。然而，將有

實質貢獻之人工智慧排除，雖可避免現行法之主體適格問題，卻同時面

臨因發明人記載不實，而產生往後使專利被利害關係人舉發而撤銷之風

險 400。若是在前節第三階段之「人工智慧獨立完成發明」型態中，人工

智慧為唯一的發明主體，為了規避現行法僅允許自然人為發明人之規定，

且避免創作成果因無發明人而使專利不得申請進而流入公眾領域之後

果，在專利申請時不得不將無實質貢獻之自然人作為發明人提出專利申

請，惟該作法同樣會面對上述發明人記載不實之窘境。 

對此，有持反對見解之學者認為，決定是否賦予人工智慧發明人主

                                                      
398 沈宗倫，同註 384，頁 207。 

399 沈宗倫，同註 384，頁 207。 

400 同註 38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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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格之權利前，應先回歸到專利法目的探討，既然專利權可以視為與

社會公眾訂立契約，以提供有限期間之排他權為誘因，鼓勵發明人創作

發明 401，那麼「誘因」的存在對於發明人及社會公眾雙方皆屬必要之存

在。然而，在人工智慧衍生發明的情況下，除非人工智慧能夠達到與人

類一般完整的思考與感受，否則給予人工智慧專利並無法創造誘因以達

到促使人工智慧創作之目的 402，因此不得將發明人之權利歸屬於人工

智慧 403，使人工智慧衍生發明沒有適格之發明人，因而直接進入公眾

領域。亦有學者認為，即便基於上述原因不允許人工智慧作為發明人，

如為避免人工智慧衍生發明因人工智慧之發明人不適格而不得申請專

利，可以選擇以修法方式允許沒有發明人的發明申請專利 404，克服人

工智慧衍生發明作為專利之可能性，惟在此情況需要轉而提供誘因予有

創作發明能力之人工智慧的所有者（如：使其成為專利被授權人），使

人工智慧所有者繼續研發有創作發明能力的人工智慧 405。 

除此之外，另有學者認為，專利權與技術壟斷的社會成本並存 406，

而作為研發主體的人工智慧，其具備發明能力之技術突破，已經給予過

專利作為經濟利益上之補償及獎勵做為對價，在其作為發明人之衍生發

明中，相關自然人理應並無額外的資源投入，故無再次給予專利保護之

必要 407，若肯認人工智慧衍生發明的專利權適格，則有重複保護之虞。 

針對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權利歸屬問題，本文就應否賦予人工智慧

發明人適格地位採取肯定之見解。首先，關於人工智慧是否具備「心智」

                                                      
401 RICHARD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40 (6th ed., 2003). 

402 World Economic Forum, supra note 271 at 10. 

403 Ravid & Liu, supra note 393 at 2239.  

404 POSNER, supra note 400. 

405 POSNER, supra note 400. 

406 Daniel J. Hemel & Lisa Larrimore Ouellette, Beyond the Patents-Prizes Debate, 92 TE
X. L. Rev. 303, 314-15 (2013). 

407 R. D., Cliffor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Era of the Creative Computer Program: Wi
ll the True Creator Please Stand Up?, Tulane Law Review, 71, 1698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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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專利法之保護目的與著作權法略有不同。兩者雖皆為保護「精神

創作成果」，惟從保護目的及標的來看，著作權法著重於保護本質上具

有文化內蘊的人類智慧結晶 408，需考慮其「人格性」409，且不論是否重

複，只要符合著作權法規定之要件之任何「獨立而不抄襲」之創作，皆

予以保護；反之，專利法不需考慮人格性 410，其更著重在其貢獻，藉由

新穎性、進步性即產業利用性三大要件考量，認定是否有助於技術發展、

社會進步，對於獨立產出卻已經存在而不符合新穎性要件之發明，仍不

賦予其專利權，然而對於無意間而非經深思熟慮所創作出的發明，只要

符合上述法定要件，反而賦予其專利權 411。由此可知，專利法對於是否

為人類「精神活動成果」的要求程度不及著作權法，應認為發明人之記

載意義主要在於「表明創作來源者」為何。 

再者，考量到發明人僅享有姓名表示權，真正有權能夠對專利進行

支配者為專利權人，故不論賦予發明人地位與否是否對沒有生命的人工

智慧本身造成創作動機程度之改變，以滿足專利法提供「誘因」之意旨，

只要真正受有利益之專利權人能夠因為人工智慧衍生發明得做為專利

申請保護，而提高進行相關人工智慧研發工作意願，即達到專利法促進

研究及產業發展之目的 412。換句話說，「是否存在誘因」應於專利權人

認定時納入考量即可，採反對見解者於發明人認定時以無發明誘因作為

反對理由應不足採。 

                                                      
40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基本概念，available at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

219594&ctNode=7561&mp=1（最後訪問日：2019/03/17）。  

409 沈宗倫，同註 383，頁 206。 

410 Abbott, supra note 388 at 1110-11. 
411 Abbott, supra note 388 at 1110 (“The primary reason a mental act requirement should 

not prevent computer inventorship is that the patent system should be indifferent to the means 

by which invention comes about; …patentability of computational inventions should be based o

n the inventiveness of a computer's output rather than on a clumsy anthropomorphism because, 

like Turing, patent law should be interested in a functionalist solution.”). 

412 Abbott, supra note 388 at 1104 (“Although Al would not be motivated to invent by th
e prospect of a patent, it would motivate computer scientists to develop creative machines.”).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19594&ctNode=7561&mp=1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19594&ctNode=7561&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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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針對給予人工智慧衍生發明專利權恐有重複保護疑慮之

質疑，本文認為，既然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權利歸屬討論實益在於人工

智慧有自主發明能力時，那麼人工智慧本身的創作心智與發明該人工智

慧者的創作心智不應視為一體。至於有關人工智慧衍生發明可能不存在

額外資源投入而不應以專利權與以過多保護之考量，本文同意即便偶然

的發明屬於專利法保護範圍，專利法主要目的之一仍係為鼓勵研發資源

投入而設。然而因為人工智慧產出發明原則上仍需經過人類操作設定等

前置過程，該操作雖對於發明沒有實質貢獻，應認其可以藉由專利權保

護作為人類勞力投入、驅動人工智慧產出發明之誘因；若是完全不需經

過人類操作即可產出發明的情形，已過度超出目前預期範圍，應可認為

其與偶然發明一般，屬於特殊情形，雖未能達到鼓勵研發資源投入之目

的，惟因資源投入並非專利法之唯一保護目的，本文認為其若能滿足專

利要件，且予以公開能達避免其他人重複投入研發、促進技術進步等其

他目的 413，則仍有以專利保護之價值。完全否定無額外資源投入之發

明以專利權保護之可能性，可能使得潛在專利權人嘗試轉往以營業秘密

保護該技術，當產業中無法以該技術為基礎進行進一步研發，將進而阻

礙科技進步並造成整體社會損失 414，此為專利權保護範圍之調節上一

直以來的兩難困境。 

（二） 建議 

首先，於人工智慧發展之第一階段，人工智慧因無實質貢獻，不可

能作為發明人，因此不需討論其適格性問題。然而，本文認為人工智慧

於作為人類工具時，需要區分其係「功能性工具」或「結果性工具」是。

若為功能性工具，意指其能夠提供如臉部辨識、化合物特性檢索等功能，

但並未包含一可作為專利之技術，此時其角色與現今之電腦相同，僅協

助人類加快研發進程，若欲有延伸之創作成果，則完全需仰賴使用該人

工智慧之人，故此時，不應將程式設計者等「形成與訓練」人工智慧之

                                                      
413 謝銘洋，同註 364，頁 9。 

414 Abott, supra note 388 at 1104-1105; Ramalho, supra note 1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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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為人工智慧研發成果之技術貢獻來源者。然若人工智慧為一結果

性工具時，意即其提供的是完全可預期之成果，利用人工智慧之人僅需

「觸發」即可產生該成果，則此時人工智慧僅屬一種傳遞媒介，當然應

認為該成果係源於「形成與訓練」人工智慧之訓練者、程式設計者等人

所提供之技術貢獻，而由其作為發明人或共同發明人。 

另一方面，當人工智慧進入第二、三階段之發明型態，人工智慧已

經能夠對創作成果提供實質貢獻時，則應討論其作為發明人之適格性問

題。若是採取肯定見解，認為應賦予人工智慧專利發明人適格，則勢必

無法適用現行法，而須以修法方式解決。 

對此，本文認為可以將其定位成「擬制自然人」，使其得以享有民

法上權利能力，其概念雖與法人相似，然其享有原僅專屬於自然人之包

含姓名權、名譽權等權利，因此以「擬制自然人」稱之 415。然考量到人

工智慧本質上仍非真正的自然人，在權利主體制訂時，應適當賦予必要

之權利即可，至於隱私、健康權等與發明人無涉之人格權不須賦予。此

外，在權利之主張上，人工智慧終究與自然人有別，故須有如同法人代

表之角色存在，代表人工智慧行使權利。參照法人係以選定董事為其代

表之規定 416，人工智慧因無法進行代表之「選任」，應由法律直接訂定

預設之法定代表人。然有關代表人之可能人選，包含有人工智慧使用之

演算法的發明人、使用人工智慧系統之機器（機器人）的所有人、人工

智慧衍生發明之所有人，或者其餘相關人士等，究竟何者為「代表人工

智慧行使權利」之最佳人選，實為一立法上之難題。對此本文認為，考

量到申請及未來訴訟上之程式經濟，應盡可能簡化，故可參照現行專利

法規定，除契約約定或法律另有訂定外，將發明人為預設之專利權人，

而在人工智慧衍生發明的情況下，可在專利核准前將專利申請權人作為

預設之人工智慧代表，專利核准後將專利權人作為預設之人工智慧之代

                                                      
415 民法第 26 條：「法人於法令限制內，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但專屬於自然人之權

利義務，不在此限。」（由本條推知，法令無特別限制法人不得享有人格權，故其應得享有，惟

因法人與自然人之本質上不同，故如健康權、身體權、肖像權等人格權，法人自不得享有。） 

416 民法第 27 條第 2 項前段：「董事就法人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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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並要求其進行登記以臻明確。至於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申請權

人與專利權人認定，將於下一段落詳細進行討論。 

需要注意的是，在人工智慧衍生發明的型態中，亦會有共同發明的

情況產生。對此本文認為，在人工智慧與人工智慧共同研發時，則複數

個人工智慧應並列成為共同發明人；同樣地，在人工智慧與人類共同研

發時，人工智慧與人類為共同發明人；若是有多個人工智慧與多個自然

人共同發明時，則將該多數個人工智慧與自然人同時並列並表示其皆為

對專利有實質貢獻的發明人即可。 

在賦予人工智慧發明人地位，並為其選定代表人後，除了解決人工

智慧衍生發明無發明人之困境外，亦可更進一步地解決發明人記載不實

之問題。相較於美國專利法第 256 條針對發明人記載不實之法律效果存

在明文規定 417，我國專利法於舉發之法定事由中，雖未將「發明人記載

不實」明確列出，惟參照專利法逐條釋義及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有關舉

發之說明 418，應認該情況與「系爭專利之申請權人並非真正專利申請

權人」時法理相同，可以類推適用相同之法律效果，故「利害關係人」

即未被列為發明人之有實質貢獻的「人工智慧」，應可依上述審查基準

主張類推適用，而對發明人記載不實之專利提出舉發，至於就人工智慧

提起舉發的具體方式，因其不具有訴諸司法救濟程式之當事人適格，本

文認為可比照法人作為訴訟當事人之情形，以其代表人為人工智慧代為

主張權利，代表人之選定則誠如前段所述，除特別約定外，以人工智慧

之專利權人為其預設之法定代表。 

（三） 小結 

綜上所述，有關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發明人認定問題，本文認為發

明人為表徵創作來源之重要角色，為專利權之必要存在，又雖人工智慧

                                                      
417 supra note 385. 

418 專利審查基準 5.4.3.1.1：「有關專利申請權之爭執，係主張系爭專利之申請權人並非真

正專利申請權人，或專利申請權為共有而非由全體共有人提出申請者。有關專利申請權之爭

執，限於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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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不會因為專利權之有無影響其是否進行創作，然而賦予人工智慧衍

生發明專利適格，因自然人能夠從其中獲得利益，可以促使人類投入資

源、從事更多「使機器創作」之相關研究，否則單純擁有具創作能力之

人工智慧的專利，而無法取得由人工智慧創作成果之發明，對人工智慧

研發者而言，可能降低其研發意願，反而違背了專利法鼓勵創新之目的。 

據此，本文以人工智慧應作為適格發明人為前提，提出應賦予人工

智慧成為民法上的適格主體，使其成為「擬制自然人」，享有權利能力

以取得姓名表示權，並在此基礎上，令人工智慧本身成為適格之發明人

主體，再為其選定自然人之法定代表為其主張權利，如此除了可以達到

將發明人如實記載，又得簡化發明人認定之困難，避免將人類作為人工

智慧衍生發明之發明人時可能產生之分岐。 

 

二、專利申請權人與專利權人 

專利申請權人與專利權人之區別在於，專 利權人係專利申請權人申請

並獲准取得專利之人，除了事後再有將專利權讓與或繼承之情形，否則雖

專利申請權人與專利權人二者意義及享有權利上不盡相同，然其原則上應

為同一人，以下將一併進行討論。 

（一） 專利申請權人與專利權人認定之可能方案 

1. 直接援用現行法 

首先，若以不修改現行法而完全直接援用的前提下，因為

權利歸屬主體僅限於自然人已如前述，故當人工智慧實際參與

研發，並與人類共同創作出發明，甚至由人工智慧獨立研發而

成為唯一發明主體時，發明人、專利申請權人及專利權人應如

何認定不無疑問。 

在人工智慧與人類共同研發的情況中，雖在現行法下人工

智慧不得作為發明人，故無法將有實質貢獻的人工智慧與人類

如實地名列為共同發明人，然該情況至多是將人工智慧對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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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質貢獻忽略，其餘之人類發明人，仍可依現行法進行專利

申請，成為專利申請權人，並在核准後成為專利權人，無發明

人不實的問題；若其餘之人類發明人有契約特別約定或有職務

上發明而使雇用人成為專利申請權人時，亦與無人工智慧涉入

之情況相同，可以直接適用現行法，而無在此特別討論之必要。 

另一方面，在人工智慧獨立研發之情況中，因現行法下人

工智慧不得為發明人，且已無任何對發明有實質貢獻之人得作

為發明人以提出專利申請，除非承擔未來可能因發明人不實而

遭舉發而使專利無效之風險，否則將造成專利無發明人之窘境。

又無發明人之專利，根本無專利申請之可能，亦當然無專利權

人，因此該不得申請專利之發明，除將其視為營業秘密並以營

業秘密法保護外，將貢獻於公眾，成為公共財。此結果將使得

「有創作發明能力之人工智慧」發明之實際經濟價值大幅降低，

影響研發者從事相關研究之動機，進而延滯科技發展，有違專

利法最初為了鼓勵發明之立法意旨 419。 

綜上所述，有關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申請權人與專利

權人認定，若不修改現行法而選擇直接援用，在人工智慧與人

類共同研發時，可以僅將被承認為適格主體之人類列為發明人，

無專利申請之困難，至於人工智慧之貢獻部分，因人工智慧本

非發明人適格主體，未將其列入不會涉及法律上之發明人不實

問題。然在人工智慧單獨進行研發的型態中，因無任何對發明

有實質貢獻之自然人為發明人，該發明為避免使該發明不得作

為專利，只能選擇將實際上未有實質貢獻之自然人列為發明人，

以克服該發明申請專利之可能，與此同時，因呈報之發明人並

未對人工智慧衍生發明有實質貢獻，需承擔因發明人不實並遭

舉發而使專利無效之風險；反之，若拒絕將未有實質貢獻之自

然人列為發明人，則該發明因無適格發明人，而不得申請專利。 

                                                      
419 Ramalho, supra note 1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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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人工智慧單獨進行研發的型態中，不論是無可供

紀載之發明人，或是將未有實質貢獻之自然人列為發明人，皆

可能使得該發明不得作為專利保護對象，同時因為沒有專利排

他權賦予之經濟利益，降低研究者將人工智慧衍生發明公開之

可能，如此有違專利法立法目的，亦非立法者所樂見。因此本

文認為，在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情形，不適合直接援用現行法，

而有必要透過修法，提出超越現行法之較佳解決方案。 

2. 人工智慧本身 

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第二種發明人選擇，為人工智慧本身，

而人工智慧本身通常為一種附著在機器上的演算法或系統，非

屬自然人或法人，在現行法下不具有民法上的權利能力，當然

不得作為專利申請權人及專利權人，故若要選擇人工智慧本身

作為權利歸屬主體，則勢必需要修改現行法。 

在現行專利法下，除職務上發明或契約約定等特別情況之

外，將發明人預設為專利申請權人 420，並在申請專利核准後成

為專利權人。本文於前述有關發明人認定之討論中，認為在人

工智慧衍生發明時，應賦予人工智慧發明人之地位，且為達此

目的，將人工智慧定位為擬制自然人，使其得以享有權利能力，

若以此為前提，則人工智慧本身除了作為發明人外，應亦為預

設之專利申請權人及專利權人。 

然而，發明人所享有之權利主要僅為姓名表示權，至多再

於他人越權申請其發明、或是發明人記載不實時，享有訴訟權

以主張其本應享有之權利。有別於此，專利權人為享有排他權

之得以使用、收益、處分該專利之人，與發明人相較而言，對

於專利權利狀態之影響更為直接，因此本文認為專利權人在專

                                                      
420 專利法第 5 條第 2 項：「專利申請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指發明

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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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相關之法律地位上較發明人更為重要，在認定上需更加周

延。

對此本文認為，即便人工智慧發展至有獨立思考能力並能

創作發明時，其本質上終究非自然人，而專利法為促進產業發

展，始以賦予一定期間排他權作為交換之鼓勵方式，對於人工

智慧本身而言，因其非自然人，賦予其權利或經濟上利益並不

生激勵之效果，而有違背專利法的設計目的之虞。此外，本文

於前述認定發明人時，提出將人工智慧比照法人角色，為其選

定代表以代人工智慧主張其作為發明人之權利，而代表之選擇

視其申請階段不同預設為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申請權人或

專利權人。就此，如果認為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申請權人

或專利權人為人工智慧本身，則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發明人、

專利申請權人、專利權人以及人工智慧代表四者，將皆為人工

智慧本身，而無選定代表的實益，除了因不涉及自然人而無法

達到以專利權提供創作誘因之立法目的外，後續如有侵權、授

權、讓與等權利行使或主張上之問題，因人工智慧無法自行處

理，仍會面臨困境。

綜上所述，雖於現行專利法的框架中，除出資聘用或職務

上發明等法定原因或另有契約約定外，發明人即為專利申請權

人，並在專利核准後為專利權人，然若依此作為人工智慧衍生

發明之專利申請權人與專利權人方式，會使人工智慧本身成為

專利申請權人與專利權人。然專利權人所享之排他權較發明人

僅享有之姓名表示權為複雜，人工智慧本身即便被法律賦予權

利能力，事實上卻無從由自己行使。此外，因僅有自然人得為

專利法提供研發誘因之對象，若未於得享有人工智慧衍生發明

利益之角色中設有自然人，則無法達到專利法鼓勵創新以推動

技術發展之重要目的。因此，在認定專利權人時應設有特別規

定，避免將發明人作為預設之專利權人即人工智慧之情況發生。 



DOI:10.6814/NCCU20190081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0 

 

3. 人工智慧相關人士 

若為了避免人工智慧衍生發明因無法適用現行法而成為公

共財，以及賦予人工智慧本身享有專利權人地位之極大阻礙，

再同時考量到賦予專利同時須存在創作誘因以達專利目的，人

工智慧衍生發明之第三種專利權人選擇，為人工智慧相關人士，

換句話說，就是從初期人工智慧之出現到最終人工智慧之產出

流程中，各個部份涉及到的自然人。有別於使人工智慧本身成

為專利權人，當以自然人作為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權人時，

因其得享有專利權之經濟利益，得以此鼓勵自然人從事人工智

慧相關研發 421，推進人工智慧技術發展。 

本文認為，選擇人工智慧相關人士作為人工智慧衍生發明

之專利權人，其核心概念相似於現行法已有的「職務上發明 422」。

參考專利法逐條釋義中針對該條文之說明 423，將職務上發明定

義為「雇用人提供資源環境、支付薪給予受雇人，受雇人提供

勞力、心智」，其與「人類提供資源環境予人工智慧，人工智慧

提供心智」兩者間形成相同之供需關係，又從目的性角度觀之，

雇用人雇用受雇人之其中一項重要目的即為期待受雇人為雇用

人創作，故可將雇用人之於受雇人，轉換為人工智慧相關人士

之於人工智慧，而將人工智慧研發之發明專利權歸屬於以使人

                                                      
421 Ryan Abbot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ng Com

puter-Generated Work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1 (2017). 

422 專利法第 7 條第 1 項：「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設計，其專利申請權及

專利權屬於用人，雇用人應支付受雇人適當之報酬。但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42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同註 364，頁 19-20（任何發明或創作，固然都是透過人類智慧所

完成，但其成果通常是經由企業團體或研究機構提供資金及各種設備、進行各種研究始得完

成。受雇人基於僱傭契約，本即從雇用人處受有一定之報酬，因此，基於履行僱傭關係，其執

行職務後有研發成果，而有專利申請權與專利權，應歸雇用人享有，應屬合理。）；陳昭妤，論

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之法律保護—以著作權與專利權權利主體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

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頁 136-137，201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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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慧創作為目的對其「提供資源」之人 424。 

惟試想以下情形 425：當 A 公司的 B 員工研發了一個人工

智慧程式並授權給 C 公司後，C 公司的 D 員工將該程式或演算

法附著在 E 公司的機器上，並使用了 F 公司的數據來訓練該人

工智慧程式，而該人工智慧在訓練完成後創作了發明，即本文

所稱之人工智慧衍生發明，如此一來，何者才是該衍生發明之

發明人？ 

由上述案例可以得知，人工智慧於不同階段中涉及了眾多

扮演不同角色之人，其中包含有人工智慧程式之專利權人（A 公

司）、人工智慧程式或演算法設計者（B 員工）、操作人工智慧

使其產出發明之終端使用者（C 公司或 D 員工）、內建有人工智

慧系統之機器製造者（E 公司）以及訓練數據提供者（F 公司）

等，因人工智慧之使用情形複雜且多元，在人工智慧創作過程

中之自然人，皆可能對人工智慧「提供資源」，故即便將職務上

發明之概念類推於此，亦將在專利權人之選擇上產生問題，以

下挑選出數種與研發過程最為相關之可能人選，分別進行討論。 

(1) 訓練數據提供者 

就目前可以預期的情況而言，人工智慧的知識需透過「學

習」而來，而學習的前提需要有足夠大量的數據支撐，即便

當人工智慧最終發展至有獨立思考能力而得以跳脫原有的學

習範圍，由於人工智慧會基於學習到的不同數據，調整內部

參數及演算方式，並進而產生不同結果，故最初始被用來訓

練人工智慧的數據資料，仍會直接且有效地影響其思考走向。 

                                                      
424 Russ Pearlman, Recogniz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s Authors and Investors under 

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24 Rich. J. L. & Tech. 36 (2018). 

425 Jason Loh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ives new thinking on patent rights (Jul. 15,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cfb71b99-e4ac-4a13-96cf-7c1fd6e98543
 (Last visited: 2019/06/28).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cfb71b99-e4ac-4a13-96cf-7c1fd6e98543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cfb71b99-e4ac-4a13-96cf-7c1fd6e98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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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人工智慧比擬成人類，訓練數據即為教材，因此

在人工智慧經過大量數據訓練後，成為有能力創作之主體之

情形，可比擬為人類通過教科書學習知識，並經融會貫通後

提出屬於自己的見解。然而明顯地，在現行之自然人發明中，

並不會將人類創作出來的發明，歸功於發明人接觸過的資料、

文獻及其提供者，因即便該些資料提供了發明人創作靈感，

創作靈感與資料間實無直接關聯。同理可推，在人工智慧衍

生發明中，數據提供者確實對人工智慧程式之形成「提供資

源」，屬不可或缺之存在，然其至多僅提供了人工智慧學習環

境與背景知識，而對於發明最重要的人工智慧「心智」幾乎

沒有貢獻，此外，其對於人工智慧提供訓練數據之主要目的

亦非期待人工智慧進行創作並由其獲得成果收益。因此本文

認為，數據提供者在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創作過程中所提供

之資源及目的，並不足以使其被認定為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

專利權人。 

(2) 程式設計者 

承上所述，人工智慧程式需要有大量數據作為訓練來源，

而在取得數據來源後，如何利用該數據亦為人工智慧程式之

重要設計部分，故有論者提出應以人工智慧的程式設計者作

為其衍生發明之專利權人 426。 

程式設計者之貢獻事實上分為幾個部分，首先，需要將

數據進行篩選及擷取之預處理，以作為訓練數據來源 427，雖

然不同的人工智慧模式可以使用相同的數據來源，但因為使

用目的及需要聚焦的部分不同，因此負責設計人工智慧程式

者通常會依個案需求自行擷取所需部分並進行調整。在確認

                                                      
426 Edward Lee, Digital Originality, 14 Vand. J. Ent. & Tech. L. 940 (2012). 

427 機器學習裡資料預處理及特徵工程總結，https://codertw.com/%E7%A8%8B%E5%BC%8
F%E8%AA%9E%E8%A8%80/457901/（最後造訪日：2019/06/24）。 

https://codertw.com/%E7%A8%8B%E5%BC%8F%E8%AA%9E%E8%A8%80/457901/
https://codertw.com/%E7%A8%8B%E5%BC%8F%E8%AA%9E%E8%A8%80/457901/


DOI:10.6814/NCCU20190081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3 

 

有足夠訓練數據後，程式設計最重要的步驟為建立人工智慧

的主要框架，包含其網路結構、損失函數（loss function）等，

透過調整函數結構及深度，建立人工智慧程式之學習成效評

斷標準 428，並幾乎決定了人工智慧程式最終的訓練結果。最

後，所謂的訓練，僅是藉由調整參數將模型最佳化，利用前

述數據在建立好的框架上執行反覆訓練，並在通過測試後完

成最終的人工智慧程式。以上雖然看似分屬不同步驟，然因

彼此間緊密相關，若將人工智慧比擬為學生，則數據為課綱

教材、建立模型框架為課程設計、訓練行為則是最後的授課

及出作業。 

雖然討論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權權利歸屬時，需以

人工智慧具有除了既有的演算法及資料庫外，能夠在程式設

計者完成訓練後，自行學習額外知識，並有獨立思考及研發

能力為前提，故對人工智慧衍生發明提供實質貢獻者必須是

人工智慧而非人類，否則不存在討論實益。然而，有論者認

為，即便程式設計者未對人工智慧衍生發明提供實質貢獻，

其對於人工智慧心智之形成，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且其對

人工智慧投入心力、資源之目標，即是期待能夠提升人工智

慧之效能與應用範圍，故似屬專利權人歸屬之可能人選。 

然而，有反對見解者認為，人工智慧程式之創作、研發

能力，主要立基於程式設計者的「訓練」，然而其訓練方式並

非由程式設計者對人工智慧設置按部就班式的明確指令，而

只是在其產生錯誤時進行一次次修正，並期待由人工智慧自

己提升能力 429，此行為應該不足以認定其為專利權人。此外，

                                                      
428 蔡炎龍，函數、神經網路與深度學習，科學月刊，2019 年 2 月 26 日，http://scimonth.bl

ogspot.com/2018/03/blog-post_8.html（最後造訪日：2019/06/24）。 

429 Jason Tanz, Soon We Won't Program Computers. We'll Train Them Like Dogs, WIRED 
(May 17, 2016), https://www.wired.com/2016/05/the-end-of-code/ (Last visited: 2019/06/28). 

http://scimonth.blogspot.com/2018/03/blog-post_8.html
http://scimonth.blogspot.com/2018/03/blog-post_8.html
https://www.wired.com/2016/05/the-end-of-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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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權歸屬於程式設計者，將對期

待藉由使用人工智慧產生發明之使用者，喪失對人工智慧衍

生發明的權利，並進而降低付費取得人工智慧程式授權之意

願，可能影響使用者與程式設計者雙方的經濟權益 430，因此

不宜將人工智慧的程式設計者作為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

權人。 

(3) 製造者 

現今之人工智慧實為以機器學習或深度學習之方式，所

產生出的計算模型，屬較為抽象的演算法，若要大量廣泛地

應用，則通常會將人工智慧系統嵌入有體的機器內，若在未

來有研發能力的人工智慧係以「發明機器人」的模式進行販

售、授權、出租，則該發明機器人之製造者即扮演重要角色。 

以著作為例，製造者乃將一具音樂創作能力之人工智慧

系統內建至有體的外殼而形成作曲機器人，並將該人工智慧

以作曲機器人之形式呈現給使用者的角色；同樣地，製藥機

器人乃機器人製造商將已經經過大量藥方訓練學習之可產生

新藥配方之人工智慧系統，內嵌至製藥機器人，並在人類使

用者輸入參數或其他操作後，創作出藥方者。 

然而很明顯地，製造者若單純將已經完成的人工智慧程

式與有形體之機器人結合，因其外殼並非必要，負責創作研

發的是人工智慧「程式」，且討論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著眼點

亦在於人工智慧「程式」有獨立思考能力時，而非將人工智

慧「機器人」擬人化，因此機器人之有形外殼對於協助人工

智慧進行研發無提供任何必要資源，以非以期待人工智慧具

備創作能力為目的投入，不應享有專利權。 

                                                      
430 Pamela Samuelson, Allocating Ownership Rights in Computer-Generated Works, 47 U. 

Pitt. L. Rev. 1185, 1207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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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終端使用者 

所謂終端使用者，係指在既有之有創作能力的人工智慧

上，藉由操作系統及提供輸入資料等動作，促使人工智慧創

作並產生發明之人。在一連串與人工智慧作衍生發明有關之

步驟中，人工智慧使用者僅參與創作過程的最後一步，亦即

在其他角色提供技術、資金、設備等資源，並使人工智慧得

以自主創作後，使用者負責依各自不同需求「觸發」人工智

慧進行創作。然觸發行為並未對人工智慧衍生發明「提供資

源」，因此若以本文前述提出之方法--類推職務上發明之概念，

以提供資源作為認定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權人認定參考，

則處於終端之人工智慧使用者，因未提供資源，而無法作為

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權人。 

使用者付費購買軟體使用權（取得授權），並藉此創作出

衍生之智慧財產權之情形，在日常生活中以著作較為常見。

以微軟公司所開發之 office 系統之 word 軟體為例，使用者

使用 word 軟體創作，該軟體僅為一輔助性工具，著作之產生

乃係人類使用者以軟體作為「工具」，投注心智勞力及精神思

想所生 431，於此情形下，軟體本身對於因此產出之創作沒有

實質貢獻，人類使用者始為付出實質貢獻之人，因此在認定

著作權人時，當然應將著作權賦予給付出實質貢獻之人類使

用者，而非 word 軟體之所有權人微軟公司。 

有別於付費購買授權軟體，使用者對創作提供了原始性

及創作性，因此認其為著作人 432，在人工智慧衍生發明的情

                                                      
431 Pearlman, supra note 424 at 27. 

432 Andrew J. Wu, From Video Game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signing Copyright Owne
rship to Works Generated by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Computer Programs, 25 AIPLA Q. J. 1
31, 150-51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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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使用者於人工智慧並未提供實質貢獻 433。然而，終端使

用者不論是藉由取得授權還是其他方式，其使用有創作能力

之人工智慧系統之目的，通常為期待該人工智慧得以產生發

明，並進一步取得衍生發明之專利權，即成為人工智慧衍生

發明之專利權人 434。此外，使用者雖無直接對於使人工智慧

具備創作能力提供資源，然其為了使用人工智慧並觸發其進

行創作，確實支付了人工智慧使用權之授權金予負責創作之

人工智慧之專利權人，且最後的創作成果亦可能因使用操作

上細節之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結果，應亦屬提供資源的一種

型態。 

此外，從經濟發展之角度思考，若否定使用者作為人工

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權人的可能性，對於使用者而言，其向

負責創作之人工智慧專利權人支付的金錢、操作技巧等成本，

無法藉由取得創作成果作為平衡，故其在人力、金錢上的投

資將幾乎淪為無益；又對於負責創作之人工智慧的專利權人

而言，除了得以自行使用該技術外，通常亦會選擇藉由授權

他人使用以取得更多的經濟上回饋，然當有創作能力之人工

智慧的被授權人，僅能單純使用，而無法取得使用後所產生

創作成果的發明專利權人地位時，將降低被授權人之取得授

權意願；又當市場上不存在取得授權意願之人時，將回頭影

響有創作能力之人工智慧的相關研究發展，進而環環相扣地

減緩研發意願與進程，有違專利法最初鼓勵創作之目的。 

(5) 人工智慧程式之專利權人 

在此之專利權人，係指人工智慧程式「本身」的專利權

人，原則上即為該程式之發明人，惟若有前述提到之職務上

                                                      
433 Pearlman, supra note 424 at 27. 

434 W. Michael Schust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atent Ownership, 75 Wash. & Lee L. 
Rev. 1945, 198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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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出資聘用發明或以契約特約之情形，則以發明人之雇

用人、出資人或契約特約之人為專利權人。 有論者提出，以

人工智慧程式的專利權人作為預設之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

利權人，將提供誘因使人工智慧程式的專利權人願意將技術

分享，而非限制他人使用 435。 

對此，本文認為，既然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產生，係由

有創作能力之人工智慧程式而來，而判斷人工智慧程式之專

利權歸屬之目的，即在進行對人工智慧程式使用、收益、處

分權分配之價值判斷。以職務上發明為例，專利法第 7 條將

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發明之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歸屬予雇

用人，係因受雇人對於其研發受有薪資，且使用雇用人提供

之器材或資源，因此在利益分配上應認為將專利權歸屬於雇

用人始屬合理 436。 

回到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情形，觀察人工智慧程式之專

利權人、人工智慧程式以及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三者之關係，

可以將人工智慧程式之專利權人視為雇用人、人工智慧程式

視為受雇人，人工智慧衍生發明則為受雇人之創作成果。由

於人工智慧程式之專利權人投注資源研發有創作能力的人工

智慧，其目的即是期待能由人工智慧程式進行創作研發，並

由人工智慧程式之專利權人取得衍生發明之利益，與職務上

發明有相同概念，因此將人工智慧程式之專利權人作為人工

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權人似屬有理。將人工智慧專利權人認

定為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權人，除了不須進行額外的權

利歸屬認定外，從專利法鼓勵創作之目的思考，亦有助於提

升對於「有研發能力之人工智慧」的研發意願，故其乍看之

下似乎有其道理所在。

435 Abbott, supra note 421 at 12. 

436 同註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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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工智慧之專利權人認定十分複雜，一套人工智

慧程式系統可能涉及多項分屬不同專利權人之技術，而無法

從中選取最主要的一項技術之專利權人作為代表，即便在同

一程式中的不同技術已有相互授權之約定，在專利權人認定

之權利分配上仍會有衍生問題發生。以蘋果公司手機產品所

使用的 IOS 系統為例，雖然 IOS 系統係屬蘋果公司所有，惟

其中有極大可能使用到了非蘋果公司的其他技術與專利，在

某些狀況下，蘋果公司在取得其他技術授權或使用時，可能

會有相關之分潤規定，惟在未特別約定的情況下，不論將 IOS

系統所生之經濟上利益全部歸為蘋果公司所有，或是依在程

式內貢獻之所占比例分割利益等方式，如果以人工智慧程式

專利權人作為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權人，將使專利權人

之間的關係複雜化，除了認定不易外，在產生糾紛時亦會徒

增許多經濟成本。此外，若將人工智慧程式本身的專利權人

作為人工智慧衍生發明時預設的專利權人，將產生與以程式

設計者為專利權人時一樣的問題，也就是對於真正有需求之

使用者而言，在產生衍生發明後卻無法取得其所生利益，失

去了使用有創作能力之人工智慧的實際價值，並因此降低市

場使用意願，不利於技術發展。 

綜合上述，將人工智慧程式的專利權人作為人工智慧衍

生發明的專利權人，雖然看似容易，卻因人工智慧可能涉及

多項專利共同組成，而有多位專利權人，反而造成認定上的

不易。此外，再次考量到專利法欲促進技術發展的重要目的，

人工智慧程式的專利權人於此似非合適人選。 

 

第四項 小結 

 在決定是否肯認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適格時，需要考慮非常多的面向。

雖有持反對見解者認為，即便人工智慧能夠呈現其自主性、跳脫人類預期進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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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因其終究無法脫離係由人類創造始得形成的事實，不足以作為研發或創作成

果歸屬之主體 437。此外，若使人工智慧衍生發明成為專利適格主體，將造成人

工智慧逐漸取代人類進行發明 438，對研發人才造成衝擊，亦可能因為專利權歸

屬之認定問題，導致真正具有高技術能力的人才以及相關研發工作逐漸消失 439。

歐洲專利局在 2018 年 5 月發表的一份有關人工智慧會議的紀錄中則採取折衷見

解。，其表示即便人工智慧已經可以自主發明，仍應認定包含程式設計者、開發

者、實施者等「使用者」，作為人工智慧衍生發明的發明人「群」，如此便可以維

持現有對於人類發明人的要件 440。 

然而，本文採取肯定見解，認為當人工智慧能夠在沒有人類協助下自主進行

研發時，人工智慧為「直接」對成果投注貢獻者，則依據專利法保護創新的立法

意旨，即應給予創作或研發主體之地位，若否定其作為發明主體，反而可能使其

成果永遠欠缺歸屬可能性之情形 441。從市場角度而言，肯認人工智慧之發明人

地位，有助於提升對「有研發能力之人工智慧」的研發動力 442。 

若由機器自主研發出來的發明無法取得專利，則由該機器所有者為了不讓發

明淪為公共財，可能選擇不公開並轉而以營業秘密作為保護 443，甚至因無法回

收研發成本，選擇根本上放棄相關研發，不論是何種結果，皆不利於產業發展。 

進一步地，在解決人工智慧之主體適格性問題時，本文認為首先應使人工智

慧成為擬制自然人，，使其得為權利歸屬主體，進而在其與人類協力發明或由其

獨立產生發明時，成為適格之發明人，至於其究竟應如何進行「擬制」，本文認

                                                      
437 Robert C. Denicola, Ex machina: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computer-generated works, 6

9 RUTGERS U. L. REV. 251, 283-286 (2016). 

438 Abbott, supra note 391 at 188. 

439 Liza Vertinsky & Todd M. Rice, Thinking About Thinking Machines: Implications Of 
Machine Inventors For Patent Law, 8 B.U. J. Sci. & Tech. L. 574, 576 (2002). 

440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aten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Summary (May 30,
2018), 9, available at https://e-courses.epo.org/pluginfile.php/23523/mod_resource/content/2/Su
mmary%20Artificial%20Intelligence%20Conference.pdf (Last visited: 2019/03/11). 

441 沈宗倫，同註 384，頁 192。 

442 Ryan Abbott, Patenting the output of autonomous inventive machine, 10 Landslide 16, 
19 (2017). 

443 Abbott, supra note 388, at 1106. 

https://e-courses.epo.org/pluginfile.php/23523/mod_resource/content/2/Summary%20Artificial%20Intelligence%20Conference.pdf
https://e-courses.epo.org/pluginfile.php/23523/mod_resource/content/2/Summary%20Artificial%20Intelligence%20Confere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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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以應就有限度地就其需要給予必要之權利。再者，應人工智慧終究為一無生

命的主體，故需為其設置代表人，以代為主張權利並承擔義務。代表人之選擇，

得以契約約定之，若未約定，則專利核准前與後，分別以專利申請權人或專利權

人，作為人工智慧之代表人。若同一人工智慧由不同使用者衍生出多項發明，則

因各發明之專利權人不同，而分別有不同的代表人；換句話說，因在此之代表人

選定係為人工智慧行使發明人所享有之權利，因此一代表人對應一發明而非一代

表人對應一人工智慧，且須經登記以使公眾得以知悉。 

基於以上，專利權人之選擇可以視為人工智慧衍生發明最為複雜卻關鍵之部

分。在現行法下，以人工智慧為研發主體之發明，因無適當之發明人可供記載，

只能將發明貢獻於公眾，而無專利權人認定之可能，因此本文首先排除。其次，

考量到專利法的初衷，若選擇人工智慧本身作為專利權人，則難以達到鼓勵創新

與促進經濟發展之目的，在專利權人的權利行使與主張上也會隨之更加複雜，故

本文亦予以排除。 

最後，本文將現行法中「職務上發明」之概念套用於此 444，將人工智慧視為

受雇人，人工智慧相關人士為專利權歸屬之雇用人，並列出人工智慧之訓練數據

提供者、程式設計者、機器製造者、終端使用者以及人工智慧程式本身的專利權

人五種角色。 

由於專利權之賦予涉及了整體社會公益與技術發展，選擇專利權人時，以經

濟利益及市場參與最大化，作為專利權人選擇之主要指標 445。其中，程式設計

者為人工智慧之產出源頭，賦予其專利權可以激勵更多研發創新，使企業更願意

投資人力、心力等資源在人工智慧自主發明的研發當中 446，似為相當不錯之人

選。然而，以 IBM 公司為例，即便由其所研發之人工智慧 Watson 系統能夠被應

用至金融、法律、醫療等多項領域 447，IBM 公司並未因此而開設了銀行、法律

                                                      
444 Pearlman, supra note 424 at 36. 

445 Schuster, supra note 434. 

446 Abbott, supra note 391 at 190. 

447 Schuster, supra note 434 at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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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或者醫院 448。由此可知，因人工智慧本身之程式設計者或專利權人，通

常未有進一步投入於人工智慧衍生發明所屬相關領域之打算；反之，使用人工智

慧進行創作之使用者通常係有意利用其所生之衍生發明，甚至加以拓展該發明涉

及之相關領域技術，因此，雖若僅單純考慮對於人工智慧進行創作提供之資源，

終端使用者或許並非最佳人選，然就專利法目的之綜合考量下，應選擇以人工智

慧之終端使用者作為預設之專利申請權人與專利權人最為適當 449。當然，上述

建議僅為法律為解決歸屬問題所建立之預設規定，然在實務上經常存在不同研發

型態的合作或授權關係等，為因應不同情況，可支配人工智慧系統之原所有人（如

上述的 IBM 公司），亦可在將人工智慧系統或程式授權出去時，以個案方式分別

訂定衍生發明專利權歸屬之契約 450，以滿足不同使用者的使用目的與需求。 

綜合上述，根據本文提出之權利歸屬相關認定方案，同一人工智慧所衍生出

多項發明之相關權利人，需就個別發明為單位進行認定，而非依人工智慧為單位

對應固定一組之發明人、專利權人等相關權利人。而由人工智慧為發明主體之發

明，以人工智慧本身為發明人，其使用者則同時為專利申請權人（專利獲准後為

專利權人）及發明人之代表人。若同一人工智慧由不同使用者操作產生出兩個不

同發明，則即便發明人為同一人工智慧，因發明不同，則有分別對應之不同的代

表人，分別就該發明之範圍代表人工智慧主張發明人之權利。若同一人工智慧由

不同人操作產生相同之發明，則依照先申請原則，排除後申請人取得專利權之可

能。

448 IBM Services, https://www.ibm.com/services?lnk=hpmse_ts&lnk2=learn (Last visited: 201
9/06/27). 

449 Pearlman, supra note 424 at 36. 

450 Pearlman, supra note 424 at 36. 

https://www.ibm.com/services?lnk=hpmse_ts&lnk2=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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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要件判斷 

人工智慧衍生發明在現行專利法下，除了本文討論重點之適格性問題之外，

因其為人工智慧之心智所生，而非由自然人所創作，故即便其滿足專利適格性，

於進一步測試是否符合專利要件時，亦可能面臨不適用現行標準之情形，因本文

篇幅有限，以下僅概述之。 

 

第一節 現行專利制度之專利要件判斷 

參考我國智慧財產局於 2014 年發布的專利審查基準中明文指出 451，申請專

利之發明需要符合產業利用性、新穎性及進步性三項基本要件 452，始有取得發

明專利之可能性。現行 2018 年發布之最新版專利審查基準雖已不見「專利三要

件」之說法，然而其概念說明依舊存在於現行專利法，故專家學者們仍以上述名

稱定義之。 

第一項 產業利用性 

首先，專利法之立法目的係為提升產業技術水準，以促進經濟發展，因此，

專利法保護之標的須為在產業上有利用價值之技術 453。事實上，產業利用性係

屬專利三要件中最容易達成之要件，此處所稱產業包含任何領域中利用自然法則

之技術思想而有技術性的活動 454，且不以工業為限，而係從寬認定涵括農業、

                                                      
451 2004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彙編第一篇/第二章/第一節，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

=219604&ctNode=6683&mp=1。 

452 專利法第 22 條第 1 項：「可供產業上利用之發明，無下列情事之一，得依本法申請取得

發明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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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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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 楊智傑，專利法，頁 39，2014 年 9 月；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1.1：「凡可供產業

上利用之發明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即指申請專利之發明必須在產業上得以利用，始符

合申請發明專利之要件，稱為產業利用性。」。 

45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 Q&A，available at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504038
&ctNode=7633&mp=1（最後訪問日：2019/04/11）。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504038&ctNode=7633&mp=1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504038&ctNode=7633&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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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漁業、牧業、礦業、水產業等 455，此外亦不以發明所載之解決問題之技術

手段已實際被製造或使用為必要，而僅要求發明所載之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於產

業上有被製造或使用的「可能性」456，即足以認其符合「可供產業上利用」。若

參照美國專利審查基準，其對於產業利用性之要求為可信的（credible）、實質的

（substantial）、特定的（specific）457。 

需要注意的是，產業利用性之要件，經常與專利說明書要求「充分揭露」之

要件混淆 458，其中前者之主要目的係為要求發明於產業上有利用價值，後者之

目的則係使熟知該項技術者無須過度實驗即能了解發明之內容，並能據以製造或

使用，兩者本質要求並不相同，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如：未完成之發明），之所

以未具備產業利用性之原因，即是申請人於專利說明書中未充分揭露技術所造成。

對此，專利審查基準中特別列出，若是「說明書僅記載目的或構想，或僅表示願

望或結果，但未記載任何技術手段」、「說明書雖然載有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但

不明確或不充分、或採用該技術手段不能解決問題、或無法再現或僅能隨機再現

說明書所載之結果」及「說明書雖然載有具體的技術手段，但未提供實驗資料，

致無法證實該技術手段可達成所欲解決之問題」五種情形 459，屬於未充分揭露

而違反可據以實施之要件，而非違反產業利用性之要件。 

綜合上述，產業利用性實為成為專利之最低門檻，絕大多數欲申請專利之發

明皆能滿足此要件，僅有在少數情況中可能因發明未完成、單純娛樂而無營業上

可能或顯然無法實施等因素 460，造成發明不具備產業利用性。 

                                                      
45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1.2。 

456 同註 454。。 

457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
PEP), 2107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of Applications for Compliance with the Utility Requir
ement. 

458 專利法第 26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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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1.3.1。 

460 2004 年版專利審查基準彙編第一篇/第二章/第一節，available at https://www.tipo.gov.tw/
ct.asp?xItem=219604&ctNode=6683&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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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新穎性 

新穎性（novelty）要件之判斷是一種形式上判斷，而不為任何評價 461，其係

要求申請專利之發明未構成先前技術的一部分 462，原則上僅有在欲申請專利之

發明與先前技術揭露之所有技術特徵「完全相同」時，始有不符合新穎性之問題，

若涉及相當或均等技術之問題，乃於下一步之進步性要件中判斷，然於少數以「手

段功能用語（Means-plus-Function）」方式撰寫專利說明書之發明 463，因請求項

僅有達成特定功能方式之描述，而未詳述其結構或材質本身，因此在進行新穎性

判斷時會例外將相當性技術納入考慮 464。 

我國採取之新穎性標準為絕對新穎性（absolute novelty），有別於相對新穎性，

絕對新穎性不區分公開的方式、時間及地點 465，只要於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

語言、任何形式，只要該資訊在申請專利之發明申請前，已公開而處於公眾得獲

知其技術內容的狀態，且不以公眾實際上已真正獲知其技術內容為必要，則該發

明喪失新穎性 466。然需特別注意，有別於進步性得以多項引證組合比對，新穎

性要件的創設目的為避免給予同一技術重複之專利，因此在新穎性的先前技術比

對時，應將先前技術的出處限定於單一參考或引證文件 467。 

                                                      
461 謝銘洋，同註 364，頁 122。 

46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 Q&A，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504039&ctNode=76
33&mp=1（最後訪問日：2019/04/11）。 

463 35 U.S.C. 112 (f): “An element in a claim for a combination may be expressed as a 
means or step for performing a specified function without the recital of structure, material, or 
acts in support thereof, and such claim shall be construed to cover the corresponding structure,
 material, or acts described in the specification and equivalents thereof.”；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一章/ 2.4.1.7 及 2.5.3。 

464 徐瑞甫、陳聖，由智慧財產法院判決探討我國專利請求項中功能性用語之相關爭議問題

（II）--據以實現／明確性要件及功能性子句智慧財產權月刊，195 期，頁 42-43，2015 年 3
月。 

465 楊智傑，同註 453，頁 41。 

46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2.2。 

467 謝銘洋，專利新穎性之認定—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98 年度行專訴字第 123 號解析，

法令月刊，61 卷 9 期，頁 28-30，2010 年 9 月。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504039&ctNode=7633&mp=1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504039&ctNode=7633&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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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國對於新穎性的規範模式，採取負面表列喪失新穎性之方式 468，於

專利法第 22 條第一項列舉「申請前已見於刊物」、「已公開實施」或「已為公眾

所知悉」為先前技術，若有上述情形，除非滿足專利法允許之例外，否則原則上

無法通過新穎性要件之檢驗。至於有關專利法允許之例外情形，又可稱作新穎性

優惠期，該優惠期使專利申請人於因特定原因而喪失新穎性的法定期間內仍得提

出專利申請 469，而不受新穎性之限制。至於其特定原因，我國專利法於 2016 年

修法前係以「因實驗而公開者」、「因於刊物發表者」、「因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

之展覽會者」及「非出於其本意而洩漏者」四類作為例示規定 470，2016 年修法

後則將條文改為「申請人出於本意或非出於本意所致公開之事實」471，似有將新

穎性優惠期的範圍變大之意 472。 

 

第三項 進步性 

最後，所謂進步性要件，係要求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person 

having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PHOSITA），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不能輕易完成，

始足當之 473。進步性一詞在美國法上稱為「非顯而易見性（non-obviousness）」

                                                      
468 沈宗倫，專利新穎性之先前技術範圍界定與比對評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一四

九號行政判決，月旦法學雜誌，197 期，2011 年 10 月。 

469 新穎性優惠期在 2016 年底修法中由 6 個月延長為 12 個月。 

470 2014 年版專利法第 22 條第 2 項：「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並於其事實發生後六個月

內申請，該事實非屬第一項各款或前項不得取得發明專利之情事：一、因實驗而公開者。二、

因於刊物發表者。三、因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者。四、非出於其本意而洩漏者。」 

471 專利法第 22 條第 3 項：「申請人出於本意或非出於本意所致公開之事實發生後十二個月

內申請者，該事實非屬第一項各款或前項不得取得發明專利之情事。」 

472 陳秉訓，新穎性優惠期修法後智財局之挑戰，北美智權報，177 期，http://www.naipo.co
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Industry_Economy/IPNC_170125_0705.htm（最後造訪日：

2019/06/26）。 

473 專利法第 22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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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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歐洲法則稱為「發明步驟（inventive step）」475，係為規範欲申請專利之發明，

除了滿足前述之新穎性及進步性兩個條件外，還需進一步與既有的先前技術有相

當程度突破之要件 476。進步性之目的係為限縮專利保護範圍 477，建立專利的申

請門檻，將與先前技術僅有微小而不具意義差別之發明排除，僅允許具備足夠突

破的發明申請成為專利；換句話說，專利法欲保護之標的為對社會有貢獻之發明，

若是專門為了申請保護而生，卻無技術創新之發明，則認為其不具保護必要 478。

由於經申請核准之專利具有強大的排他權效力，若無進步性之要件存在，將使眾

多極為相似的專利充斥在市場上，阻礙技術創新 479，同時亦不利於產業競爭。 

根據我國專利法審查基準，進步性之判斷包含了五個步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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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先前技術」之範圍確立與「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認定屬

最為關鍵。根據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規定 480，所謂「通常知識者」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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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審查基準中並進一

步說明，一般知識包括工具書或教科書等所載之周知（well-known）的知識，亦

包括普遍使用（commonly used）的資訊及從經驗法則所瞭解的事項；普通技能，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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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ffere
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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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EPC Article 56:“An invention shall be considered as involving an inventive step if, ha
ving regard to the state of the art, it  is not obvious to a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476 謝銘洋，同註 364，頁 123。 

477 謝銘洋，同註 364，頁 123。 

478 Ramalho, supra note 1 at 6. 

479 Ramalho, supra note 1 at 6. 

480 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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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指執行例行工作、實驗的普通能力 481，參考美國專利審查基準與我國最高法

院判決 482，其包含五項考量因素：「（1）該技術所面臨問題之類型、（2）先前技

術解決該等問題之技術手段、（3）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創新速度、（4）該科技之

複雜度、（5）該領域實務從事者之教育水準」483。 

然而，「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並非真實存在之特定人，而係一「虛

擬之人」484，其不限於專利產品之使用者、技術領域之競爭者、公司內從事研發

工作者等 485，即便在上述施行細則中存在對於「一般知識」及「普通技能」的定

義，「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的技術水準究竟應如何客觀地界定，該虛

擬之人又如何虛擬出來，仍屬實務上操作之難題。又除了「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

常知識者」之界定外，目前我國於實務操作上，法院對於進步性判斷標準亦仍存

有分岐。其中，部分法院以上述我國於審查基準中之判斷標準進行彈性認定 486，

亦有法院採取美國 KSR 案中，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所建立之較為限縮的 TSM 測試

法（教示 Teaching、建議 Suggestion、動機 Motivation）487，認為除非存在熟習一

般技藝之人士得以結合或修改有關先前技術文獻教示內容的「教示、建議或動機」

等證據 488，否則不得認為發明不具備進步性 489。雖然各法院之見解未趨一致，

然可以由判決中大致歸納出「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簡單變更」「單純拼湊 

                                                      
481 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3.2.1。 

482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
PEP) 2141.03 (”1. type of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art, 2. prior art solutions to those prob
lems, 3. rapidity with which innovations are made, 4. sophist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and 5. 
educational level of active workers in the field.”). 

483 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503 號判決。 

484 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一章/1.3.1。 

485 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406 號判決。 

486 該基準係參考美國過去之判決見解 Graham v. John Deere Co., 383 U.S. 1 (1966). 

487 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 127 S. Ct. 1730 (2007). 

488 Id. (“a patent claim is only proved obvious if the prior art, the problem's nature, or th
e knowledge of a person having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reveals some motivation or suggestio
n to combine the prior art teachings.”) 

489 參照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254 號民事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12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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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否定進步性之可能因素，「反向教示」、「有利功效」、及「其他輔助性資料」

為肯定進步性之可能因素 490。 

最後，因「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難以客觀地被虛擬出來，故即便

在審查基準之進步性判斷步驟中，已經明確指出在判斷進步性時，「所屬技術領

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知識水準界定為必要之步驟，最高法院亦曾在 105 年做出

判決 491，特別要求下級之智慧財產法院於判斷進步性時，需先確立「具有通常

知識者」之知識水準，然而，智慧財產法院在 107 年公開徵詢法庭之友意見後，

提出與上開判決不同意見之判決 492，認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技

術水準只有在當事人有特別主張且對判斷結果有影響時，始有特別加以判斷之實

益，否則原則上已實質隱含於引證案技術特徵之具體比對分析中，無須另外明確

定義；學者於 105 年所做的實證研究中，多數法官亦表示未曾針對通常知識者的

技術吮準進行曉諭或辯論 493。 

綜合上述，進步性要件之目的，係針對可為熟知該技術者輕易完成、或未增

進實質上新功效之發明設立門檻，避免排他權效力過度擴大。其中，我國法院對

於進步性之詳細判斷流程雖未有一致見解，然由上述可知，「所屬技術領域具有

通常知識者」之界定係屬進步性判斷之主要核心，亦為下節中討論人工智慧衍生

發明時最有爭議之處。 

 

第二節 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要件判斷 

                                                      
490 莊智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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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2017 年 9 月。 

491 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503 號行政判決：「將來智慧財產法院就進步性為判斷

時，亦宜先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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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度及其實務從事者通常水準，確立『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知識水準。……上訴人於原審即一

再爭議『具有通常知識者』為何，但原判決仍未敘明熟習該項技術者於系爭專利申請日前之技

術水準為何，遽認熟習該項技術者可輕易思及『車輛出場時』管理所需，而有判決不備理由之

違。」 

492 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行專更(一)字第 4 號行政判決。 

493 宋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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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01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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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先前技術與新穎性 

人工智慧衍生發明的新穎性相關問題包含兩個，其一是作為新型態發明之發

明新穎性判斷標準為何，其二是人工智慧衍生發明對於現行自然人發明之新穎性

判斷產生之影響。此外，為了進行新穎性判斷，先前技術之範圍界定，亦為重要

之前提要素。 

首先針對第一個問題，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新穎性判斷，實與一般自然人發

明並無不同，即要求不存在與申請專利之發明請求項中，有完全相同技術特徵之

已為公眾得知（available to the public）的資訊，作為阻卻發明符合新穎性的先前

技術。而其是否具備新穎性，很大程度取決於人工智慧的創作過程，若人工智慧

使用之演算法能夠不受限於由人類訓練完成之模型，而能隨機產生更多變數，則

較有可能具備新穎性要件 494。 

針對第二個問題，因人工智慧產生創作的同時，不論其成果是否成為專利，

皆存在可能成為自然人發明及人工智慧衍生發明判斷新穎性時的先前技術，造成

新穎性要件之阻礙 495。再者，有別於有生命的人類，人工智慧的本質為機器，可

以較不受限且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地工作並產出，若利用機器製造先前技術，其

數量將遠大於自然人製造之先前技術 496，提高滿足新穎性要件之難度。此外，

先前技術之判斷，並不像專利申請時的專利說明書般要求其具備可實施性，不論

是否經驗證過方法、成分、結構等資訊，只要在申請專利之發明申請前被揭露，

就會阻卻該發明的新穎性。因此可以知道，當機器或人工智慧加入創作或發明者

行列，其快速產生之成果不論是否得以專利保護，皆會對原有之自然人發明造成

衝擊。 

事實上，目前已經有網站專門在做「自動前案產生器」497，該網站自美國專

                                                      
494 Vertinsky & Rice, supra note 439 at 594. 

495 Ben Hattenbach & Joshua Glucoft, Patents in an Era of Infinite Monkeys and Artificia
l Intelligence, 19 Stan. Tech. L. Rev. 32, 35 (2015). 

496 Id. at 41. 

497 Algorithmically generated prior art, http://allpriorart.com/ (Last visited: 2019/05/01). 

http://allprior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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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商標局的資料庫獲取先前之公開申請案，利用機器以及人工智慧技術進行句子

重組、改編，產生專利請求項，並加上時間，以成為先前技術。該網站雖稱其目

的防止專利蟑螂（Patent Troll）申請沒有意義的專利並造成濫訴情形 498，然而另

一方面，若此技術被有心人士利用，將影響真正有意義的發明申請專利，破壞專

利法鼓勵創新的初衷。另外，IBM 公司亦藉由自動生成的文件或出版品，作為防

禦性工具 499，其生成目的並非為了取得專利，而是製造先前技術以限制其他專

利申請人的請求項範圍，並提高申請相關專利的門檻 500。 

雖然各國法院至今似尚未出現以電腦大量產出無意義之排列組合作為先前

技術，進而影響欲申請專利發明之專利有效性或適格性爭議，然而當人工智慧技

術越來越成熟，其生成的前案已不再只是無意義的文字排列組合，而係有邏輯、

有實施可能的技術描述時，不論是現有以人類做為發明人之發明，還是以人工智

慧為發明人之發明，在新穎性甚至進步性判斷時都會造成影響 501。對此，可以

採取將由人工智慧創作與由人類創作之發明區別開來的方式，在新穎性與進步性

認定時僅以相同主體之發明人做為先前技術。亦有論者提出，以「公開性」、「目

的性」、「對他人影響程度」三個面向，對人工智慧衍生發明進行檢視 502，換句話

說，即要求既有技術須可為公眾不需負擔過高成本即取得 503，且為有意義且有

高度實施可能之技術 504，經審查機關或法院綜合上述要件及既有技術對於他人

創新之幫助或負面影響等，決定是否作為判斷新穎性時的先前技術。 

對此本文認為，既然新穎性之目的係為了避免相同發明重複申請專利，進步

                                                      
498 Id. (“The concept is to democratize ideas, provide an impetus for change in the patent 

system, and to preempt patent trolls.”). 

499 Hattenbach & Glucoft, supra note 495 at 39-40. 

500 Bill Barrett, Defensive Use of Publications in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BIOEN
TREPRENEUR, available at https://www.nature.com/bioent/2003/030101/full/nbt0202-191.html (La
st visited: 2019/06/26). 

501 Hattenbach & Glucoft, supra note 495 at 37-38. 

502 沈宗倫，同前註 384，頁 212。 

503 Hattenbach & Glucoft, supra note 495 at 42. 

504 Hattenbach & Glucoft, supra note 495 at 42. 

https://www.nature.com/bioent/2003/030101/full/nbt0202-1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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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目的則是以限制達到一定進步程度者始給予保護之方式，控制專利申請數量

505，如就此二種目的而言，對不同主體發明人進行區隔，並無助於目的之達成。

然而，不論是單純作為工具的人工智慧，乃至於到有獨立創作能力的人工智慧，

當人工智慧技術開始普及，其所可能產生的先前技術，將遠大於現階段已存在之

「Cloem」、「Allpriorart」等由電腦自動生成請求項之網站之數量，屆時將必須正

視而無法繼續目前做法，當作特例忽略。 

因此，實有必要對先前技術之構成進行限縮，判斷該技術是否係「為研發目

的」所生成、是否易於取得而滿足「足夠公開」、是否有「實施可能性」，其標準

難以定義，。 

綜合上述可知，為了避免因人工智慧慧涉入產生大量先前技術而干擾新穎性

認定，確實應限縮先前技術之構成，並非所有存在的資訊皆屬先前技術，否則人

工智慧普及後所產生之「巨量」先前技術，將嚴重阻礙研發人員的專利申請，並

且造成專利審查委員的負擔，甚至將對比先前技術之工作轉移至法院 506。對此，

可以參考學者見解 507，將該技術是否係「為研發目的」所生成、是否易於取得而

滿足「足夠公開」，甚至將是否有「實施可能性」納入考量作為因應。 

 

第二項 進步性 

在進行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進步性判斷時，與一般的自然人發明一樣，也會

面臨應如何認定「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困難。然相較於由自然人

所創作之發明，在單純由人工智慧所創作之人工智慧衍生發明，其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技術水準，與前述之新穎性判斷一樣，會面臨究竟應以自然

人還是人工智慧的技術水準為標準的問題，又如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505 謝銘洋、李素華，專利權訴訟中之進步性與均等論，台灣法學雜誌，218 期，頁 88，20

13 年 2 月。 

506 Hattenbach & Glucoft, supra note 495 at 41. 

507 沈宗倫，同前註 384，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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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工智慧」作為該虛擬之人，其技術水準應如何界定 508？此外，人工智慧衍

生發明中當人工智慧分屬於協助性工具、與人類協力以及由人工智慧獨立的三種

不同角色定位時，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應分別有所不同？  

 針對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進步性認定問題，如果將門檻設得過高，將使有價

值的發明淪為不可專利；然若將門檻設得過低，則會產生許多無意義的專利，並

迫使真正的發明人面對更多的侵權訴訟，此二者皆不利於創新 509。對此，有論

者提出，由於人工智慧會大幅提高「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技術水

準 510，雖將自然人發明與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一概而論，皆以人工智慧做為標準，將使自然人之發明處於不利地位 511，然

而若不將人工智慧的知識納入考量，僅以現有之較低標準進行認定，則會淪於賦

予未對現有技術貢獻突破的問題 512，因此建議統一提高「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之標準。 

亦有論者認為，既然將人工智慧與人類之通常知識者完全分開認定似無道理，

若將其視為競爭關係而完全合併認定亦會對人類發明產生衝擊，故提出得以在現

有判斷通常知識者技術水準的五項因素中，新增第六項參考要素：「有經驗者使

用之技術（technologies used by active workers）」513，使得當某項領域已大量導入

人工智慧時，將人工智慧的技術水準作為通常知識者的標準。換句話說，若某項

領域中，過去並未普遍使用人工智慧技術，則不論該發明人為人工智慧或是自然

人，只要以自然人之標準判斷滿足進步性即可；反之，若是該項領域中過去已普

遍利用人工智慧從事研發、實驗等工作，則不論發明人為人工智慧或是自然人，

                                                      
508 Vertinsky & Rice, supra note 439 at 594. 

509 Andriy Lytvyn, The Obviousness Standard in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System, SMITH 
& HOPEN (June 4, 2012), http://www.smithhopen.com/news_detail/557/Obviousness_in_the_U.S._
Patent (Last visited: 2019/06/26); Ramalho, supra note 1 at 23. 

510 ROBERT PLOTKIN, THE GENIE IN THE MACHINE: HOW COMPUTER-AUTOMA
TED INVENTING IS REVOLUTIONING LAW & BUSINESS, 104 (2009). 

511 Id. at 107. 

512 Id. at 111. 

513 Ryan Abbott, Everything is Obvious, 66 UCLA L. Rev. 2, 6 (2018) 

http://www.smithhopen.com/news_detail/557/Obviousness_in_the_U.S._Patent
http://www.smithhopen.com/news_detail/557/Obviousness_in_the_U.S._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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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應以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利用人工智慧」之知識水準作為進步性的判斷

標準，即便是未涉及人工智慧的單純自然人發明亦同 514。 

本文則延續一貫見解，認為在建立新制度或修法時，除有必要外，應以盡量

簡化認定程序並能建立客觀標準為目標。在自然人創作的案例中，學習者在經過

訓練者的教導後，產生自己的想法並進行創作或研發，我們會理所當然的認為，

因為想法係由學習者提出，訓練者僅提供了通用背景知識或技能以及方向的「引

導」而沒有實質貢獻，故學習者當然成為發明人並無疑義。以此類推至人工智慧

衍生發明，當人工智慧擁有獨立創作能力，該人工智慧與其設計者之間的關係，

可以比擬為訓練者 與學習者的關係，其與一般自然人之差異點僅在於人工智慧

係由機器負責運算，故通常較自然人大腦為快速、儲存空間較大，而被認為更為

「聰明」；然而，在自然人發明之進步性判斷時，並不會將指導者、學習者、甚

至是不同智商、年齡的自然人區分為不同群組，而分別有不同的「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因此，當較「聰明」的人工智慧加入，為發明人主體擴張

可能性時，似應將「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標準訂至人工智慧與自然

人二者中較高者，至於人工智慧與人類的通常知識者何者較高，則會依人工智慧

技術發展程度而有所不同，然若當「強人工智慧」真正實現時，可以預期同時具

備人類「智慧」與機器「記憶與運算能力」的人工智慧系統之能力勢必會超過人

類。 

然而，目前人工智慧之應用仍限制於特定領域，不同演算法僅得利用在相應

的領域中，又因不同領域之技術背景、研究方法皆有所不同，故本文同意前述

Abbott 之見解，不應因部分領域存在人工智慧介入，就將所有領域中通常知識者

的技術水準統一提高，而應僅將有使用人工智慧習慣之領域提高至人工智慧技術

水準即可，至於在既有技術中未使用工智慧之領域，若有發明人率先藉由人工智

慧協助、與人工智慧協力或創建一人工智慧使其於該領域獨立創作，則因該領域

之先前技術中不存在人工智慧，即不得使用其他領域之人工智慧作為該領域之通

                                                      
514 Ramalho, supra note 1 a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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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知識者 515。 

最後，若當人工智慧發展至其功能不再限定於特定領域，而係真正具備了廣

泛且通用的心智，並有辦法全面應用在所有領域時 516，此時就不用依各領域之

既有技術中使用人工智慧與否，來區分通常知識者的應以人工智慧還是自然人為

標準，而直接將所有領域的通常知識者技術水準統一拉升至人工智慧的技術水準

即可。 

綜合上述，本文認為當有超越一般自然技術水準之人工智慧加入研發流程時，

因人工智慧係利用電腦進行運算，可以預期其普遍之技術水準應會高於人類。於

此前提下，當人工智慧僅為人類所利用但未具備獨立創作能力，或者即便具備獨

立創作能力但僅限於特定領域時，因進步性中「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認定應

以「所屬領域」為限，若所屬領域中之既有技術中過去並無使用人工智慧，則不

論欲申請專利之發明係由自然人或是人工智慧所創作，皆以自然人作為通常知識

者之標準；而當人工智慧之應用範圍從特定領域擴大至所有範圍時，則不論欲申

請專利之發明係由自然人或是人工智慧所創作，皆使用人工智慧與人類二者中較

高者作為共同標準，當人工智慧的技術水準高於自然人時，即以人工智慧之技術

水準為標準，然若當自然人的技術水準高於人工智慧時，則以自然人的技術水準

作為「通常知識者」的技術水準 517。 

以上述修正方式，作為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進步性判斷中最重要的「通常知

識者」界定標準，既能夠保障專利的數量與品質，維護專利法僅保護有相當價值

技術之目的，亦不需將人工智慧獨立發明、人工智慧與自然人協力發明等不同情

形分別訂立數個不同標準，如此可避免將進步性認定複雜化，衍生難以界定之問

題，徒增專利審查委員與法院間的分歧，並提供專利申請人之可預期性。  

                                                      
515 Abbott, supra note 515. 

516 Abbott, supra note 515 at 37. 

517 Abbott, supra note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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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人工智慧一詞，自科學家有「讓機器思考」之動機開始，發展至今已逾八十

年，當中隨著硬體計算能力之受限與突破，經歷了數次起伏，並在近十年內再次

興起熱潮，至今陸續取得重大成就，已經在各領域中被廣泛地應用，卻產生了相

應的法律問題。 

有關人工智慧於專利法上之議題，首先為其本身作為專利標的之適格性問題，

目前已有多數個國家特別為了人工智慧發明更新或新增了相關的專利審查基準。

其中參考美國專利商標局在 2019 年發布之新的審查指南 518，即針對現有判斷適

格性之通用標準的 Alice/Mayo 測試法中 519，「涉及抽象概念」及「指向法定例

外」新增了更詳細的說明，雖未對核心準則進行更動，但其將測試法細緻化，以

及將人工智慧最可能涉及不適格之標的類型「抽象概念」類型化，使得人工智慧

的適格性判斷標準較為明朗，並使其更加統一。目前法院判決中雖未有引用新審

查指南之人工智慧相關爭議產生，然本文建議建議提交人工智慧相關專利申請的

工程師，可以藉由證明傳統技術的失敗，以及現今人工智慧技術如何克服這些失

敗，來提高他們的批准機會。此外，既然多數人工智慧都須附隨於軟體，那麼其

可專利性議題，最終仍會回到軟體上 520，因此在相關判決產生之前，可暫時以

一般軟體判決作為參考。 

除了人工智慧程式本身的專利適格性問題外，當有技術研發過程涉及到人工

智慧時，應如何認定其發明人、專利申請權人與專利權人問題，屆時將相應而生。

對此，本文將利用到人工智慧進行研發所產生之發明稱為「人工智慧衍生發明」，

依據人工智慧貢獻程度的不同，分為人類之工具、與人類協力以及由人工智慧獨

立三個階段 521，並對三個不同階段分別進行分析。然而，在進入發明人、專利申

                                                      
518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upra note 289. 

519 supra note 178. 

520 Views on AI & IP Considerations in 2019 (Feb. 06, 2019), http://www.project-disco.org
/intellectual-property/020619-views-on-ai-ip-policy-considerations-in-2019/#.XH5034gzY2w/ (Last v
isited: 2019/06/26). 

521 沈宗倫，同註 384。 

http://www.project-disco.org/intellectual-property/020619-views-on-ai-ip-policy-considerations-in-2019/#.XH5034gzY2w/
http://www.project-disco.org/intellectual-property/020619-views-on-ai-ip-policy-considerations-in-2019/#.XH5034gzY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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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權人與專利權人認定之分析前，需要先釐清涉及人工智慧之發明究竟應否給予

專利，若答案為肯定，始有分析權利歸屬之實益，若答案為否定，則因人工智慧

衍生發明已申請專利作為保護之可能，僅能轉而以營業秘密保護，或是貢獻於公

眾領域，而無專利相關權利之歸屬問題，對此，本文認為既然專利法之目的係以

有限時間排他權之對價，鼓勵發明人將發明公開，以促進產業共榮及避免重複投

入之資源浪費，則應只要是有價值的發明，不論其來源，即便由無生命體所做之

發明，只要符合專利要件，似應享有選擇專利權作為保護之權利為宜。若以此為

前提，始存在發明人、專利申請權人與專利權人認定之討論實益。 

有關發明人認定，在現行法下因人工智慧不具備權利能力，無法享有任何法

律上權利，為使有價值的創作成果得以申請專利，並落實將對發明有實質貢獻之

發明人記載，本文認為我國應可考慮採取修法方式，賦予人工智慧類似法人之人

格，使人工智慧得以成為民法上適格之權利歸屬主體，以在其對於發明有實質貢

獻時，能夠有機會成為專利法上的發明人。即便如此，亦非所有涉及人工智慧的

發明皆須記載人工智慧為發明人。在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第一階段當中，人工智

慧本身對於衍生發明之形成並無實質貢獻，若衍生發明係由使用人工智慧作為工

具者付出心智及技術貢獻而來，則應視使用者為發明人；反之，若使用者僅僅觸

發了既已存在於人工智慧程式中的技術，則其操作對衍生發明不具實質貢獻，應

視將技術展現於人工智慧中之人為發明人，若其中包含程式設計者、數據訓練者

等多位皆提供實質貢獻，則應皆為共同發明人。至於第二階段與人類協力發明與

第三階段由人工智慧獨立發明之情形，因人工智慧已經對於創作成果提供實質貢

獻，故得分別由人工智慧與人類成為共同發明人，或以人工智慧為獨立發明人。 

至於有關專利申請權人與專利權人認定，本文列出包含人工智慧的程式設計

者、人工智慧程式本身、人工智慧的使用者等與人工智慧衍生發明相關之主體，

逐一進行分析。對此，本文導入了職務上發明之概念，綜合考量候選者對人工智

慧「提供資源」的程度、利用人工智慧之目的，以及選擇其做為專利權人對市場

造成之影響，作為專利申請權人與專利權人的選擇依據。由於人工智慧之終端使

用者最初即以「使用人工智慧並取得其衍生發明」之目的向該人工智慧程式所有

權人購買或付費取得授權，且使用者之操作過程與細節之資源提供，對於最後產

生之發明必有影響，選擇使用者作為專利權人，能夠鼓勵使用者透過人工智慧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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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更多的技術創新。再者，使用者係人工智慧產生創作之最後一個環節，其餘之

人對於人工智慧在使用者的操作下產生了哪些發明，實難進行追蹤，若將使用者

以外之人作為預設之專利權人，將面臨現實上的操作困難。綜合上述，本文認為

選擇人工智慧本身的程式設計者或專利權人作為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權人

皆有其道理，然而在利益權衡下，以人工智慧之「使用者」作為預設專利權人，

似為較理想之選擇 522。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本文於此建議者係法規不得不存在

之預設規範，僅在當事人間無特別約定時適用，然因市場上的實際情形千變萬化，

建議當事人亦可依個案情形，以契約約定方式決定專利權權利歸屬。 

事實上，人工智慧衍生發明除了適格性問題須克服外，在判斷是否滿足三大

專利要件時，不僅有本身認定的問題，亦可能改變現有標準而對一般的人類發明

造成衝擊。除了較無爭議的產業利用性外，探究新穎性與進步性之立法目的，前

者係為了避免相同發明重複申請，後者則係為把關專利品質並控制專利數量所設。

在新穎性方面，面對人工智慧海量生成之技術組合或專利說明書，有論者認為應

設立標準以限縮先前技術之範圍，使未滿足「公開性」、「目的性」等標準之技術

生成不得成為先前技術以阻礙往後的發明。然而本文認為，有關先前技術大量產

生的問題，係伴隨科技進步而無法避免，應直接將人工智慧發明與自然人發明同

等看待，使用共同的先前技術並直接適用現行的新穎性標準進行判斷即可，而無

將人工智慧產生之成果排除於先前技術外之必要。在進步性判斷方面，面對人工

智慧將提高「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標準而對自然人發明申請專利造

成阻礙等反對聲浪，本文認為在同一技術領域中，自然人發明與人工智慧衍生發

明應使用同一「通常知識者」的技術水準作為進步性判斷標準，惟為避免人工智

慧與自然人的技術水準差距過大，影響自然人發明申請專利之可能性，仍應有所

區分，即在已普遍使用人工智慧的技術領域中，以人工智慧為通常知識者，作為

自然人與人工智慧衍生發明共同之技術水準參考，在未普遍使用人工智慧的技術

領域中，則以自然人為通常知識者，作為自然人與人工智慧衍生發明共同之技術

水準參考 

最後，本文研究主要係針對人工智慧衍生發明之專利權相關議題進行探討，

                                                      
522 Schuster, supra note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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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人工智慧至今尚未具備自主發明能力，但在各國陸續展開緊密探討甚至研擬

修法作為因應準備時，本文認為有必要提出立法建議，以供我國相關單位作為未

來立法方向之參考。此外，除了權利歸屬問題之外，人工智慧之侵權議題亦為將

來可能產生之爭議，本文礙於篇幅，留待未來有志者再進行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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