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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進步性基準作為專利有效性審查最關鍵之門檻，其標準之重要性自然不言而

喻，然而近年來，專利實務上的進步性判斷受到後見之明影響之批評不絕於耳，

因此各國審查實務與學說無不渾身解數試圖建構後見之明防免策略，然而究竟何

為後見之明，其是否真實影響進步性判斷，其如何影響以及影響之範圍為何，如

何判斷實務進步性判斷中是否存有後見之明，以及最重要的係如何在進步性判斷

架構中建構完整的後見之明防免策略等問題，均未在各國專利實務中被完整解答，

是以本文嘗試以後見之明防免為中心，從心理學角度分析後見之明之意涵，並透

過法學與心理學跨領域整合研究，探討後見之明對於進步性之影響，進而提供是

否實務進步性判斷受到後見之明影響之分析，並重新詮釋進步性之意義，據以建

構最大程度減緩後見之明的進步性判斷架構，以期為我國進步性判斷上提供妥適、

有效且正確之理論基礎與判斷指引。 
本文將介紹現行美國、歐盟專利局、我國專利實務上對於進步性審查之架構，

並分析各國法學與心理學之後見之明偏誤學說研究，證實後見之明對進步性之影

響，再以後見之明的來源為區分標準，定義出系爭發明本身結果知識與系爭發明

外結果知識，並解釋該等結果知識如何影響進步性判斷與影響之範圍，再以之作

為檢驗實務進步性判斷是否受到後見之明的影響，進而提出五種審查者可能受到

不可容許後見之明影響之案例類型，但不以此為限，其分別為不當認定技術內涵、

使用不適當之先前技術、不適當定義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不適當拼湊複數

引證、不適當技術推演之論理等類型，以提供實務判斷其進步性是否受到後見之

明影響之參考。 
最後，本文將交互分析、結合現行可能有效減緩後見之明偏誤之心理學界與

法學界的策略，建構出實體與程序架構之九重防免機制，以期能夠最大程度減緩

後見之明對進步性審查所可能造成之偏誤，確保進步性之判斷盡可能達到正確之

境地，以落實進步性之立法目的。 
 
 
 
 
 
 

關鍵詞： 

專利法、進步性、非顯而易見性、後見之明、系爭發明本身結果知識、系爭發明

外結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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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ost crucial threshold in patent validity examination, the importance of 

inventive step, in other words, obviousness standard is self-evident.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patent practice such as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as well as judgement 
has been affecting by hindsight bias causing strong criticism by the legal scholar. 
Therefore, patent examiner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trying their best to construct 
strategies against hindsight bias. Nevertheless, what exactly is hindsight bias? 
Whether it actually affects the judgement of inventive step? If does, how it affects, 
and what is the scope of the influence? How to diagnose whether there is hindsight 
bias in practical judgement of inventive step? And the most important, how to 
construct a mature strategy and judgmental framework for inventive step to prevent 
hindsight bias? Those questions above have not been fully answered in the patent 
practice of any country. Thu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focus on averting hindsight bias, 
analyzing the meaning of hindsight bi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hindsight bias on judgement of inventive step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es of jurisprudence and psychology. And then, this article 
will also provide an analysis protocol to diagnose whether practical inventive step 
judgement is affected by hindsight bias as well as reinterpret the significance of 
inventive step so as to construct, the most crucially, an inventive step judgment 
framework that can minimize hindsight bias in order to provide an appropriately, 
effectively and accurately theoretical basis and judicial guideline for inventive step. 

This article will introduce the current structure of inventive step exa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and Taiwan’s patent practice, and 
analyzes the doctrines of hindsight bias in the researches of jurisprudence and 
psychology in order to confirm the impact of hindsight bias on inventive step. Then, I 
use the resource of hindsight information causing hindsight bias as the distinguishing 
standard to define the hindsight bias resulting from the invent at dispute itself as 
well as the hindsight bias resulting from out of the invent at dispute for explaining 
how such hindsight bias above affects inventive step judgement and the scope of 
influence. Furthermore, I use them as a test to diagnose whether the inventive step 
judgement is affected by such hindsight bias, and then address five types of cases 
where each of the cases below proposes considering factors that show the examiner 
may be affected by unacceptable hindsight bias in inventive step judgement, but 
notice that those cases are not an all-inclusive list. Those cases are improperly 
identifying technical inference, using improper prior arts, improperly defining a 
person having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improperly combining multiple references, and 
improperly deducting technical results. Those cases will be provided to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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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the inventive step judgements made by examiners are affected by hindsight 
bias or not. 

Finally,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and apply the possible strategies made by 
psychology and jurisprudence in order to propose the nine-levels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mechanisms for preventing hindsight bias with the hope that the errors in 
inventive step judgement caused by hindsight bias can be alleviated as far as possible. 
This will ensure the inventive step judgements are as accurate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legislative purposes of inventive step will be fully fulfilled. 
 
 
 
 
 
 
 
 
 
 
 
 
 
 
 
 
 
 
 
 
 
 
 
 
Keyword: 
Patent law, Inventive step, Obviousness, Hindsight bias, Hindsight bias resulting from 
the invent at dispute itself, Hindsight bias resulting from out of the invent at 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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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專利法作為促進產業發展之重要政策工具，其運用功利主義之法理，政府犧

牲部分公眾資源而授予發明人限定之排他權，以使發明人獲得經濟優勢確保繼續

研發之動機，用以促進科技發展與人類整體福祉，則基於利益衡平之對價概念，

專利法要求發明能向公眾揭示高品質發明為前提，進而使公眾得享受發明本身的

技術貢獻、有利的技術改良與促進技術累積之創新，是以適度評價發明決定是否

給予專利保障的標準顯得十分重要，過於寬泛標準將造成專利氾濫、增加社會成

本，例如獨佔權利所生對於研究者之研究障礙、產業中合法的不正當競爭之優勢

和專利流氓之產生等等惡害。 
然而，另一方面如果過於嚴苛，讓可專利發明過度限縮，則不利專利法本質

上促進研發之目的，例如導致欠缺專利保護使發明容易被剽竊，進而影響發明人

意願，使社會無法獲得有效的科技進展以促進人類福祉等等不良後果，而此一重

要之把關要件便是發明具有進步性與否之判斷標準，則妥適的進步性標準乃係專

利法上重要之課題。 
在專利法中進行進步性判斷時，應以發明申請時所屬技術領域中之通常知識

者為標準，但無論於行政審定或司法判斷時，均與申請時有時間上之落差，在此

時間差中，技術必然會有相當之進步，時間差距越長，技術進步越多 1，且審查

者判斷時必然已經了解系爭發明完成之事實，則於現在之時點來進行進步性之判

斷時，將容易產生以「後見之明」而錯誤判斷系爭發明欠缺進步性的情況。 
後見之明為人們對於已經發生的特定問題之答案如已有認識，而於現在去評

估該問題之答案時，會傾向於給予正確答案較大的預估值，亦即高估其答案正確

性之傾向，白話而言即於事件發生後對於事件會有「我早就知道是如此」等偏見，

而如前述，進步性之判斷為一種回溯性的判斷，當審查者了解到近期科技之發展

及系爭申請發明已經完成之結果，而在發明之成功與技術發展的指引下，亦即在

後見之明之影響下，審查者可能會認為該發明所解決之技術問題便會不再是問題，

換言之，審查者進步性判斷極容易受到結果知識之影響，使得系爭發明之產生顯

得顯而易見，因而喪失進步性，此將嚴重影響進步性判斷之準確性以及可靠性，

進而使進步性所追求專利制度之獎勵創新等目的無法達成，最終可能產生整體社

會對於發明動機減損等有害後果，因此如何判斷審判者進步性決定受到後見之明

影響與否，以及如何減緩後見之明對進步性判斷所造成之負面影響，便為本論文

欲處理之核心問題。 
 

                                                       
1 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行專訴字第 121 號行政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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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論文主要將採取文獻分析法，以本文可取得之各國紙本或電子期刊文獻為

參考文獻之範圍，並透過各國實務判決之分析了解現行各國實務之運作樣貌，兩

相參酌共同形塑現行學術研究之動態與實務發展之趨勢。 
在進步性之定義、目的與歷史中，本文以進步性發展歷史較為完整且影響世

界各國甚深之美國為主要研究對象，附論我國進步性歷史發展，並以相關進步性

歷史學術文件與美國實務判決為研究素材，以完整介紹進步性之發展脈絡。 
其次，在各國進步性判斷法之介紹上，在美國部分，以 Graham 判決、TSM

測試法與 KSR 判決為主要介紹對象，並輔以現行美國專利審查準則與最新美國實

務判決意旨，期透過判決、審查準則的詳細分析以及實例演示，完整描繪現行美

國進步性判斷圖譜。另在歐盟專利局部分，則以問題解決法為主要介紹核心，透

過判決與審查準則之分析與實例演示，形塑出現行歐盟專利局對於進步性判斷模

型。最後，在我國判斷架構上，以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651 號判決所建

立之架構與現行審查準則為核心，輔以最新專利實務見解與案例演示，完整勾勒

出現行我國實務專利進步性審查之架構。 
第三，關於後見之明介紹與其對進步性影響之部分，由於後見之明涉及法學

與心理學兩領域之議題，是故本文將從兩個領域中關於後見之明文獻進行跨領域

研究與分析，並蒐集美國、台灣與歐盟相關研究學術文件與實務見解，交叉比對

以建構目前心理學上對於後見之明之防免機制，並且據以探討美國、歐盟專利局

以及我國法學中現行學說實務在專利進步性判斷上，應如何防免後見之明。 
最後，本文將整合前開心理學與法學中對於後見之明防免策略之研究，以現

行各國進步性架構為素材，建構以後見之明防免為中心之進步性判斷準則及審查

結構，並透過實務案例研究來佐證學說及本文見解之妥適性，進而最終完善本文

防止後見之明的進步性判斷模型，達成本文研究之核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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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論文架構 

本文章節之安排上，第二章將先針對現行專利進步性要件做通盤之介紹，以

作為其後進一步討論之基礎，首先將簡介進步性，包含其定義、現行進步性法令

規定、進步性之目的、進步性歷史發展，以了解進步性之政策目的與意涵，並介

紹進步性要件發展歷史，透過鑒古知今來了解進步性發展之脈絡以及判斷要件發

展之成因，更能全盤掌握現行進步性判斷要件之適用。其後，本文將介紹美國、

歐盟專利局、我國現行專利審查實務與判決實務之進步性判斷準則，並列舉實例

來演繹各國進步性判斷法之操作，將有助於了解現行進步性審查架構之全貌，並

作為後續討論進步性審查基準是否受後見之明影響之判斷基礎。 
第三章將著重分析後見之明對於進步性判斷之影響，首先將簡介後見之明之

定義與內涵，並探討其心理學上之成因與解決策略，以心理學研究之基礎來進一

步了解後見之明對於進步性判斷之影響。其後，透過美國實證研究來證實後見之

明對進步性之影響，並論證後見之明影響之範圍，進而分析現行各國進步性審查

基準自身對於防免後見之明之政策，以及學者對於審查基準或實務判決受後見之

明影響之批評與建議，完整形塑現行實務進步性判斷中防免後見之明的戰略。 
第四章將提出本文之避免後見之明判斷的進步性審查模型，首先將透過前開

分析所證之後見之明可能產生的來源，依照是否會使用系爭發明本身或系爭發明

外之結果知識作為判斷依據，進而推論出可能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進步性判

斷，並例示可能受到影響之類型與實務見解，以作為未來實務審視其進步性判斷

是否受到後見之明影響之判斷準則，並進一步整合前開心理學以及法學上對於後

見之明防免之策略，提出本文避免後見之明判斷的進步性審查模型，透過重新詮

釋進步性之意義、追求後見之明偏誤之防免的政策目的，將兩者的意涵納入進步

性判斷準則，再省思進步性之意義，進而以後見之明防免為中心，在進步性判斷

之準則中，建構實體與程序架構之九重防免機制，並透過案例來展示本文在判斷

進步性之架構及論理上之特色，以及此操作架構在我國專利實務上解釋適用之可

能性。 
最後，第五章結論部分，將整合本文所提出後見之明防免策略之貢獻，並證

立本文提出之進步性意涵、判斷法則、操作架構模型，具有充分法理基礎，並具

備論理妥適性與操作可行性，並可以達成最大防免進步性判斷中後見之明偏誤之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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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專利之進步性 

第一節 進步性之簡介 

第一項 進步性之定義 

第一款 意義 
取得專利要件中，除了可專利性、產業利用性、新穎性、充分揭露外，最重

要者即係進步性之要求，亦即發明人之發明要取得專利，除了其發明必須要可以

在產業上可使用，並且不得與先前技術完全相同外，其發明相較於先前技術必須

要一定之技術上突破，有一定程度之進步 2，方可獲得專利權之保障。 
而所稱「一定程度之進步」之意義究為何指不無疑義，論者指出，是否相較

於先前技術而言，發明具有一定程度之進步，亦即美國法上的非顯而易見性之問

題，乃法律層次之問題，然而在美國實務上，不論是過去 Graham v. John Deere Co.
案或是近代 KSR International Co v. Teleflex, Inc.案均未妥適面對此一問題之特性，

事實上根本未妥適定義一定程度之進步為何，亦即未針對為通過非顯而易見性要

求，所需要之獨創巧思的程度，以及對於審查者如何去評估先前技術與發明之差

異，以達成所需要的創意巧思，提供一個客觀、明確且可靠的衡量標準 3，使得

進步性判斷標準無法定義與統合，致生實務上高度不一致性與不可預測性的風險
4，嚴重侵蝕法安定性。 

學說上有論者指出，可從技術創新與技術實效兩方面來加以詮釋，如著重前

者，則發明必須非該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先前技術之指引所得以

輕易完成之發明，但如僅著重此要件，則研究試誤與克服技術障礙之成本將被忽

視，而專利發明仍應實現方有助於產業發展，是以從不可預期之背景下形成發明

仍應受專利保障；而著重後者，則在於探討發明本身對於產業或市場之貢獻，亦

即突破技術困境、解決長期需求、揭示未揭示或不可預期之功效，惟僅著重後者，

技術實效實無客觀量化指標，且發現發明本身未預期的實效，亦不足以此認具進

步性，因而在判斷進步時，技術創新與技術實效兩者屬補充關係，由後者來彌補

前者欠缺時之不足以認定進步之發明 5。 
此種對於技術超越性之分析，本文十分認同並進一步認為，實質上技術本身

與技術所生之效果係屬兩不同層次之前後階段關係，技術創新係針對申請發明技

術本身與先前技術，在技術層面上具有有意義之差異，亦即事實上先前技術本身

                                                       
2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5 版，頁 119（2014 年）。 
3  Gregory N Mandel, Another missed opportunity: the Supreme Court's failure to define 
nonobviousness or combat hindsight bias in KSR v. Teleflex, LEWIS & CLARK L. REV., 326 (2008). 
4 Gregory R Baden, Third-Party Assistance in Determining Obviousness, TEX. L. REV., 1205-1206 (2010). 
5 沈宗倫，〈由專利法教示因果關係論專利進步性: 以組合專利與類似專利為中心〉，《臺大法學

論叢》，42 卷，頁 346-350（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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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達成發明，其發明當非先前技術之貢獻；而技術實效則是針對申請發明本

身與先前技術，在技術層面上雖無有意義之差異，但實質上從技術效果層面觀之，

其產生非先前技術所能達成效果，換言之，該發明所產生之實質效益亦非先前技

術之貢獻。 
本文認為，發明是否給予可專利性之評價，應該判斷對於所屬技術領域具有

通常知識者而言，是否在發明當下，在先前技術不完全包含系爭發明技術之情形

時，該發明是否主觀、客觀上之技術創新，若滿足兩要件其一時，當給予可專利

性之評價。另一方面，在先前技術完全包含系爭發明技術之情形時，該發明是否

主觀、客觀上具有技術實效，若滿足兩要件其一時，亦當給予可專利性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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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各國法律就進步性之規定 
 美國 

美國專利法 35 U.S.C. 103 規定：「申請之發明雖無欠缺新穎性事由，但整體

觀察申請發明與先前技術的差異，以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在申請發明

有效的申請日前觀察下為顯而易見時，仍應否定該發明之可專利性。可專利性不

應該因為專利產生之方式而被否定 6。」 
從上開法條可得知，美國專利法以顯而易見性（obviousness），來作為相同

於我國進步性之判斷，如該發明屬顯而易見者，則欠缺進步性。 
 歐盟專利局 

依據歐盟專利公約第 56 條（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rticle 56）前段之

規定：「發明必須包含發明性步驟，亦即該技術狀態，對於所屬技術領域具有知

識者而言，並非顯而易見 7。」 
從上開法條可得知，歐盟專利公約以具發明性步驟（inventive step）與否，

來作為相同於我國進步性之判斷，如該發明不具備具發明性步驟，則欠缺進步

性。 
 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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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仍不得取得發明專

利。」 
本法雖無進步性之明確文字敘述，但在專利法立法目的中與專利審查基準中，

均以進步性之用詞加以描述，而在本法則係具體表述進步性之概念，即申請專利

之發明與先前技術雖有差異，但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先前

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則該發明不具進步性。 

                                                       
6 35 U.S.C. §103 (2011) CONDITIONS FOR PATENTABILITY; NON-OBVIOUS SUBJECT MATTER：「A patent 
for a claimed invention may not be obtained,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claimed invention is not 
identically disclosed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102, i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laimed invention and 
the prior art are such that the claimed invention as a whole would have been obvious before the 
effective filing date of the claimed invention to a person having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to which the 
claimed invention pertains. Patentability shall not be negated by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invention 
was made.」 
7 EPC Article §56 Inventive step：「An invention shall be considered as involving an inventive step if, 
having regard to the state of the art, it is not obvious to a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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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進步性之目的 

第一款 專利法之目的 
討論進步性之目的前，宜先探討專利法之目的，專利法事實上作為一個經濟

行政之工具，本身之目的在於鼓勵創新與科技的研發，進而能夠吸引更多對於研

究與發明之投入，促使整體產業的蓬勃發展，帶動社會發展與科技進步，使人們

得以不斷享受科技進展所帶來之物質上富足、生活上便利與精神上的滿足，最終

能夠增進整體人類的福祉 8。而其所採用之手段，則是藉由賦予發明人具有期限

的排他權，作為發明人創造之誘因，藉此促使前開專利法目的之達成。 
而提供排他權可以提供誘因之理由，事實上是來自於私有財產化本身所提供

之誘因所生，財產私有化意指允許人民作為物權歸屬之主體，使財產所有人得依

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以確保人民所賴以維繫個

人生存及自由發展其人格之生活資源 9，而私有化財產所帶來的誘因在於，人民

自行投入人力、物力、精力、智慧以及財力等等大量資源投入生產、製造、研發

後，其本身可享受該產出所生成果之財產權能，並進而能藉由使用收益來享受物

質生活之富足，抑或藉由處分權能來參與社會交易，物盡其用進而獲得最大滿足，

並得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
10，是以私有財產制下，可以引發所有權人逐利之動機，去最大化其經濟效益與

利潤，並藉由利益的引導，使人民財產投入最有經濟利益之市場，因而吸引人民

不斷投入生產、製造、研發，周而復始、循環不息，使經濟活動更加蓬勃發展，

進而帶動人類社會之進展。 
智慧財產權有別於傳統物權，其並非在保護有體之財產，如不動產、動產等，

其保護的範圍擴及精神上創作，亦即傳統財產權僅保障權利人所製造出的機械、

器物等有體物，而智慧財產權將保護擴及該有體物背後之技術內涵 11。換言之，

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下，專利物本身除有傳統物權之存在外，更有因創作人技術

思想所產生之專利權存在，因而縱使買取該專利物之所有權，原則上仍然不得製

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專利技術。這樣將無體財

產權從公眾領域劃入私有財產，使技術內涵成為受財產權保護之地位後，讓發明

人除藉由販賣機械設備本身獲取利潤外，更可以獲得該技術內涵之專利權的排他

權，以及受法律保護之專利權人的地位，取得莫大經濟利益，進而可以最大化私

有財產制之優點，引發所有權人追求利益之動機，以最大化其經濟效益與利潤，

以免過往單純物權的獲益已無法滿足發明人為追求發明所支出之精力與積蓄，吸

引更多人民投入創新研發之行列，進而使專利法促進產業之發達、鼓勵發明與創

作之立法目的之達成。 

                                                       
8 Dan L Burk & Mark A Lemley, Policy levers in patent law, VIRGINIA LAW REVIEW, 1575 (2003). 
9 司法院釋字第 596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10 司法院釋字第 709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11 謝銘洋，前揭註 2，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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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排他權作為提供誘因之手段，在實質上如何能夠達成專利法之最終吸引更

多對於研究與發明之投入、促使整體產業的蓬勃發展，進而帶動社會發展與科技

進步等目的，有獎勵發明（incentive to Invent）、獎勵揭露（incentive to disclose）
和獎勵商品化（incentive to commercialize）等內涵 12，分述如下對於： 

 獎勵發明 
在尚未完全發展的科技領域中，對於科技的研究與發展將會承擔極大的成本，

例如在新藥品的開拓上，通常僅有百分之一的研究中藥物能夠順利成功上市，其

所要負擔的成本不容小覷，然而一旦科技被研究發展成功後，其抄襲仿造該技術

的成本將顯著降低，因而如果成功後的技術發明欠缺專利權的保護，將會使發明

人無法從其已研發之發明的社會價值中，滿足其研究所承擔之風險與付出之成本
13，例如技術抄襲者因毋庸負擔開發成本，而具有價格優勢，透過低價之競爭，

進而奪取原本屬於發明人所應享有之發明物的社會價值，使得發明人無法透過市

場交易來滿足其成本，長此以往將會導致發明者欠缺去發明之動機，或根本事實

上已無能力去負擔發明之成本，進而減緩或根本不會投入資本在研究發明上，而

當沒有人願意去研究與發明，社會發展最終會停滯，是以透過專利排他權的保護，

可以確保發明人獲得該發明，對於使用者而言可以從發明得到的相等價值之利潤，

進而確保發明人有誘因繼續投入研發，以達成專利法促進發展之目的。 
儘管此等誘因理論仍受到若干批評，如因壟斷所造成發明使用上的限制，進

而一定程度造成的社會利益喪失、首個進入市場之發明的利潤當足以產生誘因、

可以透過市場競爭者所帶來的競爭壓力，來促進競爭以產生創作誘因、壟斷所生

資源會過度集中於研究等批評 14。 
然而本文認為，在私有財產制下，一個財產的私有化必然造成社會對於該財

產的使用限制，或許會造成一定社會利益之喪失，然而其本身便是為了交換該私

有化對於整體經濟發展誘因的對價，且從私有化在現實運作上，無可否認其對於

產業經濟發展之貢獻，是以為了專利法促進產業發展的目的，技術壟斷所生的社

會利益喪失應尚在容許之範圍；此外，在資訊交往頻繁的現在，一旦欠缺專利保

護的發明投入市場，極低的抄襲成本，使得抄襲者必然如雨後春筍般浮現，是否

在競爭者出現前，快速進入市場之利潤便可滿足研發之成本不無疑義，況且抄襲

對於發明者而言，無疑是沉重的心理打擊，除無法回本外更可能因怨懟而致其後

發明的動機揮發殆盡；再者，當抄襲所致發明誘因減低現象未回復前，基本上連

去發明的動機都難以產生，更何況還要去與其他市場競爭者競爭，進而從產業之

競爭中來產生發明誘因，此一論理恐難實現；最後，資源過度集中研究之論點本

身，便是專利權能有效的促進發明的最好例證，蓋利益可以引發發明人之研發動

                                                       
12 張哲倫、李素華，〈專利法之經濟結構—經濟分析理論對於臺灣專利制度運作之啟發〉，《月旦

法學》，234 期，頁 248-254（2014 年）。 
13 Rebecca S Eisenberg, Patents and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Exclusive rights and experimental us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025-1026 (1989). 
14 Id., at 1026-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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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促其使用資本去最大化其經濟效益與利潤，並藉由利益的引導，使人民財產

投入最有經濟利益之市場，是以排他權所造成之資源集中在研究之中，顯然是人

們對於該研究投入可以有最大化經濟效益之例證，將有助於促進整體產業社會之

發展，落實專利法給予排他權之精神。總此以言，不可否認獎勵發明是專利法重

要的基礎價值，即為了促進研發者研發，當透過排他權來給予其獎勵。 
 

 獎勵揭露 
相同於先前之預設，對於科技的研究與發展將會承擔極大的成本，然而一旦

科技被研究發展成功後，其抄襲仿造該技術的成本將顯著降低，是以人民會傾向

隱匿其有用之發明，以秘密之方式來確保其發明不會被剽竊，使其他人不會因此

有機會近用此技術，確保發明人對於該技術的獨佔性，藉以維持其技術財產之完

整處分收益權能；然而，若眾人均將其發明加以保密，整體社會將無法因為其發

明而帶來好處，進而無法促進社會整體之技術發展與福祉，社會發展最終會停滯，

亦即個人之獨善其身將使社會無法因發明所生的技術進展，來增進整體產業發展；

此外，當眾人對於他人技術進展的不了解，亦會使得許多發明人各自為相同之研

發，進而對整體社會而言，產生重複研發相同發明之浪費，對於整體社會的研發

資源產生無效率的應用，不利於社會上整體產業發展與技術推進，因此，藉由專

利權之保護，確保發明人即使公開相關發明於眾，亦不會使其技術容易被剽竊，

使得發明人更有意願揭露發明，並促使其透過完整揭露其發明來換取專利權之保

護，使得整體社會可以對於發明所產生的利益雨露均霑，且可以使兢爭發明者在

研發前即時發現該技術研究結果的存在，避免重複發明所生社會資源之浪費，是

以專利法透過給予發明人專利權之誘因，來促進其揭露發明；另一方面，發明人

也藉由揭露發明來獲得專利權，則專利權的取得與發明之揭露產生對價之關係，

換言之，此一揭露不僅是誘因，亦是一發明人之義務 15。 
此一揭露理論亦受質疑，例如若如無專利保護，事實上便會造成發明秘密化

之預設是否為真，蓋保密不見得是具有實效的保護策略，如發明人將技術商業化

以換取報酬時，競爭者將可以透過對於其商品的還原工程，即可探知該發明技術

內涵；此外，如果有永久保密的可能性，則專利法的 15 年保護期間所給予的誘

因，是否足夠促使發明人揭露其發明；最後，有論者質疑專利之揭露是否即足以

給予大眾足夠之資訊，使社會大眾足以享受該發明所帶來之社會利潤 16。 
本文認為，事實上在發明商品化之過程中，自然不可避免會將發明暴露於競

爭者可以得知其技術內涵之風險中；再者，在交易過程中，發明人可以在絲毫不

展現其技術下，而能推展其銷售、授權業務，並吸引他人購買之慾望者，顯無可

能，是以，在永久保密不具可能性之情況下，具有專利權保護將會是促進揭露之

有效誘因，蓋欠缺專利權保護下，一旦為了銷售或授權揭露其發明後，無疑將其

                                                       
15 張哲倫、李素華，前揭註 12，頁 249。 
16 Eisenberg, supra note 13, at 1028-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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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置於眾人皆可抄襲之火坑中，且交易相對人在技術許可下，在發明人揭露技

術後便無庸購買該技術即可仿襲之，則對於發明人而言，將產生不揭露難以銷售

產品換取利潤，然一旦揭露便會淪於沒有東西可以販賣之進退維谷的窘境，則發

明人顯然會有誘因透過揭露其發明來換取專利權之保護。此外，揭露要件亦被專

利法所嚴格要求，若專利之揭露要件不足以使所屬技術領域者實施發明，即不具

給予專利之可能性，則社會通常足以從他人之發明之揭露，獲得一定之利益。是

以，綜上所述，此揭露理論可謂專利法重要的基礎價值，即為了促進研發者揭露

其發明，當透過排他權來給予其獎勵。 
 

 獎勵商品化 
除上開鼓勵研發與揭露之誘因外，有論者從專利發明後至商品上市前所必須

的延伸研發之角度來切入，蓋在許多社會案例中，將技術上發明落實於得以商業

應用之產品前，仍有許多必要之研究，再者，縱然該專利本身即屬可落實於商業

之發明，然而公司對於產品投入市場前仍有量產等必要之研究，且認知該產品之

市場、該產品之潛在客戶的找尋、如何展現產品商業資訊以促使消費者選購等等，

相關開拓產品市場之成本將會是相當可觀之數目，如欠缺商品專利保護，此等資

訊容易被競爭者盜用，例如搭上首位銷售者所創造之產品需求的順風車，以銷售

相同商品，但其不用付出提供給購買者資訊等開拓市場成本，進而獲得競爭優勢，

將使得發明人難以完全回收其研發成本。換言之，開拓市場之成本與風險十分巨

大，將該創新發明商品化，從無到有製造商品，進而找到市場銷售間，這之間的

研究須負擔海量的財、物力與風險，然而其成果卻可能會被競爭者輕易剽竊，是

以當欠缺專利之保護，發明人必然會減少其延伸研究之動機、拒絕分享關於該科

技之資訊、研發用之新科技技術等，甚至可能拒絕商品化其發明，使得整體社會

無法享受其發明之好處，是以，必須確保發明人不會害怕其發明之果實被盜用，

發明人才會有誘因進一步進行商品化研究，進而最大化其專利利潤以獲取回報，

社會上亦能享受該發明之紅利 17。 
儘管獎勵商品化亦是給予專利獨佔權，來促使發明人做出專利法所追求目的

之行為，然而不同的是，獎勵發明與獎勵揭露之理論，著重在專利發明前之誘因，

來促使發明人進行創新發明以及揭露其發明，即假設當發明研發成功後，給予獨

佔權所給予的促進研發、創新之社會功能已經達成，則執行專利本身是社會必要

成本，換句話說，減低現行專利的保護，短期內會使社會受惠於專利發明之自由

使用，但長期而言，會不利於促進創新與揭露；另一方面，獎勵商品化著重在既

存專利期內，專利將給予發明人繼續研究之誘因，使取得專利後，專利仍能繼續

達成其功能，亦言之，減低現行專利的保護將會直接衝擊使專利商品化之誘因

                                                       
17 Edmund W Kitch,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patent system,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76-277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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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本說亦有批評指出，專利權的獨佔現象事實上會扼殺除了發明人外，他人後

續研究發展之空間，可能有違專利法促進創新之目的，而有些未經授權之研究者

研究時，研究本身不會對於專利權人之利潤有侵害或減少之現象，且研究者研究

成功後，其後續研究亦有成為專利保護對象之可能，進而藉由兩者交互授權，使

得權利人可以利用更好的延伸發明 19，此批評確實具有說服力，蓋單純研究目的

似不致造成權利人利益損害，且有助於延伸研究發展，我國專利法亦訂有研究例

外條款以落實此一理念 20，然不可否認的是，專利權本身對於獎勵商品化而言仍

具有高度價值，後續研發也將會因具有專利權授予之可能而受到激勵，且卓越的

技術若僅是紙上談兵，欠缺商品化之實踐，其對於社會只整體貢獻將會大打折扣，

是以，此商品化理論仍確實是專利法重要的基礎價值，即為了促進權利人繼續研

發、商品化發明，當透過排他權來給予其獎勵。 
 

 小結 
專利法以專利之排他權作為誘因之手段，並應用獎勵發明、獎勵揭露和獎勵

商品化等三種誘因理論，以追求專利法立法目的本身之完全實現，即吸引更多對

於研究與發明之投入，促使整體產業的蓬勃發展，進而帶動社會與科技進步之目

的，雖三種理論均各有若干受批評之問題，然將三者理論優點交互對照並交互填

補各自理論之不足，三者之綜合將可成為專利法立法目的完美達成之理論基礎，

進而在各個實際情況中，產生彼此利益折衝之效果，完滿整體專利法理論。 
 

                                                       
18 Eisenberg, supra note 13, at 1037-1038. 
19 Id., at 1044-1046. 
20 參見專利法第 59 條第 1 項第 1、2 款：「發明專利權之效力，不及於下列各款情事：一、非出

於商業目的之未公開行為。二、以研究或實驗為目的實施發明之必要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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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進步性之目的 
隨著專利制度的不斷發展，過往單純新穎性要件即可取得專利顯然不合時宜，

蓋正如美國實務界所憂心的，如果微小的進步都要給予專利權保護，將會產生不

正義之結果，進而造成專利目的價值之破壞，蓋過度偏向保護輕微技術進步並賦

予其獨佔專利權，無疑對於技術延伸創新發展產生障礙，事實上恐使專利法促進

發明及產業發展的目的無法達成，並實質上對於產業課與之隱性稅負，進而使研

發者因害怕延伸不確定的法律責任，而不願意進行新科技之研發，阻礙整體社會

之技術進步，並且將會阻卻商人進入市場之動機 21。 
論者亦指出，過低的進步性標準以及賦予過量的專利權數量，將實質上對專

利權人之運作自由產生限制，蓋諸多微小進步的專利，會侵蝕先驅發明之利潤 22；

此外，過多具有強大效力的排他權存在，亦會侵害市場之自由競爭，而較高的進

步性要求，亦可以促進產業對於研發水準的要求 23；再者，劣質專利大量產生，

也造成專利流氓（patent trolls）的橫行，使權利人濫用排他權手段來合法限制競

爭，產生對於無法妥適保障消費者權益、提高市場交易成本、增加企業無謂迴避

設計所產生經濟損失等負面後果，反而加重創新與經濟之負擔 24；且基於功利主

義之誘因法理，政府犧牲部分公眾資源而授予發明人特定技術之強大的排他權，

以使發明人獲得經濟優勢以確保繼續研發之誘因，作為其發明與揭露之對價，基

於對價平衡之概念，自然應要求發明人向公眾揭示具有高品質之發明為義務，使

公眾得以享受發明所帶來超越現有技術水準之技術改良成果，進而有利於技術不

斷發展與累積創新之目標 25；最後，進步性之要求主要在於避免瑣碎不重要之技

術進步獲得專利，蓋瑣碎之技術進步，不足以使社會之獲益彌補專利的排他權所

造成的社會成本 26，如移除原來屬於公共領域之知識，以及限制原本可取得之材

料等 27。 
然而相反的，過高進步性之要求，將會事實上阻礙專利法本身鼓勵創新科技

研發之目的的達成，進而降低獎勵發明、揭露、商品化之誘因，亦反而不利於專

利法本身目的之達成。 
因此，在專利之獎勵創新等目的之達成，與過量專利所造成專利目的不達之

衝突間，進步性的目的與任務便是在於折衝兩個相互矛盾概念 28，形成一個精緻

                                                       
21 Atlantic Works v. Brady, 107 U.S. 192, 199-200 (1883). 
22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8, at 1607. 
23 李素華、張哲倫，〈專利進步性判斷之法學方法論──美、德之借鏡及臺灣實務之檢討〉，《月

旦法學雜誌》，242 期，頁 228（2015 年）。 
24 陳文吟，〈由美國立法暨實務經驗探討專利品質對提昇產業科技之重要性〉，《臺北大學法學論

叢》，74 期，頁 21-23（2010 年）。 
25 沈宗倫，前揭註 5，頁 318-319。 
26 Gregory N Mandel, Patently non-obvious: Empirical demonstration that the hindsight bias renders 
patent decisions irrational, OHIO ST. LJ, 1398-1399 (2006). 
27 Graham v. John Deere Co. of Kansas City, 383 U.S. 1, 6 (1966). 
28 Frederick G Vogt, Unexpected Results: The Current Status of Obviousness Determinations for 
Pharmaceutical and Biotechnology Patents, TEMP. J. SCI. TECH. & ENVTL. L., 326-327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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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衡 29，進而能調和促進創新、改良與技術模仿間之衝突，技術模仿事實上是

創新發明所必須的過程，並且為競爭經濟之命脈 30，蓋人們總是立於巨人肩膀之

上，是以，設定一個適當的進步性標準，劃出一條精確的標準線，維持一個穩定

的天平，使得真正具有創新之發明能獲得專利，而拒絕瑣碎專利所帶來之惡害，

此便是進步性之終極目的。 

                                                       
29 Scott R Conley, Irrational Behavior, Hindsight, and Patentability: Balancing the Obvious to Try Test 
with Unexpected Results, IDEA, 271 (2011). 
30 Bonito Boats, Inc. v. Thunder Craft Boats, Inc., 489 U.S. 141, 146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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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進步性之發展歷史 

專利制度之起源，一般認為濫觴於 1474 年威尼斯共和國所頒佈之專利法，

其已有透過給予發明人對其發明有 10 年之獨佔權，以鼓勵創新之政策目的 31，

而後 1624 年英國通過獨佔法（Statute of Monopolies），此被認為是現代專利法制

度之首部成文法典，其立法目的本為剝奪英國國王濫發專利之權力，以國會立法

方式節制皇權 32，蓋其在第一條即宣示違反本法規定之所有以前授予的專利均為

無效 33，另外，其透過給予新的工業方法之發明人 14 年之獨佔權，蘊含有鼓勵

創新之目的，且其給予發明之要件則開始採取新穎性之較為現代化之客觀標準 34，

但仍未有進步性要件之出現。 
而後美國受到英國影響，成為第一個將專利制度寫入憲法之國家，其在憲法

第 8 節第 8 條明文要求國會必須促進科學技術發展，以給予發明人排他權之方式

尊重其發現 35，並在制憲後 1790 年第一屆國會通過美國專利法，惟當時亦僅有

新穎性之立法而無進步性之要件，而學者認為進步性起源於 Thomas Jefferson 提

出對於不重要且明顯之客體不應給予排他權之專利法修正案 36，但遲至 1851 年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Hotchkiss v. Greenwood 案例中，方將類似進步性之原始概

念的發明品質，正式應用於實務之中，進而開啟進步性定義的激烈討論。最後，

美國在 1952 年方訂立專利法第 103 條，成為首個進步性立法，而我國至 1949
年方制定專利法，並遲至 1979 年方首次將進步性納入專利法，並運用至今。 

由於美國當時實務發展對現代專利進步性標準的形塑有重大意義，故本文將

在下述詳細介紹，期透過鑒古知今來了解進步性發展之脈絡以及判斷要件發展之

成因，有利於全盤掌握現行進步性判斷要件之適用。 

                                                       
31 劉國讚，《專利法之理論與實用》，2 版，頁 3（2014 年）。 
32 陳豐年，〈專利權之歷史溯源與利弊初探〉，《智慧財產權月刊》，156 期，頁 66-67（2011 年）。 
33 Section 1 …are altogether contrary to the Laws of this Realm, and so are and shall be utterly void 
and of none Effect (筆者節錄) 
34 Sections 6…grants of privilege for the term of fourteen years or under, hereafter to be made, of the 
sole working or making of any manner of NEW manufactures within this realm (c) to the true and first 
inventor (d) and inventors of such manufactures (筆者節錄、強調) 
35 [The Congress shall have power]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by securing 
for limited times to authors and inventor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ir respective writings and 
discoveries.” 
36  George M Sirilla, 35 USC 103: From Hotchkiss to Hand to Rich, the Obvious Patent Law 
Hall-of-Famers, J. MARSHALL L. REV., 447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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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美國第 103 條立法前進步性歷史 
第一目 Hotchkiss v. Greenwood 案 

 案件事實 
Hotchkiss等發明人獲得美國第 2197號專利，其權利範圍為使用陶土（potter's 

clay）等 40 種黏土或陶瓷（porcelain），來製作球形把手（knob）之方法，並認

為被告 Greenwood 侵害其專利權，而起訴經巡迴法院判決敗訴 37，後上訴至最

高法院 38亦敗訴，最高法院並認其專利權無效。 
 

 最高法院判決理由 
最高法院認為，該球形把手、金屬製柄與軸心、把手連接型態用的凹穴處、

用於拴緊的柄等各別要件均不是新的，且球形把手亦曾經使用陶土材質。唯一全

新之處在於，將一般由金屬或木頭製成的球形把手，替換成陶土材質的獨特形式，

其或許可以是更加完善及便宜的技藝，但並非可專利的客體 39。 
亦即本案改良之處在於該把手材質之優越性，然而使其產生更完善且便宜技

藝之原因，並非來自於全新的技術或發明，且製造把手之材質亦非全新或超越原

有之物，則顯然並非可以專利的對象，法院並進一步認為，僅將舊有機械之全部

或一部的材質，變更為其他熟知材質，其改變與舊有機械間沒有顯著差異，將不

具備專利法上專利適格性，蓋其差異顯然十分制式且無獨創性 40。 
最高法院並進一步提出 Hotchkiss 測試法，指出如果該球型手把之獨創巧思

（ingenuity）與技藝（skill），並未超過熟知業務的通常技術工作者（ordinary 
mechanic acquainted with the business）所能達成者，其專利即屬無效 41，並指出

發明必須要具備一定程度的獨創巧思與超越技藝，方可以被稱作發明，否則僅是

熟悉技術工作者的產物（the work of the skillful mechanic）而已 42。 
 

 判決之影響 
本案在當時專利法僅具新穎性及產業利用性之明文下，透過司法方式開創一

個新的專利適格性要件，並對於事後進步性立法有如下顯著影響： 
其一在於，認為發明本身相較於先前技術，不僅要有差異，更必須要在客觀

技術上具有顯著的差異，亦即類似前述所稱技術創新，此點可以從法院判決中認

為，申請案與先前技術兩者間之差異，必須是出於製造技藝的新發明或排列才具

專利適格 43得知，而在本案中，將舊機械單純更換成其他已知材質，似不符合此

一標準。本文認為在此法院似乎認為，對於結合複數引證揭示之內容即可以達成

                                                       
37 Hotchkiss v. Greenwood, 12 F. Cas. 551 (C.C.D. Ohio 1848). 
38 Hotchkiss v. Greenwood, 52 U.S. 248 (1851). 
39 Id. at 248. 
40 Id. at 266. 
41 Id. at 248. 
42 Id. at 267. 
43 Id. at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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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系爭發明不具專利適格性，亦即必須要具備客觀上技術創新，方可以具有專利

適格，其背景可能來自於當代過度濫發專利權之反省，在僅有單純判斷先前技術

差異之新穎性要件已然不足夠，因新穎性僅得就單一先前技術內容與申請發明加

以比對，然而單純組合數個先前技術即可規避新穎性喪失之結果，進而取得可專

利性，但該技術顯然不具備有給予專利權之資格與意義，故最高法院轉而創立新

的嚴格審查標準。 
其二在於，對於進步性的判斷主體採取熟知業務的通常技術工作者，已有客

觀化判斷主體之傾向，採取一個虛擬人之立場來判斷，而非法院對於專利申請案

是否相較於先前技術而言，具有顯著技術差異之主觀想法。此外，在熟知技術的

通常技術工作者之要件上，具備通曉領域內知識之能力，且屬於尋常之平均標準

者，並且以技術工作者為限，意指其不宜具有高度研究能力，已與現代所屬技術

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要件極其接近，對於進步性判斷主體之發展顯具重大影

響。 
然而本判決所創設新的專利要件在當時欠缺明確可以應用之標準，其指出發

明必須要具備獨創巧思與技藝，方可被稱之為發明，其標準十分模糊且難以據以

實施，且其似乎是以審查者自身主觀之想法加以判斷，而究竟需具備何等的獨創

巧思與技藝才符合最高法院對於發明的定義並非明確，進而對其後法院的判決產

生嚴重之法安定性影響，並飽受批評 44。此外，發明一詞涵義過廣，可能包含任

何技術的產物，判決將發明等同於具有進步性之產物，硬性區分發明與技術工作

者的產物，在用語上亦使人容易混淆、誤用，顯然在文字的選擇上並不精確 45。

再者，雖說最高法院在判斷進步性主體試圖採取客觀之標準，然而最高法院並沒

有對於通常技術工作者有詳細定義，且未提供判斷方法論上之指引，明顯有流於

主觀判斷之虞，則法院將容易以其主觀恣意去認定具備獨創巧思與否，更使法院

容易受到專利申請後技術演進之影響，產生嚴重後見之明偏誤。最後，法院在此

似乎強調，相較於先前技術而言必須有客觀技術創新，方可被肯認其進步性，除

在證據上並未妥適評估申請人所面臨的技術障礙 46，亦未妥適論證主觀上通常知

識者是否受到先前技術等影響，進而產生主觀上想法的指引，以結合複數引證來

完成發明，將有陷入後見之明影響之虞。 
 

                                                       
44 學者批評整理請參：張哲倫，〈判斷進步性應界定通常知識者之學理基礎—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503 號判決之啟發暨智慧財產法院之回應〉，《月旦法學雜誌》，282 期，頁 152（2018
年）。 
45 Sirilla, supra note 36, at 461. 
46 Hotchkiss, 52 U.S. at 254-25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9

17 
 

第二目 Hotchkiss 案後至美國專利法第 103 條制訂前之實務發展 
由於 Hotchkiss v. Greenwood 案創設一個模糊的非顯而易見性的判斷標準，

此導致直到 1952 年專利法第 103 條正式立法前，最高法院不斷嘗試給予進步性

更加明確可用的標準，本文依照現行各審查標準要件之形塑上加以歸納，並就各

分類中重要案例簡介如下： 
 

 顯著進步標準之發展 
(一) Reckendorfer v. Faber 案 

本案所爭執之兩專利，均為一種結合頂端為橡膠或其他可用以擦拭之物質，

支架為鉛筆之發明，而其頂端具有延伸凹型護套，用來安放橡皮擦 47。法院宣告

此一專利無效，其理由指出，單純將一個橡膠結合在一個木頭的尾端所組成的鉛

筆，不具可專利性 48。 
法院重申機器性技巧的實施結果並不具有可專利性，完美的工藝產物，儘管

其增加便利性、延伸用途或減少成本，均不具有可專利性，法院進而提出機械性

技巧與發明的差別在於，必須具備有發明才華（inventive genius）49。然而，此

一發明才華之標準似乎僅是重申 Hotchkiss 案的標準，其標準之模糊與不確定程

度，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 Atlantic Works v. Brady 案 
本案專利為一種挖泥船，其在船尾端加裝螺旋風扇，並將船下沉入水下運作，

直到螺旋部分接觸泥沙後將泥沙排出 50，法院認為本專利客體的運作模式與先前

技術並沒有差異，幾乎與先前技術數十年前創作之原始設計完全相同，專利權人

沒有多餘的貢獻，申請人不過是抄襲先前技術之想法而製造本專利，則專利應屬

無效 51。 
值得注意的是，本判決對給予專利權之正當性加以論述，指出製造業的發展

過程中，對於新器具的需求與日俱增，因而通常會促使尋常工匠與工程師去製造、

改良出新器具，這樣的情形是一個自然且適當的發展結果，每個千錘百鍊的前進

步伐，均是為了下一步做準備，因此除非發明的運用展現出超越一般機械性或工

程上的技術水準，否則如果僅因為任何微小的進步（slight advance），便給予任

何一方獨佔權的保障，將會產生不正義且其結果將對社會產生傷害 52。 
法院進一步指出，專利法的目的應該在於獎勵有價值的發現或發明，進而能

夠促使知識的累積與有用技藝的進展，而有如樹陰下所有影子般微不足道的裝置、

技術工匠或操作者在一般製造過程中，會自然而然、自發性產生之想法，將永遠

                                                       
47 Reckendorfer v. Faber, 92 U.S. 347, 348 (1875). 
48 Id. at 347. 
49 Id. at 356-357. 
50 Atlantic Works v. Brady, 107 U.S. 192, 195-196 (1883). 
51 Id. at 198-199,205. 
52 Id. at 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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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是可專利的客體，蓋如果這樣不分青紅皂白地創造排他權，反而會成為刺激

發明的阻礙，且這樣的情形下投機者將應運而生，其非關注於技術的實質改良與

進展，僅藉由專利賦予之獨佔權來形成巨大的泡沫，進而在無任何實質技術貢獻

下，實質上對產業課以高額稅負，這樣的情形將會使正當的商人害怕不確定、隱

性優先權的存在，以及延伸的法律訴訟責任 53。 
本案中法院指出，需有高於一般機械性或工程上的技術，方可以作為專利之

客體，儘管其超越的程度仍未被明確定義，但顯然主要在要求客觀之技術創新，

此外，法院認知到如果過度濫發專利將會導致產業競爭的障礙，以及專利流氓的

橫行，顯然不利於商業發展，並減緩刺激發明的誘因、危害技術發展，顯然給予

法院正當化轉趨嚴格的審查標準之理由。 
 

(三) Diamond Rubber Co. v. Consolidated Rubber Tire Co.案 
本案專利為用於四輪馬車之改良橡膠輪胎 54，法院認為該輪胎具有廣為接受

的功效，並非完全複製先前技術，且達成先前技術未達成之結果，可以說是成功

的輪胎，因此專利有效 55。 
值得注意的是，本判決試圖拒絕進步性之判斷流於後見之明，指出如專利法

實際案例等許多事情中，在已經成功之結果的指引下，其結果將會顯得顯而易見，

而其通常影響著審查者對於發明才華的推測，蓋知識之取得在事情發生後會顯得

簡單，問題在解決後便顯得自始不困難，提前看到的新事物，似乎已經藏在世界

中垂手可得，而只要具有些許慧眼便可輕易取得，但是法律上不應如此檢驗發明，

必須要精巧的去判斷發明是否真的已經可以得知 56。 
此外法院也指出，本案專利僅有一小步的改進，即係針對特殊的外型與要素，

雖然是狹小而非令人驚奇之寬廣的外型變化，但已經屬於應該要被保護的權利，

不應該減損其實驗結果所生的價值，與具有發明力的完美產品，而如果專利權人

為世界增加了新且有價值的技藝，其應該享有專利權之保護 57。 
本案似乎極大程度放寬了非顯而易見性的標準，僅要求少數的進步即可以享

有專利保護，而不需有如前等案例般需要達到發明才華之程度，方可授予專利，

並且強調專利本身相對於先前技術之差異以及對於技藝之貢獻，而此放寬的成因

可能是來自於法院對於該標準模糊性的反思，以及該標準可能嚴重受到後見之明

影響所做出的調整，蓋由於後見之明可能會導致非顯而易見的標準不當提升，因

而法院在此明顯降低過往非顯而易見之發明所需的才華標準。 
 
 

                                                       
53 Id. at 200. 
54 Diamond Rubber Co. v. Consolidated Rubber Tire Co., 220 U.S. 428, 430-432 (1911). 
55 Id. at 434. 
56 Id. at 435. 
57 Id. at 43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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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Cuno Engineering Corp v Automatic Devices Corp.案 
本案專利為一個可移動插銷式無線點菸器，具有一個恆溫控制器，其在抽出

插銷時會控制加熱線圈的反應 58，法院認為由於恆溫加熱控制器與具有可移動式

插銷的點菸器均已揭露於前案之中，因此本案無線點菸器不是專利法所稱發明，

蓋除了將領域技藝應用於舊工具而產生新組合外，必須做得更多才能獲得專利，

因此本案專利無效 59。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雖承認其組合專利具有全新且有用的功效，但仍然不足

以具有可專利性，法院引用 Hotchkiss 案之判斷法並進一步指出，一個有用且新

的裝置，仍然必須展現閃耀般的創意才華（the flash of creative genius），而非單

純的職業技巧，否則無法給予其權利的正當性，並進一步指出這樣嚴格的適用是

避免輕微進步的發明，會產生過於沉重的專利獨佔成本 60。 
本標準可以說是史上最嚴格亦最模糊之標準，本案空泛的閃耀般的創意才華

測試法，相較於 Hotchkiss 案之高於一般技術者的發明巧思的判斷法而言，對於

發明創新的要求，提升不只一個層次，蓋發明就算具備全新且有用之功效，仍不

足以滿足其測試法之要求；此外，本案測試法僅結論性的描述本案專利不具可專

利性，欠缺充分的技術論理，充分展現法院對可專利性判準，嚴重流於法院之主

觀評價，甚至將本案恆溫器與毫無相關之烤土司機、熨斗上的恆溫裝置類比，認

為兩者雖設計上不同但本質相同 61，顯然是觀察本案專利後隨意對照、組合其他

無關引證，無疑在進步性判斷上產生嚴重的後見之明偏誤。 
有論者認為法院轉向保守的原因，可能係來自於當代時空背景為美國經濟大

蕭條時期，因此對於具有壟斷、獨佔特性專利權的態度，轉而趨向保守且嚴格 62，

如本案法院指出過於氾濫的專利會對社會造成極大成本，然而，此亦可表現出本

案判決中法院的主觀可操作性極高，使得進步性判斷將容易受到法院本身對於傾

向或排斥專利本身的價值所影響，嚴重動搖專利法本身之法安定性，反而恐使專

利本身促進創新的目的無法達成。 
此外，法院在本案完全忽略對於輔助性考量之判斷，亦即忽視在下級審指出

本案專利發明前，並未有無線點菸器的存在，亦即顯然存在他人之失敗，且本發

明取代先前有線點菸器在汽車上難以使用的困境，有莫大的商業上成功 63，可見

法院對於輔助性考量作為非顯而易見性判斷之標準的態度趨向保守，轉而執著於

以嚴格的發明與先前技術類比標準為判斷方法。 

                                                       
58 CIGAB LIGHTEB., US PAT. No. 1736544. 
59 Cuno Engineering Corp v Automatic Devices Corp., 314 U.S. 84, 89 (1941). 
60 Id. at 90-92. 
61 Id. at 91. 
62 Sirilla, supra note 36, at 473-475. 
63 Automatic Devices Corp. v. Cuno Engineering Corp., 117 F.2d 361, 362-363 (2th Cir.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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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助性考量標準之發展 
(一) Smith v Goodyear Dental Vulcanite Co.64案 
本案專利為一種人工牙床與上顎的改良，其使用橡膠、硬質橡膠等具彈性且

硬度足夠用於咀嚼的材料，以形成牙床與上顎，並且保留使嘴巴足以動作之彈性
65。法院認為，本專利使用硬質橡膠來取代舊有材料，以支持人工之牙齒，在性

能與運作功能均優於舊有產品且一體成形，是一個優越的產品，不能僅將其歸類

於單純工匠的技術，應屬具有創造性的努力成果，具有可專利性，是以本案專利

有效 66。 
法院指出，本發明改善舊有以金屬等物質製造的牙床之缺點，如造價高昂、

傷害嘴巴、妨礙咀嚼、發音障礙、牙齒與支持物間有隙縫等，儘管各該要件分別

均為人所知，但使用硬質橡膠所產生的功能，遠大於先在被使用中的其他物質，

如金、銀等，可以說是製造一個新的產品，與舊有產品均不相同且不只十分實用

與完美，更具全新的用法與特性 67。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指出本產品之作成不是一種機械性的改良，當可以被稱

之為發明，蓋如果不是如此的話，則市面上的人造牙與牙床在本專利申請前，均

毫無疑問的會使用硬橡膠來製成。此外，長久以來，業界在尋求一種有能力與牙

齒結合，並且沒有已知組合缺點的物質，此為近期牙醫與科學雜誌所經常討論之

議題，不僅如此，當申請人揭露此一發明，其價值便被廣泛認可，沒有人對其是

全新且具高度價值的發明有所疑問，並受到無數專業學者的盛讚，稱其為牙醫界

近年來最優質的改良，此等證據證明發明人事實上掀起了牙醫界的革命，並且相

較於舊有儀器，本發明更受青睞。此等證據均顯示發明人不只是取代一種材料，

不只是一種機械性判斷的運作，而是真真實實的發明 68。 
本判決開啟了輔助性證據在實務判決的運用，用以判斷該發明是否具有非顯

而易見性與否的標準，如本判決中所應用的他人的失敗（the failure of others to 
achieve the invention）、長期的需求（long-felt need）、商業上的成功（commercial 
success），開啟了不同於以往，單純以發明來對比先前技術的非顯而易見性判斷

標準，採用發明當下所處的產業背景作為判斷依據，為未來輔助性考量在判斷非

顯而易見性的應用，奠定基石。 
 
(二) Loom Co. v. Higgins 案 
本案專利為改良織布機用以編織成堆的布料 69，法院認為本專利是已知機械

的全新結合，使得織布機的編織能力可以達到每日產出毛毯 50 碼，而先前僅能

產出 40 碼，是以儘管本專利中個別要素均分別為人所知，然而基於此種效果的

                                                       
64 Smith v. Goodyear Dental Vulcanite Co., 93 U.S. 486 (1876). 
65 Improvement in artificial gums and palates., US PAT. No. 43009. 
66 Smith, 93 U.S. at 486. 
67 Id. at 494. 
68 Id. at 494-495. 
69 Loom Co. v. Higgins, 105 U.S. 580, 581-582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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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可以認為此改良具可專利性，因此原告專利有效 70。 
本判決中法院在認定顯而易見的要件上，引入了輔助性考量來證立本發明的

可專利性，法院指出即使在眾多具有高超技藝的人們眼前，如同本專利一般的結

合機械數年間均沒有被採用，可以認為這些高超技藝者均未能成功發現該結合，

進而評估其價值，將該發明為世人所知 71。在此法院使用了輔助性考量中他人的

失敗，來作為本發明非顯而易見的指標，足以展現出輔助性考量在專利顯而易見

判斷實務上開始佔據一定之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判決亦對於專利非顯而易見性的判斷中，可能會受到後見

之明的影響加以警惕與批判，法院指出其不接受被告之抗辯，即該不同部位或要

素的結合所產生的物體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不值得給予專利，其原因在於當發明

成功後，任何人將可以輕易聲稱他也可以做到相同的事情 72。此論證可以說是法

院對於恣意結合引證，所可能產生後見之明偏誤之風險已有所認識，並且拒絕該

後見之明偏誤影響法院對於專利非顯而易見的判斷。 
最後，此判決對其後案例之重大影響在於，判決中法院使用他人的失敗的輔

助性考量作為佐證非顯而易見的指標，並以之作為排除後見之明影響的手段，可

說是法院首次嘗試利用輔助性考量來作為排除後見之明影響的策略，此一見解對

於輔助性考量的目的、用途與發展等其後之實務學說發展，均有顯著之影響。 
 
(三) McClain v. Ortmayer 案 
本案專利為用於馬項圈之伸縮彈性物質，用以形成馬頸部與項圈間的軟墊 73，

法院認為沒有證據顯示，該彈性物質有展現出先前技術所無之全新及重要的功能，

因而專利無效 74。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指出專利物在市面上的成就範圍，是一個相當不明確的

標準，即使其相當有用，但此等證據仍然十分容易受到大量精明的廣告、吸引消

費者注目的方法、將商品放入市場時的策略、大量給予經銷商之酬金等商業上原

因之影響，而非來自於技藝本身的貢獻。如果一般性銷售可以作為可專利性的判

斷標準，將可能會使人將稍微不同於已知方法的專利，以高超商業方法裝飾、推

銷其商品，將競爭者趕離市場，並以此來確保獨佔權，而非以對於技藝之重要貢

獻來獲取競爭優勢。而在本案中沒有證據顯示，本案專利品的市場需求年年增加

之一部或全部貢獻，是來自於發明人商品的獨特性，或僅是來自於發明人產出高

品質的專利品、用引人注目的廣告等，並將其推入市場以增加銷量 75。 
本案判決增加輔助性標準證據的限制條件，亦即發明人必須要證明其輔助性

                                                       
70 Id. at 580. 
71 Id. at 591. 
72 Id., quoted:” Now that it has succeeded, it may seem very plain to any one that he could have done 
it as well.” 
73 McClain v. Ortmayer, 141 U.S. 419, 421 (1891). 
74 Id. at 429. 
75 Id. at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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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與發明客體技術本身的連結性或因果關係，例如專利品之商業上成功必須是

來自於專利品本身的技術貢獻所致，而非來自於外在商業手段所產生的商業成果，

可認法院開始對於輔助性標準證據的要件，產生更細緻之適用標準。此外，本判

決指出，與前案僅有些微差異但有商業上成功的發明不具專利性，似乎暗示僅參

酌表面上輔助性考量之證據而給予專利所產生之判斷不精確的風險，且單滿足該

標準可能不足以證立非顯而易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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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複數專利判斷標準之發展 
(一) Reckendorfer v. Faber 案 
本案例事實詳如前述，值得注意的是，法院指出本專利僅是鉛筆與橡皮擦之

結合，其鉛筆尾端製作一個合適尺寸的凹槽，發明人對該合適尺寸並沒有任何特

殊想法，而結合後鉛筆仍然維持其原來的功用，其僅是一種製作或應用之手段而

不具可專利性 76，進而法院指出，在舊有要素的結合（combination）之案例中，

其結合必須產生超越於各自部分分別所可以提供之新結果或效果，方具有可專利

性，否則僅是一種各自要素的集合（aggregation）77，此即所謂為相乘效果判斷

法之前身。 
 
(二) Loom Co. v. Higgins 案 
本案例事實詳如上述，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此判決中指出，如果已知要素

的全新結合或排列產生全新且有力的效果，其為發明之證據，而並不同意結合不

同部分或要素以達成之本案客體，是過於顯而易見而不值得給予專利 78，從此部

分似可推論本判決已經開始形塑出組合複數專利之非顯而易見性的判斷標準，然

而此一論述是用以反駁被告之主張，尚難逕為推論法院認為全新且有利之效果，

係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要件，而本判決中仍然未有明確如何判斷「發明」的標準。 
 
(三) Great Atlantic & Pacific Tea Co. v. Supermarket Equipment Corp.案 
本案專利為收銀台之延伸，而其延伸可以使商品從延伸處滑動至收銀員之位

置 79，法院認為本案只是改變舊機器的尺寸，不過是將舊的收銀台延展以因應商

人的需要，縱然認為該延伸具有可專利性，本案專利也會因為包含舊機器之過寬

的權利範圍而無效，此外，法院並沒有發現舊要素組合而成之本案發明，相較於

要素本身的運作有額外或不同功能，因此專利無效 80。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法院重申結合（combination）與集合（aggregation）之

差異，指出前者符合非顯而易見標準，可以稱之為發明，而後者則否 81；再者，

法院提出在結合已知要件的專利中，該結合必須具有貢獻，僅當結合整體之貢獻，

超越其各自要件之總和，亦即要素的結合，必須要產生非比尋常且令人驚豔的結

果，該結合專利方具有可專利性 82，此後被稱為相乘作用（synergism）測試。此

測試法著重於已知技術結合所產生之技術效果，換言之即係使用技術組合的客觀

技術實效，來評價組合專利之非顯而易見性，本案法院適用本測試所給出的理由

在於，專利之知識貢獻必須超過已知知識的綜合，而如果沒有，則該專利的效益

                                                       
76 Reckendorfer, 92 U.S. at 355. 
77 Id. at 347. 
78 Loom Co., 105 U.S. at 591. 
79 MERCHANDISE HANDLER., US PAT. No. 2242408. 
80 Great Atlantic & Pacific Tea Co. v. Supermarket Equipment Corp., 340 U.S. 147, 149-152 (1950). 
81 Id. at 151. 
82 Id. at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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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被可自由供人取用之先前技術的貢獻所替代，欠缺維持專利有效性之正當性，

否則將會把原本公眾可以獲得的資源，再被專利權加以獨占與削弱 83。 
本案就組合專利是否具有可專利性，亦即是否具有非顯而易見性之標準，已

然做出較為完整之論述，然而法院仍然繼續沿用一個十分嚴格且模糊的閃耀般的

創意才華之標準，大法官更在意見書指出，具有可專利性的發明的正當性來自於，

對拓展化學與物理學等之邊界，做出具有特色的貢獻 84，然而其邊界以及可專利

之具有特色的貢獻範圍為何仍不明朗，顯然仍是維持並強調一個模糊且難以定義

的非顯而易見標準，值得慶幸的是，本案為專利非顯而易見性立法前，最高法院

對於非顯而易見性之最後專利判決。 
此外，本案判決對於輔助性考量採取一個更加消極之態度，認為縱然具有商

業上之成功，仍是不具可專利性發明，仍不能給予專利 85，明顯本案法院還是傾

向採取嚴格的發明與先前技術類比操作標準，作為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方法。 
 

 小結 
從前開判決可以發現，在 Hotchkiss 案後的期間，法院致力於排除單純組合

複數先前技術所產生之發明的可專利性，進而法院對於組合專利的非顯而易見性

標準，已開始形塑出一定程度之明確標準，如相乘作用測試法，並肯認縱然舊有

要素均存在於先前技術中，亦即在欠缺客觀技術創新下，其結合產生的新結果與

效用，亦即若具備客觀技術實效，亦符合可專利性之要求，此一結論對於其後組

合專利可專利性標準的發展，具有顯著之影響。 
此外，法院亦開始警覺在判斷組合專利可專利性之要件上，將有可能受到後

見之明的影響，進而法院在判斷非顯而易見的要件上，開始試圖發展避免後見之

明的諸多策略，也影響其後對於非顯而易見判斷所採取的分析方式，如應該採用

發明來對照當時產業的發展背景，來評估非顯而易見性，如輔助性考量之證據；

抑或是應該以發明來對照先前技術的引證文件，不用參考該產業在發明前後之變

化 86，即單純對比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之技術特徵，來認定顯而易見性。此外，

此期間法院對於輔助性考量的應用態度反覆，對於兩策略的傾向也因時期的不同、

最高法院法官的態度有所差異，並各自深刻影響著其後非顯而易見性判斷標準之

發展。 
 

                                                       
83 Id. at 152-153. 
84 Id. at 154. 
85 Id. at 153. 
86 Sirilla, supra note 36, at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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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美國 1952 年專利法第 103 條之制訂 
由於案例法標準的不確定性，常有法院先射箭再畫靶的疑慮，律師界等大聲

疾呼一個客觀化的可專利性標準，指出專利應該以其技術本質來判斷專利性，而

不是以法院判斷的過程來決定，因此各界開始推動專利法之顯而易見性標準之訂

立 87。 
事實上案例法中已有非顯而易見、對於領域技術者顯而易見 88等用語，然而

本質上法院還是以所謂創意巧思等模糊之標準來判斷顯而易見性，是以為解決非

顯而易見性標準不一之問題，國會將其定義正式寫入法條。然而，雖亦有實務使

用輔助性考量來判斷顯而易見性，但最後並沒有入法，不過立法上亦排除發明

（invention）作為非顯而易見判斷用語，避免模糊的用語產生混淆的麻煩，並且

揚棄所謂創意巧思、閃耀般的創意才華此等流於主觀恣意之準則，改採對於所屬

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而言是否顯而易見之標準，進而制訂專利法第 103 條，並且為

了確實廢棄閃耀般的創意才華測試法，特別在後段訂立「可專利性不應該因為專

利產生之方式而被否定」，避免該判斷法在實務判決中死灰復燃。 
當時所制定之條文與現行法已無顯著差異，可證其為一個適當且合宜的非顯

而易見立法。 
 

                                                       
87 Sirilla, supra note 36, at 501-514. 
88 Edison Electric Light Co. v. United States Electric Lighting Co., 52 F. 300, 308-309(2d Cir. 1892); In re 
Shortell, 142 F.2d 292, 295(C.C.P.A.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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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我國專利法進步性之立法史 
中國最早專利法規，被認為是來自於 1898 年光緒年間之戊戌變法時所頒布

「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其依照創新發明的功用與價值，給予獎勵、官職與專利

權等，用以振興並促進工商業之發展 89，然而該變法因慈禧太后政變遂告終，史

稱百日維新。而後慈禧仍有感於商業發展之重要，遂成立商部並於 1906 年制定

「獎給商勳章程」，引入西方專利法上獎勵創新之理念，授勳給具有新發明者，

以挽救當代中國商業受到外國進口剝削所導致的利益喪失 90。 
而我國首個獎勵創新之立法為 1912 年 12 月 12 日所公佈之「獎勵工藝品暫

行章程」，用以鼓勵工業興辦、技術移轉，以及避免他國專利技術影響我國經濟，

所推出的暫行條例 91，而後在 1923 年修正前法並公布「工業品獎勵章程」、制定

1928 年「獎勵工業技術暫行條例」等等賦予類似專利權之先行法律接續公布施

行 92，後於 1944 年 5 月 4 日正式制定「專利法」，並於 1949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

行至今日。 
於 1944 年版本之專利法中，專利要件僅有新穎性（第 2 條）、產業利用性（第

3 條），遲至 1979 年 4 月 3 日之專利法修正，始增訂第 2 條第 5 款：「運用申請

前之習用技術、知識顯而易知未能增進功效者。」之進步性要件立法，其立法目

的指出：「發明除應具有新穎性外，尚須有進步性始准專利。如其發明為一般具

備該項知識之人，顯而易知者，為習用技術之轉用，各國專利審查實務，均不予

專利。」其立法技術十分簡略，在進步性判斷主體上亦無明定於法條之中，僅在

立法目的中描述為一般具有該項技術之人。其後在 1993 年 12 月 28 日全文修正

後改編至第 20 條第 2 項：「發明係運用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知識，而為熟習該項

技術者所能輕易完成時，雖無前項所列情事，仍不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

此次修正則完整加入判斷主體為熟習該項技術者，然其運用先前技術一詞，產生

是否必定要實際使用先前技術來判斷進步性之爭議，然已趨近今日進步性之用

語。 
其後，進步性要件於 2003 年 1 月 3 日修正時，改列為第 22 條第 4 項：「發

明雖無第一項所列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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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其立法目的為：「本

項係有關專利要件中進步性之規定，對於是否『運用』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知識

一節，解釋上容有不同意見，易生紛擾，而進步性之判斷重點有三：一為依申請

前已公開之技術知識而判斷，二為判斷對象範圍限定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者，

三為其判斷標準以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之具有通常知識之人之能力。至於實際

上是否『運用』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知識，並非必要，爰刪除『運用申請前既有

之技術或知識』等字，而改依前述意旨修正之，使概念更為清晰。另所謂『熟習

                                                       
89 李達嘉，〈從抑商到重商: 思想與政策的考察〉，《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2 期，頁 42（2013 年）。 
90 同前註，頁 44-48。 
91 鄭中人，〈論追加專利〉，《智慧財產權》，18 期，頁 2（2000 年）。 
92 同前註，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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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技術者』係指『a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其意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之人之能力，為釐清其概念，爰修正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又關於進步性之判斷時間點，為依申請前已公開之技術知識而判斷，爰明定以申

請前之先前技術作為判斷基礎。」本次修法將 1993 年法條適用爭議澄清，並載

明進步性判斷之要件及判斷重點，已與今日進步性用語雷同。 
最後，進步性要件於 2011 年 11 月 29 日修正改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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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改項次及文字上調整，對於進步

性判斷標準均無更動，並且本條沿用之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9

28 
 

第二節 各國現行進步性判斷法 

第一項 美國 

第一款 美國關鍵實務見解 
第一目 Graham v. John Deere Co 三步驟測試法 

 案件事實 
 案件背景 

此案為兩案件之組合，本案一為專利侵權案件，Graham 一審勝訴，法院認

為美國專利 No. 2,627,798 專利（下稱 798 專利）有效且侵權 93，但二審敗訴，

法院轉而認為專利因欠缺進步性無效 94。本案二為 Calmar 提起宣告 Cook 化學公

司所有之美國專利 No. 2,870,943 無效且不侵權案件，但遭一審駁回 95，二審亦

維持專利有效且侵權之判斷 96。兩案均被最高法院受理，法院最後宣告兩專利均

因欠缺進步性而無效 97。 
 所涉專利與先前技術 

1. Graham 專利部分 98 
(1). 本案專利 US No. 2,627,798 

本案專利是關於鉗狀彈簧，結合於耕犁機之柄上，使耕犁機遇到土中障礙物

時，向上彈升，而通過障礙物後回復原狀，藉由彈簧吸震來減緩機具損耗。 
主要技術部分如圖 1 左方所示，在樞紐之上半部，為重金屬材質之①上板，

被②犁架所鉗住，且與犁架相互固定；而在樞紐之下半部，即③樞紐板，其利用

④樞紐釘與上板後方連接，並且可以相對於上板向下轉動；⑤柄被⑥栓在樞紐板

前緣，其位在盤下 7 英吋，與其平行運作，且穿過⑦箍筋向後延伸數呎，並呈弧

形垂至地面；⑧鑿子為實際犁田部分，連接於柄末端，當犁架被向前拖曳時，鑿

子將劃過土壤以犁田。 

在一般位置時，樞紐板與柄利用在上板之上的⑨彈簧，將兩者緊密依靠上板；

⑩竿子穿過彈簧中心，以及兩個板中間與柄之孔洞，其前端拴住彈簧上方，而其

後端勾住柄之底部。 

在開啟位置時，即當鑿子遇到土中石頭或其他障礙物時，其阻力會使得鑿子

與柄之後端向上提升，其柄以樞紐盤後端為 ○11 支點，撬開樞紐對抗彈簧之擠壓

力，而這樣的擠壓力來自樞紐開啟時，連接用竿子被向下拉，造成彈簧擠壓；當

障礙物通過後，鑿子的向上力消失，進而彈簧會將柄與樞紐板推回原位；樞紐盤

的尾端以⑦箍筋的形式，作為柄之托架，而柄在其下方穿過，柄與箍筋結合較為

                                                       
93 Graham v. John Deere Co. of Kansas City, 216 F.Supp.272, 272 (W.D. Mo. 1963). 
94 John Deere Co. of Kansas City v. Graham, 333 F.2d 529, 529 (8th Cir. 1964). 
95 Calmar, Inc. v. Cook Chemical Co., 220 F.Supp. 414, 414 (W.D. Mo. 1963). 
96 Calmar, Inc. v. Cook Chemical Co., 336 F.2d 110, 110 (8th Cir. 1964). 
97 Graham v. John Deere Co. of Kansas City, 383 U.S. 1, 1(1966). 
98 Id. at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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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鬆，允許稍微上下移動；箍筋之作用在於防止柄彈離樞紐板，並防止過量的張

力作用於柄之拴部，且箍筋束在柄上，以避免產生兩端魚尾狀擺動。實際使用時，

彈簧、柄、樞紐之組合被拴在犁架上，形成可在地上使用之鑿子，並且有能力承

受石頭與其他障礙物之衝擊，而不會損害柄。 
(2). 專利背景 

Graham 改良過往犁田機中，鑿子接觸到石頭等障礙物時，其震動會造成柄

斷裂之缺失，進而於 1950 年獲得美國專利 No. 2,493,811（下稱 811 專利），其後

Graham 改良 811 專利之結構，並進而研發出本案 798 專利。 
(3). 先前技術：專利 US No. 2,493,811 

在本案中以 811 專利為最重要的先前技術。 
在 811 專利之部分，811 專利與 798 專利幾乎所有要素都相似，主要不同部

分在於兩部分，一為⑦箍筋以及連接柄與樞紐板之⑥栓，未出現在 811 專利中；

二為柄之位置相反，811 專利之柄在樞紐板之上，並在上板之下，被兩板夾成三

明治形（結構比較詳見圖 1 右下圖）；實際運作上，811 專利中，柄由於沒有緊

密的鎖在樞紐板上，是以可以魚尾式擺動；此外，由於樞紐板構造在柄下方，柄

會造成上板後方磨損，而上板有維修與替換不易之問題。 
(4). 本案專利與先前技術之比較 

Graham 指出三個主要改良，其一為在 798 專利中，解決了柄與上板間的磨

損問題，蓋由於 811 專利中樞紐板構造在柄下方，在鑿子遭受到向上阻力時，上

板後方會與柄接觸形成支點，進而使柄與上板後方均磨損，是以 798 專利將樞紐

盤改在柄與上盤中間，並重新設計樞紐釘之位置，進而解決前開磨損問題，並且

將磨損點改在容易維修及替換的樞紐板上。其二為，798 專利將樞紐板與柄用栓

拴住，使得柄前端與樞紐板下方被固定住。其三為，Graham 在訴訟時提出，當

鑿子因遭遇障礙物，使柄末端向上提升時（示意於圖 1 右上圖之○A ），柄之支點

會在樞紐板處（示意於圖 1 右上圖之○C ），而由於柄前端被栓固定，柄所受到張

力會使柄支點觸到柄被栓固定處（示意於圖 1 右上圖之○C 至○D 區間），彎曲如弓

形遠離樞紐板，柄與樞紐板最大可以離開之距離（示意於圖 1 右上圖之 ○B ）不

大。 
而在 811 專利中，支點在上板 ○c 處，而因 ○a 向上力所產生柄的彎曲處一樣

位在 ○c 到 ○d 之間，然因為柄緊密鎖在樞紐板上，而無可以自由彎曲之空間（示

意於圖 1 右下圖之○b ，柄與樞紐板間無空隙），因而在實際運作上 811 專利僅有

○a 到 ○c 間的柄可以彎曲，不如 798 專利之整個柄均可以彎曲，是以 798 專利可

以更有效的吸收障礙物所造成的衝擊力，而為先前技術無法達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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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Graham 專利技術與先前技術比較示意圖 99 

A. 本圖中左二圖為 798 專利示意圖： 
其中左上方圖為 798 專利物處於一般位置之各要件位置與相互連

接情形，右方為前端，左方為後端，當此犁田器運作時，整個專利物將

被拉往右方前進；而數字代表之各要件分別為：①上板（upper plate）、
②犁架（plow frame）、③樞紐板（hinge plate）、④樞紐釘（hinge pin）、
⑤柄（shank）、⑥栓（bolt）、⑦箍筋（stirrup）、⑧鑿子（chisel）、⑨彈

簧（spring）、⑩竿子（rod）。 
左下圖為 798 專利物遇障礙物產生向上阻力時，亦即在開啟位置時，

各要件運作情形，而數字代表要件為○11 支點。 
B. 本圖右二圖為 798 專利與 811 專利運作簡圖： 
右上圖為 798 專利物運作簡圖，而英文代表各要件為：○A 受向上力

處、○B 柄與樞紐板間距離、○C 運作時柄之支點、○D 柄被栓固定處；注意

○C ○D 間之柄可以彎曲以吸收衝擊力。 
右下圖為811專利運作簡圖，而英文代表各要件為：○a 受向上力處、

○b 柄與樞紐板間距離、○c 運作時柄之支點、○d 柄未被栓固定於樞紐板上；

應注意 Graham 主張之 811 專利與 798 專利不同處有三：1 為運作時亦

造成柄與上板磨損、2 為柄被固定於樞紐板上而無法彎曲、3 為柄未被

栓固定於樞紐板上。 
 

                                                       
99 改作自 Graham v. John Deere Co. of Kansas City, 383 U.S. 1 (1966) 之 Figure 1 與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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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ok 專利部分 

(1). 本案專利 US No. 2,870,943 
本案專利是附帶有壓制用蓋子之塑膠手按式噴嘴，作為內嵌式噴霧器，可將

瓶內液體噴出，如家用殺蟲劑等，其結合鑲嵌在瓶蓋上方之手壓式幫浦噴嘴，以

及壓制噴嘴之塑膠製上蓋，上蓋將被拴緊在噴嘴上方（示意於圖 2 左上圖）。 
主要技術特徵如圖 2 左上圖所示，幫浦管會穿過瓶蓋深入瓶內液體中；上蓋

置於噴嘴上，並旋緊固定於噴嘴軀幹下方的環狀頸圈，兩者透過肋狀螺紋相互咬

合；而當上蓋旋緊在頸圈後，位在上蓋內部與螺紋上方之密封肋會相互接合，使

上蓋得以密封；上蓋旋緊後會壓制幫浦之活塞，使得幫浦在密封時不會運作；而

上蓋與瓶蓋間有小縫隙，兩者未直接接觸。上蓋可以防止液體流出，並可以避免

運送或販賣時噴嘴受損 100。 
 

(2). 專利背景 
當時殺蟲劑廠商戮力於研究結合噴嘴與殺蟲劑容器之困境，曾經使用錫製作

噴嘴，但未上市，而後在 1947 年間，Cook 提供 Calmer 所製造的塑膠幫浦噴霧

器，其為未被專利之手壓式噴霧器，固定在穿孔的硬紙板支架上，並掛於容器上

方，其需要消費者自行移除瓶蓋後，並裝設噴霧器來使用。而將噴霧器附在容器

旁十分昂貴且麻煩，蓋其需要人力包裝，且會有運輸中損壞、失竊等風險，其後

Calmer 試圖研發結合式噴嘴與容器，但未成功，而後 Colgate 公司發明了氣霧噴

霧器，其使用氣體來噴發液體而不需要幫浦噴霧劑，最後 Cook 於 1959 年改良前

開 Calmer 手壓式噴霧器以研發出本發明 101。 
 

(3). 先前技術 
本案主要有三個先前技術，分別為 Lohse 專利 US No. 2,119,884（示意於圖 2

右上圖）、Mellon 專利 US No. 2,586,687（示意於圖 2 左下圖）以及 Livingstone 專

利 US No. 2,715,480（示意於圖 2 右下圖）。 
Lohse 專利是一個貨運用噴霧器之設計，其與本案專利有相同之功能，而兩

者不同地方在於上蓋部分，Lohse 專利上蓋下襬部分，與瓶蓋上方之墊圈或墊片

接合來密合，此外，頸圈上至噴嘴下方部分並未密封。 
Mellon 專利同樣是一個貨運用噴霧器，其揭露一個上蓋螺紋的密封設計，

其與本案專利不同地方在於，其上蓋直接壓緊在容器與密封襯墊上，用以實現密

封效果，而沒有使用肋狀螺旋紋旋緊之設計。 
Livingstone 專利是一個保護沖水噴口之設計，其揭露在螺紋上的不用襯墊之

密封設計，其與本案專利的密封設計相當相似，Livingstone 專利使用槽榫接合技

                                                       
100 Graham, 383 U.S. at 26-27. 
101 Id., at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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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其槽部（凹陷部）位在頸圈上表面，而榫部（凸部）位在上蓋內部，兩者相

互咬合；本案專利使用環狀螺旋紋來密封於相同位置，其相較於 Livingstone 專利

而言，顯得無效率，蓋 Livingstone 專利結構天生較為穩定，且形成一種連結，可

以承受不當使用所生的上蓋扭曲 102。 
 

(4). 本案專利與先前技術之差異 
從 Cook 專利申請歷史觀之，Cook 權利範圍為避免落入 Lohse 與 Mellon 專利

要件中而喪失新穎性，其而主要限制條件在於：本案專利使用肋狀螺旋紋密封，

以及上蓋下緣並未接觸瓶蓋；而 Mellon 專利揭露位在螺紋上的上蓋，但未揭露

肋狀螺旋紋，而其可以在上蓋鎖緊時使上蓋不會接觸到瓶蓋，而 Mellon 專利已

經將 Lohse 專利之墊片改在螺紋之上；換言之，Cook 專利之主要貢獻在於使用

肋狀螺旋紋（而非墊片）以及上蓋與瓶蓋間有些許縫隙。 
 
 
 
 
 

                                                       
102 Id., at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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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Cook 專利與先前技術比較圖 103 
左上圖為 Cook 專利要件示意簡圖。 
右上圖為 Lohse 專利要件示意簡圖，其與本案 Cook 專利主要差異為：1 頸

圈上至噴嘴下方部分並未用肋狀螺旋紋加以密封，以及 2 上蓋與瓶蓋上墊片密

合。 
左下圖為 Mellon 專利要件示意簡圖，其與本案 Cook 專利主要差異為：1 上

蓋直接壓於容器與密封墊上，而沒有肋狀螺旋紋之設計。 
右下圖為Livingstone專利要件示意簡圖，其與本案Cook專利主要相似處為，

密封使用槽榫接合技術，而本案專利使用環狀螺旋紋密封。 

                                                       
103 改作自 Graham v. John Deere Co. of Kansas City, 383 U.S. 1 (1966) 之 Figure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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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見解 
 進步性判斷方法論：Graham 測試法 

首先，法院認為 1952 年非顯而易見性之立法，僅是法院過去見解之成文化

與修改專利要件之用語，如 Hotchkiss 案顯而易見之「發明」要件轉變為「可專

利性」要件，從立法過程與立法目的來看，其仍然維持過往法院判例所形塑之可

專利性的通常程度創新標準，並沒有因專利法 103 條立法而改變 104。 
再者，法院重新詮釋 Hotchkiss 測試法，其原要求該發明必須要有超越領域

中通常技術者之創意巧思，而法院指出其實際應用上，是要求比較申請案與領域

中的背景知識，透過比較來判斷可專利性 105。 
法院進一步提出著名之 Graham 測試法，判斷發明是否符合專利法 103 條要

件之判斷程序為： 
1. 決定先前技術之內容與範圍 
2. 確認先前技術與申請技術權利範圍之差異 
3. 決定有關技術之通常技術水準 
而透過前開背景事實之判斷，即可決定審查客體是否具有非顯而易見性，此

外，另可以應用發明當下之環境證據來判斷即 
4. 參酌輔助性考量，如商業上之成功、長久以來之需要、他人的失敗等

因素 
透過前開判斷程序，作為判斷發明是否具有非顯而易見性之指標 106。 
 

 本案進步性判斷 
1. Graham 專利部分 
針對 Graham 之解決運作時柄與上板磨損問題、柄被固定於樞紐板上而無法

彎曲問題，法院均不採認 Graham 之主張，其認為依據專家證人之說詞，798 專

利使柄得以自由彎曲之主張，亦即 ○B 柄與樞紐板之自由彎曲部分，顯然不是該

專利的重要技術特徵，唯一有效的技術在於，將柄改置於樞紐板下並穿過箍筋，

使柄之彎曲功能不會受到影響，然而對於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一

旦了解整個柄均能彎曲，為了使柄之彎曲可以更有效率地被應用，其會立即想到

如同本案之專利般，將柄與樞紐板的位置調換。 
此外，儘管減少磨損以及增加維修效率是具有可專利性的特徵，但在先前技

術中，如 Glencoe 儀器，已經揭露所有本案專利之要素，儘管 Glencoe 儀器中樞

紐板在柄之下，但該儀器之運作上，完全與本案專利相同，各部件運作功能均可

相對應，欠缺機械運作上之區別，因此本案專利顯然不具有非顯而易見性 107。 
 

                                                       
104 Graham, 383 U.S. at 3-17. 
105 Id., at 10-12. 
106 Id., at 17-18. 
107 Id., at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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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ok 專利部分 
Cook 主張，其專利為舊要素的獨特組合，且具有商業上成功，噴霧器與殺

蟲劑容器一體成形可以直接使用，且其不昂貴的噴霧器設計，在運輸不會洩露液

體，且滿足市場上長久以來之需要，而無人能完成之發明，地院認為該專利具有

可專利性，而上訴法院認為本專利解決產業長久以來之需要，且發明後立刻取得

商業上成功，且儘管個別要素並非全新的，但先前技術並沒有揭露出，如同本案

專利般獨特結合舊要件之建議，因而具有可專利性 108。 
誠如前述，法院認為 Cook 專利之主要貢獻在於上蓋與瓶蓋間有些許縫隙，

以及使用肋狀螺旋紋（而非墊片）；上蓋與瓶蓋間有些許縫隙部分，法院認為其

僅是專利限制要件而非發明要件，蓋上蓋之目的在於密封與壓制噴嘴，則該縫隙

要件必須要提供密封之效果，才屬於發明要件；Mellon 專利發明之密封係透過

上蓋必須要壓在位在瓶身上方之密封墊來達成，其沒有指出上蓋必須與瓶頸持續

接合，故其與 Cook 之結構並無不同，且該縫隙亦被 Livingstone 專利所揭露，是

以系爭發明不具有可專利性 109。 
而使用肋狀螺旋紋部分，其已經完全被 Livingstone 專利所揭露，儘管 Cook

主張該專利是關於注水噴口而非幫浦噴霧器之專利，是以並非有關專利，但在審

查時並未否認相似先前技術的使用，因此不宜限制先前技術之應用，且本案並非

解決殺蟲劑之問題，而係機械密封問題，而其與注水噴口屬於相關技藝，是有關

專利 110。 
最後，對於 Cook 所主張之輔助性考量，如商業上成功、產業上長久以來之

需要，其法律上推論乃係針對經濟上或動機上考量，並非針對技術問題，其相較

於技術證據而言，容易受到法院主觀影響，顯然不符合專利法所著重的技術事實，

儘管有認為輔助性考量可以作為對抗後見之明之用，但本案中並沒有因此使發明

具有可專利性，蓋 Cook 專利與先前技術幾無機械技術上差異，進而法院認為在

先前技術之指引下，系爭發明為顯而易見 111。 

                                                       
108 Id., at 29-30. 
109 Id., at 32-35. 
110 Id., at 35. 
111 Id., at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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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 
 Graham 案對進步性判斷要件之影響 

本案中法院所建立之 Graham 測試法影響深遠，許多國家 112之進步性判斷方

法多受此架構之影響，而本測試法經 KSR 案再次肯認後，亦在美國仍應用至今，

此測試法之確立，給予法院明確判斷進步性所應依循之步驟，使在進步性判斷上

能夠更加一致。 
然而，此判斷法事實上僅是對於美國專利法 103 條判斷非顯而易見要件之具

體化判斷步驟，即判斷非顯而易見性要件所應參考之事實，與尋找該等事實之具

體順序與步驟，法院事實上並未提出究竟在何種情況下發明相較於先前技術而言，

具有非顯而易見性，亦即如何參酌 Graham 判斷法所提供之事實證據以判斷非顯

而易見性之有無，且事實上本案法院亦承認最終非顯而易見性判斷是法律問題，

而給予相同事實內容，也可能有不同顯而易見性判斷之想法 113，是以本案法院

仍未能對於審查者如何評估先前技術與發明之差異，是否滿足專利法所需要的創

意巧思，提供一個客觀、明確且可靠的衡量標準，且欠缺對於特定個案而言，一

個明確可用的有意義的指引，因而招致諸多批評 114。此外，本案法院不斷強調

專利必須給予高品質、值得讓公眾受到排他權限制之發明 115，亦有加深其過往

所採用之獨創巧思等模糊非顯而易見標準之疑慮，法院忽視立法者對於意圖矯正

該模糊標準的努力，顯非適當 116。 
此外，本案法院事實上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並沒有任何定義，較相

近的要件應屬「決定有關技術之通常技術水準」，然而文義上應屬對於發明當下

所有先前技術之技術水準，乃屬先前技術客體問題，要非著重在以所屬領域具有

通常知識者，來判斷非顯而易見性，亦即判斷主體問題，顯然有混淆判斷主體與

被判斷之技術客體的錯誤 117，而本案在非顯而易見性論斷上，法院確實也未就

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加以描述，僅在 Graham 專利非顯而易見性判斷中，

簡短描述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一旦了解整個柄均能彎曲即可完成本案發明

等結論性描述，實質上對於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水準為何，以及為何

對其而言，先前技術之教示足促其完成本案發明等問題，未有詳盡論理，頗有視

法院本身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嫌疑，顯非適當。 
最後，本案法院雖然認為非顯而易見性判斷，除可以採用發明來對照先前技

術的引證文件之發明技術本身之證據，並可以使用發明當時產業整體發展背景之

                                                       
112 如英國進步性判斷標準之 Windsurfing/Pozzoli structure 亦存有若干 Graham 測試法之影子，以

及我國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651 號判決幾乎全然參考 Graham 測試法。 
113 Graham, 383 U.S. at 17-18. 
114 如：Mandel, supra note 3, at 326; Tomotaka Homma, Comparing Japanese and US Standards of 
Obviousness: Providing Meaningful Guidance After KSR, IDEA, 451 (2007). 
115 Graham, 383 U.S. at 8-12. 
116 如前述，專利法第 103 條後段之訂立，即係為避免閃耀般的創意巧思判斷法在實務判決中死

灰復燃。 
117 Mandel, supra note 3, at 32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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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證據，亦即輔助性考量，兩種證據均能作為非顯而易見性判斷之依據，然而，

從法院在 Cook 專利非顯而易見性論斷上觀之，其認為 Cook 專利與先前技術幾無

機械技術上差異，因而輔助性考量證據均已不重要，顯然將輔助性考量當作是次

要的考量，儘管承認其可能具有若干對抗後見之明之效果，但仍是次要的標準，

若主要證據已經明確則無庸考量輔助標準，可認法院對於輔助性考量證據，採取

相當消極適用之態度。 
 

 Graham 案後最高法院進步性判斷之發展 
1. Anderson's-Black Rock, Inc. v. Pavement Salvage Co.案 
本案專利為一種鋪柏油之方法，由於瀝青必須要在華氏 250 度到 290 度間方

能塑形，是以一段柏油路鋪好後，在鋪下一段柏油時，上一段柏油路之瀝青將早

已經冷卻，產生俗稱冷接縫之現象，而該縫隙會因為水或灰塵等之滲入，造成路

面品質不佳，因此本案專利之技術係結合加熱冷接縫之加熱機、塗抹柏油用散佈

機、以及將新鋪設材料塑形用之壓地機，用以解決冷接縫之問題 118。 
法院指出，柏油路鋪路機早已於本案專利申請前廣為使用，而加熱器用於鋪

設柏油之用早已行之有年，其原先用於軟化柏油而不會燒傷路面，而本專利之加

熱器與舊有加熱器完全相同，是以系爭發明之個別要件均不具有可專利性，而本

專利主要技術特徵在於將加熱器放於鋪路機旁，而加熱器以往均用於填補小區域

的柏油補丁，但加熱器本身並沒有與其他鋪路機共同運作，僅是單純放置於方便

使用之位置，而單獨加熱機即可用於移除冷接縫，因此法院認為，本案專利之所

有要件均已在先前技術中揭露，而加熱器本身與其他要素的結合，對其解決冷接

風之問題而言，不具重要或必需的功能性，因此將加熱器與所有物件組合，顯然

沒有產生新或不同之功能，因而法院認為該結合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

言是顯而易見 119。 
法院基本上援用A. & P. Tea Co. v. Supermarket Corp.案中所建立之相乘作用測

試法，認為在結合已知要件的專利中，該結合必須具有貢獻，僅當結合整體之貢

獻，超越其各自要件之總和，亦即該要素的結合，必須要產生非比尋常且令人驚

豔的結果時，該結合專利方具有可專利性。 
 
2. Sakraida v. Ag Pro, Inc.案 
本案專利為一種沖水系統，用於移除牛舍中乳牛的日常糞便，而法院指出，

使用沖水來排除動物糞便之系統已行之有年，且本案專利之 13 個要件均非新的

要素，而申請專利範圍唯一發明特徵，為結合所有舊要件，以形成從水塔中噴出

水流至牛舍地面，產生出大面積的水流，進而毋庸人力介入即可將動物糞便衝入

排水管中。 

                                                       
118 Anderson's-Black Rock, Inc. v. Pavement Salvage Co., 396 U.S. 57, 57-58 (1969). 
119 Id., at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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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指出用水塔儲水以及噴出水流均非新要素，而這些要素在結合後仍各自

表現其固有功能，即使其結合相較於之前之結合，或許可以產生更突出之結果，

如本案利用重力（將水塔至於高處增加水流速度），但其仍對於先前技術之組合

而言並未增加整體可用之知識，蓋要件本身之功能並未改變，是以此種舊要件組

合之特定用法，對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應屬顯而易見，是以此種結合，

仍不符合結合專利所應達成之可專利性標準，因此本案專利不具可專利性 120。 
 
3. 小結 
觀察 Graham 案後之最高法院判決，如 Sakraida 及 Anderson's-Black Rock, Inc.

案時，可發現自從 Graham 案明確指出，專利法 103 條立法並未意圖改變美國實

務界過往對於非顯而易見性要件判斷法，以及未具體提出可供個案參考之非顯而

易見性法律上判斷之依據後，最高法院顯然傾向延續適用 A. & P. Tea Co. v. 
Supermarket Corp.案中所建立之相乘作用測試法，來作為本案專利是否超越先前

技術之判斷依據，亦即在組合專利之判斷要件上，高度著重於該技術的客觀技術

實效，用以評價組合專利之非顯而易見性，且多數不願採用輔助性考量作為可專

利性之佐證，並且更多未妥適定義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與聯邦巡迴上訴法

院所採取之 TSM 測試法，形成兩種相異之進步性判斷測試法。 

                                                       
120 Sakraida v. Ag Pro, Inc., 425 U.S. 273, 274-283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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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T.S.M 測試法 
 TSM 測試法之起源 

TSM 測試法，亦即教示、建議、動機測試法（teaching-suggestion-motivation 
test），其源於美國關稅與專利上訴法院（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
1961 年之 In re Bergel 案 121，該案為含氯基化學治療藥物及其製備方法之專利申

請案，專利上訴委員會提出兩個先前技術，一為不含氯基之本案專利物之結構類

似物，二為被氯化所製備的結構相似物，並進一步認為，可以藉由引證 2 之指引

來修正引證 1 以達成系爭專利物，是以不具非顯而易見性 122；然而法院認為，

引證 1 並沒有揭露相同於本案專利物之抗腫瘤性質，因而法院認為先前技術欠缺

將引證 1 轉化為專利發明物之建議，亦即法院沒有找到結合該二引證之建議，因

而該轉化具有非顯而易見性，是以法院指出，單純找到兩個獨立引證，而其結合

可能產生新物質，並不必然使該新物質顯而易見，除非該技藝包含希望該結合之

建議 123。 
而於 1982 年美國改制關稅與專利上訴法院為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後，便由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承接專利案件之審

理，而其隨即於 1983 年 In re Sernaker 案 124中明確沿用過去關稅與專利上訴法院

所採取之 TSM 測試法，本案為刺繡移轉之方法專利申請案，專利上訴委員會認

為各要件在先前技術中均已知，而在先前技術的指引下，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

知識者會將通常染劑移轉程序，適用在彩色刺繡移轉上，因而不具有非顯而易見

性 125；法院則認為判斷進步性上，必須要判斷：「其一，是否所有引證教示的結

合，將明示或暗示的建議，透過結合所有引證以達成進一步改良的可能，並最終

完成系爭發明。其二，是否該發明超越先前技術之組合 126。」最終法院認為在

本案中，所有先前技術不論分別或組合觀之，均沒有對於移轉印刷技術應用於本

案刺繡技術之結合建議，因此在缺少建議下，法院認為申請者之發明，對於所屬

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並非顯而易見，因而具有可專利性 127。 
其後，完整 TSM 測試法語源描述，出現在 C.R. Bard, Inc. v. M3 Systems, Inc.

案 128，法院指出，當專利所描述之新儀器，被認為是機械性要件之結合或重組

時，在非顯而易見性之法律論理上，先前技術中必須要有建議、動機、或教示，

使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可以選擇如發明人所選擇之要素，並且將其用

於製造該新儀器 129。 

                                                       
121 In re Bergel., 292 F.2d 955 (C.C.P.A. 1961). 
122 Id., at 956. 
123 Id., at 956-957. 
124 In re Sernaker., 702 F.2d 989 (Fed. Cir. 1983). 
125 Id., at 993. 
126 Id., at 994. 
127 Id., at 996. 
128 C.R. Bard, Inc. v. M3 Systems, Inc., 157 F.3d 1340 (Fed. Cir. 1998). 
129 Id., at 1351, Quote: “When a patent describes a new mechanical device that can be viewed as a 
new combination or arrangement of mechanical components, the legal conclusion of obv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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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M 測試法之目的 
 作為避免後見之明之策略 

在 In re Dembiczak 案 130中，本案專利涉及一種大型 垃圾袋，其使用橘色

塑膠製成，並裝飾有條紋以及臉部特徵，使得該塑膠袋在裝滿垃圾或樹葉時，看

起來類似萬聖節樣式的南瓜或南瓜燈，專利上訴委員會認為本案專利申請可以透

過組合南瓜燈形態的袋子之設計專利，以及藝術用書中，所可以找到之其餘製造

彈性材料、橘色、上開口、垃圾填充材質等技術特徵，來完成本案專利，因此法

院認為本案申請不具非顯而易見性 131。 
法院指出，委員會並沒有明確指出先前技術中特別的結合建議，僅強調申請

案與先前技術的細節相似性，而引證單獨或引證間之組合，均沒有描述所有申請

專利限制條件，且委員會亦沒有明示或暗示有任何結合先前技術之建議，僅用各

引證要件對照發明要件、限制條件對照限制條件之方式，將引證與申請發明對照，

其判斷非顯而易見性方法顯然錯誤 132，因此，法院認為在沒有證據顯示有結合

先前技術之建議的情況下，本案專利具有可專利性。 
此外，法院認為，判斷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必須要經過困難但重要之將想

法溯及拉回發明當下的步驟，以考慮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僅在先前技術與

當時領域中公認知識之範圍內的指引下，是否足以完成發明；而嚴格依循此一方

法，在較不具技術複雜性的發明案件中特別重要，蓋對於容易理解之發明，會促

使人們陷入不知不覺中加劇的後見之明影響下，亦即僅發明所教導的知識，卻反

被用於對抗其教導者。在案例法中，對抗此一虛無但有重大影響的後見之明，最

好的辦法便是嚴格要求應用 TSM 測試法，當結合引證時欠缺結合的教示、建議、

動機之證據，單純以發明者之揭露作為藍圖來拼湊先前技術，用以反駁其可專利

性，其正是後見之明的本質 133。 
綜上，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其採用 TSM 測試法之目的，在於探求所屬技

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在發明當下是否有動機去結合複數引證以完成發明，用

以避免在沒有任何結合動機下，審查者恣意以發明為藍圖，進而從先前技術拼湊

出申請專利客體以核駁專利，事實上產生不利於發明人之後見之明偏誤，以促使

非顯而易見判斷上更加客觀，並且增加其判斷結果之可預測性 134。 
 
 

                                                                                                                                                           
requires that there be some suggestion, motivation, or teaching in the prior art whereby the person 
of ordinary skill would have selected the components that the inventor selected and used them to 
make the new device. (Emphasized) “ 
130 In re Dembiczak., 175 F.3d 994 (Fed. Cir. 1999). 
131 Id., at 997-998. 
132 Id., at 1000-1001. 
133 Id., at 999. 
134 Sung Hoon Lee, Non-Obviousness in Combination Patents after KSR, FED. CIR. BJ, 239 (2016); Emer 
Simic, The TSM Test is Dead: Long Live the TSM Test-The Aftermath of KSR, What Was All the Fuss 
About, AIPLA QJ, 23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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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抗最高法院所使用的相乘測試 
從前開第一目之分析可得知，自 Graham 案後，多數美國最高法院對於最終

顯而易見之判斷問題上，大多傾向採取相乘測試，亦即在組合專利之判斷上，要

求要素的結合，必須要產生全新且不可預期的結果，即有客觀技術實效之存在，

才具有可專利性，然而此種測試法不被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所喜好。 
如 Chore-Time Equip., Inc. v. Cumberland Corp.案 135，該案專利為用於自動化

家禽餵食器之給食盤，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維持地院對於專利無效之判決，法院指

出決定可專利性時，必須依據的是法律，而所謂相乘效果並沒有明文出現在專利

法 103 條上，法條係指出，是否發明之整體在發明時，對於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

常知識者為顯而易見，而將相乘效果測試法當作可專利性的要求是不必要且模糊

的，而地院判決亦僅形式上引用該測試法，實質上並沒有應用該測試法以支持其

專利無效之結論 136。 
此外，在 Raytheon Co. v. Roper Corp.案 137，該案專利為一種具有通常腔室之

烤箱，具有加熱料理、微波料理、自我清潔之三種功能，地方法院認為該專利請

求項 2 至 7 部分，雖具有非顯而易見性，但欠缺產業利用性以及充分揭露之要件

而無效 138，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維持具有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並且改認該專利

具有產業利用性以及充分揭露要件而有效 139，上訴法院使用 Graham 分析之架構

指出，先前技術揭露微波加熱烤箱及具自我清潔功能之加熱烤箱之組合，而儘管

先前技術教示微波器應該放置在腔室下方，但其認為不應該放置在自我清潔用腔

室下方以免汙染，因此對與本案技術而言具有反向教示；而本案發明與先前技術

之差異在於，自我清潔用腔室並不存在，因此，在具有設計微波或加熱烤箱知識

之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顯然無法將通常烤箱與足量通風及自我清

潔之功能結合，因此具有可專利性 140。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針對被告所提出之相乘效果抗辯，亦即該專利不過是組

合已知要素以完成該烤箱，法院指出，幾乎所有專利皆為舊有要件之組合，因此

難以同意該法則被廣泛適用在專利法中；此外，最高法院本身也曾經支持舊有要

件之組合具有可專利性，如 United States v. Adams141案；最後，似乎也沒有必要

特別針對結合舊要件的專利上，採取不同之判斷法，蓋專利法 103 條本身並沒有

指出，應該要區分不同種類的專利，以採取不同方式之處理 142。 
最後，在 American Hoist & Derrick Co. v. Sowa & Sons, Inc.143案，該案專利為

                                                       
135 Chore-Time Equip., Inc. v. Cumberland Corp., 713 F.2d 774 (Fed. Cir. 1983). 
136 Id., at 781. 
137 Raytheon Co. v. Roper Corp., 724 F.2d 951 (Fed. Cir. 1983). 
138 Id., at 955. 
139 Id., at 962. 為免模糊焦點，此處僅討論非顯而易見性部分。 
140 Id., at 961. 
141 United States v. Adams., 383 U.S. 39 (1966). 
142 Raytheon Co., 724 F.2d at 961. 
143 American Hoist & Derrick Co. v. Sowa & Sons, Inc., 725 F.2d 1350 (Fed. Cir.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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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 U 型重鉤環，地方法院認為該專利與先前技術的差異，僅在於其勒口部分

（亦即環狀部分）呈現環形橫斷面，而非先前技術之長方形或橢圓形，然而其環

狀設計並非全新的，其在錨狀鉤環設計中已廣為人知，在相乘效果之判斷法下，

亦即要求結合必須有全新且不可預期的結果，因而不具非顯而易見性與可專利性
144；然上訴法院明確指出，拒絕相乘效果作為判斷可專利性的必要條件，強調該

測試僅著重發明所產生產物，非 103 條所要判斷該發明之創新的顯而易見性，而

來自於舊要件的組合之發明，仍可能具有可專利性，因此，以相乘效果作為可專

利性的必要要件之分析，具有本質上的謬誤，而地方法院並沒有明示任何支持其

法律上論述之事實，因此上訴法院改判本案專利具有可專利性 145。 
綜上所述，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明顯不願意適用最高法院所提出之相乘效果測

試，作為判斷非顯而易見性之基礎，蓋其對於組合專利而言，過度著重在客觀技

術實效，事實上忽略發明本身之主觀創新，是以上訴法院多改採其所提出之 TSM
判斷標準，而此種 TSM 判斷策略係著重在主觀面相之技術實效，亦即在於申請

發明技術之組合，是否源於先前技術提供某種主觀上想法，驅使通常知識者在未

有客觀技術變更的情況下，產生的數個技術的組合，進而產生具有主觀技術實效

之發明，而 TSM 測試法肯認在沒有結合動機下，縱然本案發明之組合之客觀表

面上，並沒有產生多於先前技術之技術結果，仍能獲取專利，亦即強調主觀技術

實效本身而言，即足以作為給予專利保護之貢獻。 
 

                                                       
144 Id., at 1353-1354,1360. 
145 Id., at 1360-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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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M 測試法之內涵 
TSM 測試法要求引證中必須要有建議、動機、或教示，使所屬技術領域具有

通常知識者，去結合先前技術之教示，用以完成本案發明，方可以認為系爭發明

顯而易見 146，亦即引證教示間之結合，必須要有建議或動機促使其為之 147，關

於聯邦巡迴地方法院對於 TSM 測試法之內涵，以及其適用之寬嚴程度，事實上

在各個判決中具有不小之歧異，茲分述如下： 
 TSM 之來源差異 

TSM 測試法中，其教示、建議、動機之來源為何，亦即所謂引證中的建議內

容來源本身，以及其建議來源表達之形式為何，事實上在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之實務裁判中，並不具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在個案適用上均產生有相當大的差異，

本文先以 TSM 測試法對於建議來源採納範圍之狹廣程度，區分嚴格適用與寬鬆

適用類型，分析如下： 
1. 嚴格適用類型 

(1). ACS Hosp. Systems, Inc. v. Montefiore Hosp.148案 
本案中，本案專利為租賃用電視系統，其技術包含一個優先開關，使用者可

以開啟該優先開關來租賃該電視機。地方法院認為該專利欠缺非顯而易見性要件，

地方法院應用 Graham 測試法之判斷流程，提出另一電視租賃系統以及通常使用

之優先開關作為先前技術，而先前技術之組合已揭露所有本案專利之要件，且地

方法院指出，本案中所揭示之提供電流路徑到警示儀器的優先開關，是本案專利

領域中廣為人知的通常技巧，因而法院認為專利因顯而易見而無效，地方法院認

為本案專利，是想要獨佔所有在醫院想要看電視時所需要之系統 149。 
然上訴法院認為，該優先開關有多種適用方法，原審所引用的優先開關對本

案整體而言並不適切，而原審並沒有詳細探討引證與發明之優先開關的差異；第

二，另一電視租賃系統之開關與本案專利功能並不相同，前者用於促使電視播放

廣告，後者用於提供電流路徑使指示燈亮起；第三，先前技術中均沒有指示將優

先開關的系統，用於核心指示開關，是以先前技術與本案發明間並非沒有差異；

最後，法院認為，個別引證或引證之結合，均沒有揭露或建議所屬技術領域具有

通常知識者，會將優先開關用於電視租賃系統，原審所認為優先開關已被廣泛使

用，顯然是使用後見之明來重建發明，先前技術除了本案發明外均沒有揭露任何

結合動機，因此上訴法院認為專利有效 150。 
從上開上訴法院之論述可以發現，本案判決對於 TSM 測試法中，結合建議

的來源應當限於明文明示於先前技術之建議，不承認所謂一般性社會上通用之習

知技術，作為結合建議之來源，顯然對於建議來源採納範圍較為嚴格。 

                                                       
146 KSR Intern. Co. v. Teleflex Inc., 550 U.S. 398, 399 (2007). 
147 In re Rinehart, 531 F.2d 1048 (C.C.P.A. 1976). 
148 ACS Hosp. Systems, Inc. v. Montefiore Hosp., 732 F.2d 1572 (Fed. Cir. 1984). 
149 Id., at 1574. 
150 Id., at 1575-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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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 re Sang Su Lee 案 151 
本案專利為影片播放機中使用自動播放功能之方法，並可以設定、調整該功

能以回應使用者之需要，其應用電腦管理的電子操縱儀器，包含脈衝調節器、自

動脈衝調整器等，上訴委員會引用 N 專利以及 T 直升機操作手冊，前者揭露使

用者可以調整相片以及音樂功能的選單，但未揭露如何調整該功能；後者揭露一

種如何遊玩電玩遊戲之展示模式，而亦未提及圖片或音樂功能之調整；上訴委員

會認為，不需要特別展示結合引證教示之教示、建議、動機的來源，顯而易見性

的結論可以來自慣常知識，或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常識，不用特別在引證

中有特別的暗示或建議，但委員會沒有指出該慣常知識與常識為何，僅指出展示

模式是一種可以程控之特徵，因而可以透過修改軟體來用於各種機器，以提供自

動化導覽；另一動機為該展演模式操作親民且作為導覽之用，因而審查者已經就

如何結合引證以完成系爭發明有所論述，並指出不需要引證中有特別的結合建議，

仍可認該申請案不具有非顯而易見性 152。 
然上訴法院指出，判斷顯而易見要件時，必須基於事實證據以及對其明確之

論述，且在判斷非顯而易見問題時，須尋找並分析先前技術中，是否有對於選擇

並結合先前技術之教示、建議、動機，作為判斷顯而易見之證據，且其結合引證

的動機之事實證據，必須要基於客觀紀錄上之證據。本案中委員會明顯沒有提出

選擇或結合前開引證之證據，僅有結論性的論述顯然不足以表達結合之動機，而

此種動機之事實上詢問是可專利性的要件，自不得基於主觀之想法或不明的權威

人士來加以判斷，更不得流於後見之明，如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結合動機，

是使用來自發明者發明所教，並被用來對抗發明人。因此，委員會不僅要找到該

事實證據，且該事實證據更應基於書面證據，進而支持委員會之結論；而委員會

用於核駁之慣常知識或常識，欠缺書面證據，僅模糊使用某專家之用語，顯然不

符合法律所要求之專家要件，且違反決定可專利性必須基於證據之原則，而就算

使用慣常知識作為證據，其亦應該清楚地出現在書面證據中，因而法院撤銷委員

會決定 153。 
綜上可知，本案中上訴法院對於 TSM 測試法中結合建議的來源，應當限於

書面明文、明示於先前技術中之建議，且該建議亦不得出自主觀想法或不明的權

威，或未明文之慣常知識或常識，一切事實證據都必須有明確、清楚的書面記載，

顯然對於建議來源採納範圍較為嚴格。 
 

(3). 小結 
在嚴格適用之 TSM 測試法要求之案例中，書面、明文、明示之結合先前技

術之建議是必要的。此外，亦有判決指出 154，在較不具技術複雜性的發明領域

                                                       
151 In re Sang Su Lee, 277 F.3d 1338 (Fed. Cir. 2002). 
152 Id., at 1340-1342. 
153 Id., at 1342-1345. 
154 McGinley v. Franklin Sports, Inc., 262 F.3d 1339, 1531 (Fed. Ci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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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案件中，更應該嚴格依循 TSM 測試法，蓋對於容易理解之發明，會促使人們

陷入後見之明，影響判斷發明可專利性之正確性。 
 

2. 寬鬆適用類型 
(1). In re Dembiczak155案 

本案專利涉及一種大型垃圾袋，其使用橘色塑膠製成，並裝飾有條紋以及臉

部特徵，在本案中，法院指出 TSM 測試法中，結合建議的來源，可以來自於先

前技術引證本身、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知識、或發明人所解決問題之

本質，但是擴張可取得之來源並不代表廢棄真實證據之要求，該結合之建議仍必

須要清楚明確表達，僅結論性聲稱源於複數引證內之教示，並非所稱之證據 156。 
 

(2). Alza Corp v Mylan Laboratories Inc.案 157 
本案專利為治療尿失禁藥物之持久釋放的變化形式，上訴法院指出，為了避

免後見之明的影響，判斷進步性的法律決定必須基於證據，而非單純的猜想或推

測，而在 TSM 測試法中，結合先前技術之動機未必要清楚出現在先前技術中，

亦可來自於先前技術整體的暗示上，但是在核駁時，對於非顯而易見性的判斷仍

然不得僅為結論性之描述，必須有清楚合理之論述，用以支持非顯而易見性之法

律結論，而結合動機之來源，可以來自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可以獲得之

通常知識，如所解決問題之相關知識等，而在科技快速發展之領域，其動機亦可

以來自於最近科技改變、發明周圍的環境等。 
本案中主要爭執點在於，是否有動機將先前技術之親脂性物質 oxybutynin

與治療藥物結合，以完成本案發明，法院指出被告所提出之 1990 年證據，雖指

出親脂性藥物運送速度快，但其僅針對高親脂性之特定藥物，並沒有指出親脂性

藥物即均會有較快的運送速度，且運送速度之結果亦可能來自於其他要件之影響，

例如空間性障礙，但儘管有多種因素影響藥物吸收效率，亦不影響親脂性對於結

腸吸收估計的效用；另 1992 年研究指出，儘管結腸吸收與藥物物理特性之交互

作用尚未被明確了解，但大鼠的實驗中親脂性藥物會沿著消化道被完整吸收，而

親水性藥物在結腸中的吸收，比起在小腸中而言，吸收上有較差之表現，亦即親

脂性會產生以結腸吸收之建議。而整體觀察引證後，可以認為在 1995 年之所屬

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雖然無法完美預測，但可以通常預期藥物的親脂性與結腸

吸收間關聯，因此整體觀察證據，可以認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結

合引證以完成系爭發明 158。 
本案寬鬆認定結合建議的來源，除了來自先前技術引證本身、所屬技術領域

具有通常知識者可以獲得之通常知識、或發明人所解決問題之本質外，更可以從

                                                       
155 In re Dembiczak., 175 F.3d 994 (Fed. Cir. 1999). 
156 Id., at 999-1000. 
157 Alza Corp. v. Mylan Laboratories, Inc., 464 F.3d 1286 (Fed. Cir. 2006). 
158 Id., at 1292-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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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科技的變化、發明時周圍的環境來判斷、推知是否有結合之動機，更擴大其

來源，不限明示於引證內文中，可以從先前技術整體的暗示上，來推知結合動機

之存在，更彈性化該結合動機存否之認定，顯然對於建議來源採納範圍較為寬

鬆。 
 

(3). Ruiz v. A.B. Chance Co.案 159 
本案專利為支撐現存建築物之方法，其利用螺旋狀錨與金屬支架，用以支撐

商用或住宅用地基，以及其延伸專利，即一種改良的錨器具，用於支撐、安放建

築地基，特別用在既存建築，具有一定重量且可以用於安置或移動 160。 
上訴法院指出，其結合動機之來源，可以來自於明示或暗示之先前技術本身、

特殊引證中所屬領域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引證揭露之在該領域中被特別關注或

重要者、基於該解決問題之本質，指引發明人去查詢相關問題解方之引證等，上

訴法院指出本案專利與先前技術之差異在於，本案專利之方法是容易安裝、低成

本、立即可安裝在房屋或建築外部，但地方法院並沒有說明是否有結合先前引證

之動機，而先前技術的缺點，亦即所稱問題的本質，其本身便可以作為促進所屬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結合複數引證之動機，法院要求調查該發明是容易安裝、

低成本之證言，是否建立結合動機，亦即引證間之結合會建議通常知識者完成改

良之結果，是一種結合引證之動機 161，進而將本案專利有效性部分發回地方法

院重審。 
本案指出，如果該改良是不具有技術性的，而結合引證之結果僅使得該產品

或過程更令人滿意的話，則就算該引證本身沒有具體指明建議，仍然可以認為是

具有結合引證之動機，此種觀點在 DyStar Textilfarben GmbH And Co Deutschland 
KG v. CH Patrick Co.案中更加擴張，法院指出例如使引證更強壯、更便宜、更快、

更輕、更小、更耐用、或更有效等等均屬之，蓋商業機會之刺激會加速商品或方

法之改良，此乃眾所皆知之現象，是以在非技術改良之情形下，縱然該引證本身

沒有具體指明建議，上訴法院仍然可以認為是具有結合引證之動機 162。 
(4). 小結 

在寬鬆適用之 TSM 測試法要求之案例中，先前技術引證本身、所屬技術領

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可以獲得之通常知識 163、發明人所解決問題之本質及相關知

識 164、從近期科技的變化、發明時周圍的環境、非技術性改良、商業機會之刺

                                                       
159 Ruiz v. A.B. Chance Co., 234 F.3d 654 (Fed. Cir. 2000). 
160 Id., at 660. 
161 Id., at 666. 
162 DyStar Textilfarben GmbH And Co Deutschland KG v. CH Patrick Co., 464 F.3d 1356, 1367-1368 (Fed. 
Cir. 2006). 
163 Id., at 1360. 本判決亦指出，在教科書、論文、專門著作之通常知識亦可以做為結合動機，蓋

一般而言這些原理原則通常不會被引註在引證中。此外，本案判決亦指出有明文的通常知識與常

識亦可以做為結合動機，但法院必須明確論述該通常知識為何。Id., at 1366-1367. 
164 例如 Cross Medical Products Inc v Medtronic Sofamor Danek Inc., 424 F.3d 1293, 1322 (Fed. Cir. 
2005). 判決引用牙醫界的學術論文，來指出外科醫生的廣泛以認知的問題，即 PWB I 技術之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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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等均可以作為結合動機之來源，而以較廣的來源以及彈性來認定 TSM 之結合

動機，可以較有效確保該發明具有足夠之創新，而就結合動機的表達形式而言，

將不限於明示於引證內文中，更可以從觀察先前技術整體的暗示上推得，亦即事

實上可以使用推理之方式來論述結合動機之存在，對於實務認定上產生較大之彈

性，然而應注意的是不論明示或暗示，均要求必須有書面證據之支持，且對於非

顯而易見性的判斷仍然不得僅為結論性之描述，仍必須有清楚合理之論述，用以

支持非顯而易見性之法律結論。 
 
3. 類型總結 
從上開分析可以發現，事實上在 KSR 案出現之前，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本身對

於 TSM 測試法之適用，就其結合動機的來源以及其表現之方式，明顯有極大之

差異，從要求書面、明文、明示之結合先前技術的動機，到可以從先前技術引證

本身、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可以獲得之通常知識、發明人所解決問題之

本質及相關知識、從近期科技的變化之明示或暗示等來源，顯然當時 TSM 測試

法本身之具體適用而言，實務上便產生有一定程度之不確定性，進而減損其促使

非顯而易見判斷上更加客觀，並且增加其判斷結果之可預測性的目的，最終在最

高法院 KSR 案後，對於 TSM 判斷法之來源適用上，方有一個較為統一之詮釋。 
 

                                                                                                                                                           
並且需要技術改良，可以做為結合先前技術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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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M 測試法適用之面向差異 
TSM 測試法要求引證中之有建議、動機、或教示，使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

知識者，去結合先前技術之教示，用以完成本案發明，而值得注意的是，TSM 測

試法本身，其性質究竟為何？亦即其為法律問題、事實問題、還是綜合事實與法

律問題？而如果是事實問題，其在 Graham 測試法之非顯而易見判斷流程中，應

該被歸納在何種面向之事實問題，亦即為決定先前技術之內容與範圍，或確認先

前技術與申請技術權利範圍之差異，還是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通常技

術水準，實質探究，分析如下： 
 
1. TSM 為法律問題 
從 In re Sernaker 案 165中判決理由觀之，法院認為判斷進步性上，必須要判

斷：「其一，是否所有引證教示的結合，將明示或暗示的建議，透過結合所有引

證以達成進一步改良的可能性，最終完成系爭發明；其二，是否該發明超越先前

技術之組合 166」。而在 C.R. Bard, Inc. v. M3 Systems, Inc.案 167中更指出，非顯而易

見性之法律論理上，先前技術中必須要有建議、動機、或教示，使所屬技術領域

具有通常知識者，可以選擇如發明人所選擇之要素，並且將其用於製造該新儀器
168。 

可認此等上訴法院判決認為，TSM 判斷法乃係作為是否具有非顯而易見性之

最終問題，亦即判斷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參酌先前技術以完成發

明，是否為顯而易見之法律判斷。 
 
2. TSM 為事實問題 

Monarch Knitting Mach. Corp. v. Sulzer Morat Gmbh 案指出，法院指出結合先

前技術之動機本身是事實問題，且其在 Graham 要素中，屬於先前技術之範圍與

內容之層級 169，而後在 McGinley v Franklin Sports Inc.案中，法院更清楚定義該結

合動機為事實問題，但在 Graham 要素中，動機之判斷上亦可能會受到所屬技術

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影響，如果通常知識者的能力等級較高，當其被給予引證

中的結合動機時，將被認為更能了解引證中較精細、細微差別的建議，此外，在

評價先前技術之差異與先前技術之範圍時，也會對於是否有結合引證的動機給予

資訊 170。 
Alza Corp v Mylan Laboratories Inc.案中更進一步指出，非顯而易見性是法律

問題，除了必須判斷 Graham 所要求之事實外，是否具有結合引證之動機亦是事

                                                       
165 In re Sernaker., 702 F.2d 989 (Fed. Cir. 1983). 
166 Id., at 994. 
167 C.R. Bard, Inc. v. M3 Systems, Inc., 157 F.3d 1340 (Fed. Cir. 1998). 
168 Id., at 1351. 
169 Monarch Knitting Mach. Corp.v. Sulzer Morat Gmbh, 139 F.3d 877, 881-83 (Fed. Cir. 1998). 
170 McGinley v. Franklin Sports, Inc., 262 F.3d 1339, 1351 (Fed. Ci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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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問題，用以作為表彰「是否具有產生該結合的合理成功期待 171」。DyStar 
Textilfarben GmbH And Co Deutschland KG v. CH Patrick Co.案中再指出，在考量非顯

而易見性之法律問題上，除必須依據 103 條之要件，亦即先前技術與本案客體之

差異，對於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在發明時是否已顯而易見外，更

必須進一步判斷，是否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以完成發

明，並且判斷是否對於做出該組合有合理成功期待 172。 
綜上分析，可認此等上訴法院判決認為，TSM 判斷法乃係作為是否具有非顯

而易見性判斷中，所必須要探詢的事實之事實層面問題，而結合動機會受到

Graham 判斷要素中三個層次之影響，亦即在決定先前技術之內容與範圍、確認

先前技術與申請技術權利範圍之差異、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通常技術

水準之三個層面，均會與結合動機產生交互影響之作用，且似乎結合動機之事實

認定，是作為判斷該先前技術組合之產生有合理成功期待的法律上判斷要件。 
 
3. TSM 為事實與法律問題 
在 In re Kahn 案中，法院指出為了建立結合專利之顯而易見的表面證據，除

了在先前技術中找到所有要件外，更應該判斷為何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會有

動機選擇引證、並結合引證以使本案客體顯而易見，以清楚指出產生本案客體為

顯而易見之論理基礎，其涉及 Graham 要件中，先前技術之內容與範圍，以及所

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程度之考量。 
此外，類同技術測試法，被作為與 TSM 測試法相關之測試法，該測試法要

求委員會必須要說明，所引用之引證為相似於申請人發明之領域，或與申請人關

注問題有合理關聯之引證，方能將此等引證作為核駁之證據，而與申請人關注問

題有合理關聯之引證，須以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觀點加以判斷，其必須考

慮當下真實之情況，亦即以常識來判斷何種領域是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當

面臨發明人之問題時，會合理預期去尋找之解方。該測試作為是否所屬領域具有

通常知識者，會有動機去結合引證之起始調查，決定該引證對於進步性判斷是否

重要，此可以避免後見之明，而後 TSM 測試法接續判斷非顯而易見性；應注意，

為達成沒有後見之明結論，在組合專利以完成本案發明案例時，必須要有清楚之

理由或合理之根據，指出為何顯而易見結論是正確的 173。 
而 TSM 判斷法並不需要限定明示在先前技術中，但必須要有清楚之論理，

而考量顯而易見之動機時，並非針對發明人所解決之特定問題，而是發明人在發

明前所面臨到的一般問題，亦即是否通常技藝者在發明時，面對發明人相同之問

題而沒有發明人發明之知識幫助下，會選擇數個引證並結合已完成系爭發明，因

此，TSM 不僅是引證之揭露而已，更是判斷是否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在獲

                                                       
171 Alza Corp. v. Mylan Laboratories, Inc., 464 F.3d 1286, 1289 (Fed. Cir. 2006). 
172 DyStar Textilfarben GmbH And Co Deutschland KG v. CH Patrick Co., 464 F.3d 1356, 1360 (Fed. Cir. 
2006). 
173 In re Kahn, 441 F.3d 977, 986-987 (Fed. Ci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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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先前技術的知識與了解以及發明人所面臨之問題之刺激後，會完成如系爭發明

之結合，進而決定整體先前技術之揭露與所屬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知識，是

否支持非顯而易見的法律結論之判斷 174。 
綜上可發現，本案判決認為 TSM 不僅只是針對尋找結合引證建議之事實證

據的事實層面問題，更是作為判斷是否引證之結合，對於通常技術者而言是顯而

易見之法律層面之問題。 
 

4. 類型總結 
從上開分析可以發現，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本身對於 TSM 測試法之適用，就

TSM 測試法本身，其性質究竟為法律問題、事實問題、還是綜合事實與法律問題

之見解，明顯產生認定上之差異，進而影響實務適用 TSM 測試法之論理有所不

同，以及 TSM 適用上判斷標準之不一致，進而招致批評。 
 

                                                       
174 Id., at 98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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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M 測試法之批評 
常見對於 TSM 測試法之批評在於，該標準使得非顯而易見性之標準過度降

低，亦即專利不易因顯而易見而無效，進而使專利維持以及專利申請有利，顯然

過度保護專利權人 175。 
第二，TSM 測試本身並沒有在最高法院判決中出現，且似乎並不符合 Graham

所揭示之判斷準則以及其後之判決所揭示之準則，如 Sakraida 及 Anderson's-Black 
Rock, Inc.等案 176。 

第三，忽略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就算欠缺堅實的建議，也足

以結合或修改先前技術以完成發明，亦即通常知識或其他市場力量亦足以展現出

該發明當屬顯而易見 177。 
第四，過度強調具體書面文件，可能會促使科學家或發明人僅出版非顯而易

見的資訊之傾向，而這樣的行為可能會使得法院在應用聯邦上訴法院測試時，在

尋找具體顯而易見之結合教示的文件上，有取得上困難，進而造成專利不容易因

顯而易見而無效 178，且事實上有些技術對於通常知識者而言太過瑣碎或明顯，

而無須寫成專論，抑或是科技發展過快而尚不及發展成文獻，過度要求必須要在

文獻中找到所有零碎常識之證明，顯強人所難 179。 
第五，有認為 TSM 判準事實上迴避直接判斷發明本身，而透過以證據法則

之方式取代對於非顯而易見之價值判斷，儘管減少了非顯而易見性判斷受到主觀

影響以及減少後見之明，但也模糊、淡化非顯而易見性作為專利政策之功能 180。 
上述見解均洵屬的論，而本文認為，事實上在 KSR 案前的 TSM 判斷法最大

的問題在於欠缺統一適用之標準，進而在採取過嚴的判斷時，產生非顯而易見性

之標準過度降低之結果，或縱然採取較鬆的判斷要件時，其適用上仍然採取保守

之態度，產生實質上過於嚴格之認定結果，使得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標準欠缺一

致性，嚴重造成非顯而易見性結果之不可預測性而動搖法安定性，但本文認為，

不可否認此一測試法之試圖減少後見之明的目的，以及其實質的功用，若逕認為

非顯而易見性判斷標準應服膺於專利政策之功能，或將造成其判斷上更加流於主

觀之恣意，進而動搖其判斷非顯而易見性結果之可預測性，反而最終導致專利法

本身目的之不達，恐侵蝕專利法促進產業發展之效果。 
本文認為，TSM 測試法實質上便足以表彰專利法政策之功能，蓋認定主觀技

術實效即具有可專利性，蘊含保障具有主觀技術實效技術發展之政策目的，未必

                                                       
175 Simic, supra note 134, at 232-233. 
176 Motion for leave to file amicus curiae brief and brief of twenty-f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professors as amicus curiae in support of petitioner, http://patentlaw.typepad.com/patent/ksramicus. 
pdf (last visited Aug. 24,2019). 
177 Simic, supra note 134, at 232-233. 
178 Lee, supra note 134, at 239. 
179 胡心蘭，〈非顯而易知之非顯而易知性—美國最高法院 KSR 案判決評析〉，《興大法學》，4 期，

頁 209-211（2008 年）。 
180 李森堙，〈談美國專利非顯而易知性與 TSM 判準之爭議〉，《科技法律透析》，19:10 卷，頁

59（2007 年）。 

http://patentlaw.typepad.com/patent/ksramicus.pdf
http://patentlaw.typepad.com/patent/ksramicu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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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模糊、淡化非顯而易見性作為專利政策功能之結果，事實上，TSM 測試法之妥

善運用更可以表彰該專利法之政策功能，並具有良好解決後見之明之效果，是以

本文認為，KSR 案前之 TSM 測試法確有若干值得批評之處，如過度要求文獻與標

準不一致等，但並非對於非顯而易見性標準進展上全無可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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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KSR International Co v. Teleflex, Inc.  
 案件事實 

 案件背景 
本案為一侵權案件，Teleflex起訴KSR侵犯其所有之美國專利No. 6,237,565 B1，

地方法院認為該發明不具有非顯而易見性判決原告敗訴 181，但聯邦巡迴上訴法

院認為先前技術中並未發現有足夠之動機以結合複數引證，改判原告勝訴 182，

而最終最高法院受理此案，認為本案專利不具非顯而易見性，而改判原告敗訴
183。 

 所涉專利與先前技術 
1. 本案專利：US No. 6,237,565 B1 
本案專利為可調整式踏板與電子閥控制裝置之組合，其重要的限制條件是該

固定支點之設計 184，結構簡圖與技術運作簡要說明請見圖 3。 

圖 3  Teleflex 美國專利 6,237,565 結構簡圖 

本案專利之踏板可以沿著引導竿移動，進而使得該踏板可以因應汽

車司機之腳部空間來前後調整，形成可調整式踏板結構。而電子閥控制

裝置可以回應踏板位置，由支點處產生信號，並傳遞訊號至控制引擎閥，

進而產生開閉油門之效果 185。 

                                                       
181 Teleflex Inc. v. KSR Intern. Co., 298 F.Supp.2d 581, 596 (E.D. Mich. 2003). 
182 Teleflex, Inc. v. KSR International Co., 119 F. App'x 282, 290 (Fed. Cir. 2005). 
183 KSR Intern. Co. v. Teleflex Inc., 550 U.S. 398, 427-428 (2007). 
184 Id., at 411. 
185 結構簡圖參考改作自美國專利 No. 6,237,565 Figure 1，其餘參考自其專利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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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術背景與重要先前技術 
駕駛通常透過採放油門來控制汽車之移動，過往技術上會透過鋼索或其他機

械性連接、控制油門之閥，然而由於汽車司機腳部空間中的踏板位置通常不能調

整，如果駕駛要調整腳部與踏板之距離遠近，必要透過調整椅子位置或自己位置，

然而兩者均顯然不是好的解決方法，特別是當駕駛較為嬌小但汽車司機腳部空間

卻較深之情況，因此這樣的現象促使產生可以調整、改變踏板位置之設計，例如

Asano 專利便設計此結構，其踏板位置可以調整，但踏板的支點會固定，使得不

論踏板被調整至何處，踩放踏板以控制油門所需要的力道均相同。 
此外，在當代汽車業之發展下，以電子訊號來取代機械訊號之技術蓬勃發展，

電腦控制之油門閥，毋庸機械性連接來傳導踏板之力以傳輸訊號，而係透過電子

訊號來開關油門閥，為了使電腦知道踏板的採放情況，便須要透過電子感應器來

將機械性操作轉為電子訊號。 
另外，936 專利中指出，在踏板運作時，偵測踏板位置的感應器，應在於裝

在踏板之支點上而非引擎上，以獲得較好之效果。Smith 專利指出，為了防止連

接感應器與電腦之電線磨損，感應器應該放在踏板上的固定位置，而非在踏板的

腳墊內部或上方。068 專利係一個獨立調節感應器，用以與電腦控制閥運作。最

後，Rixon 專利則揭示一個裝於可調整式踏板上之電子感應器，但被認為會有電

線損耗之問題，個別專利技術特徵與結構簡圖，分述如下： 
 

(1). Asano 專利：US No. 5,010,782 AAsano 專利為一個可調整式的踏板組

合，其技術特徵在於可調整踏板，與固定之支點，並且使用機械式力傳導方式，

來控制引擎油門閥開閉，其設計所解決之主要問題在於，確保不論踏板之位置如

何調整，其壓踏板所需要的力是相同的 186，結構簡圖以及技術運作簡要說明如

圖 4。 

                                                       
186 摘要自美國專利 No. 5,010,782 之專利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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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Asano 專利 結構簡圖與技術運作簡要說明 
圖示 DS 為支點中心到可滑動栓之距離，而圖示 DL 為支點中心到踏

板中心之距離。 
本專利之技術在於，當駕駛踩下踏板時，會牽動機械式操作桿，進

而以機械性力傳導方式，來控制引擎油門閥之開閉。 
當踏板位置需要調整時，如將在前端之踏板調整至後端時，可滑動

栓會沿著弧形洞向下移動，進而將踏板調整至後端，而當可滑動栓在弧

形洞中移動時，DS 與 DL 之比例不會改變，因此油門之操作感知力與所

要求的駕駛踩踏力會維持一致，不會因可調整踏板在何種位置而受影響
187。 

                                                       
187 結構簡圖參考改作自美國專利 No. 5,010,782 Figure 1，其餘參考自其專利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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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36 專利：US No. 5,241,936 A936 專利為一種腳踏板設計，具有用於

卡車引擎之電子化閥控制系統，其發明技術重點在於，使用電子踏板感應器來使

電腦可以控制油門閥，此專利教示偵測踏板位置之偵測器應該裝於踏板機構上而

非引擎上，並揭露踏板以及電子感應器在踏板裝置的支點之技術特徵 188，結構

簡圖以及技術運作簡要說明如圖 5。 

 
圖 5  936 專利 結構簡圖與技術運作簡要說明 

本專利之技術在於，當駕駛向下踩動踏板，會牽動滾筒以支點為中

心旋轉，將齒條沿著齒輪順時鐘旋轉，並轉動電位偵測器進而產生訊號，

而與偵測器相結合之電腦會偵測該踏板之移動訊號，以產生合適的控制

訊號來控制引擎之進油量 189。 
 

                                                       
188 摘要自美國專利 No. 5,241,936 A 之專利說明書。 
189 結構簡圖參考改作自美國專利 No. 5,241,936 A Figure 1 以及 Figure 4，其餘參考自其專利說明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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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mith 專利：US No. 5,063,811 ASmith 專利為一種油門踏板之組合，

其揭示一種汽車用電子油門踏板，指出感應器應該放在踏板結構上固定的位置，

而非在踏板的踏墊內部或上方，故其整體設計上足以防止連接感應器與電腦之電

線磨損 190，結構簡圖以及技術運作簡要說明如圖 6。 

圖 6  Smith 專利 結構簡圖與技術運作簡要說明 

本專利之技術在於，當駕駛下壓油門踏板時，會帶動旋轉杆旋轉，

進而給予旋轉電位偵測器訊號，則偵測器會透過電位資訊輸出線輸出電

子訊號給電腦（圖外某處），透過與既存資料比對來判斷踏板位置以啟動

油門，而在整體運作上輸出線以及偵測器均維持在固定位置，以避免連

接的電線有磨損以及預期外的損壞之問題 191。 

                                                       
190 摘要自美國專利 No. 5,063,811 A 之專利說明書。 
191 結構簡圖參考改作自美國專利 No. 5,063,811 A Figure 1，其餘參考自其專利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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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68 專利：US No. 5,385,068 A068 專利為一種電子油門踏板與踏板力

量感應器之組合，其主要技術特徵在於一個獨立之調節感應器，該感應器獨立於

上踏板外，其可以與機械踏板結構連接或分離，使踏板可以與電腦控制閥共同運

作 192，結構簡圖以及技術運作簡要說明如圖 7。 

圖 7  068 專利 結構簡圖與技術運作簡要說明 

本專利之技術在於，當施力於踏板上以開啟油門時，其力道會從彈

簧下端傳至彈簧上端，並牽引托架轉動，而該轉動會造成原本緊貼感應

器之唇處與感應器分離，進而使開關啟動，此種方式可以使開啟油門的

信號與踏板位置資訊獨立不相干擾，讓兩者更正確有效的運作 193。 

                                                       
192 摘要自美國專利 No. 5,385,068 A 之專利說明書。 
193 結構簡圖參考改作自美國專利 No. 5,385,068 A Figure 2，其餘參考自其專利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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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ixon 專利：US No. 5,819,593 ARixon 專利為一種可調整式電子踏板

組合，其主要技術特徵在於，揭露電子感應器裝於可調整式踏板上，用以偵測踏

板位置 194，然而此一設計被認為有電線損耗之問題 195，結構簡圖以及技術運作

簡要說明如圖 8。 

 
圖 8  Rixon 專利 結構簡圖與技術運作簡要說明本案專利之技術在於，踏板之

位置可以沿著竿子前後移動以調整，而在使用者踩放踏板時，會透過力

回饋裝置，產生踩踏板之感覺回饋，並且會產生電子訊號，透過導線管

傳輸信號，進而控制油門 196。 
 

                                                       
194 摘要自美國專利 No. 5,819,593 A 之專利說明書。 
195 KSR Intern. Co., 550 U.S. at 409. 
196 結構簡圖參考改作自美國專利 No. 5,819,593 A Figure 2，其餘參考自其專利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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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見解 
 法律見解論述 

1. 最高法院對於 TSM 測試法之修正 
(1). 肯認 TSM 測試法 

法院重申以 Graham 測試法作為 Hotchkiss 測試之延伸，並要求法院參考輔

助性考量，專利法 103 條以及過往 Graham 測試法並沒有要求在先前技術中找到

結合之要素才能給予專利，而近期本院所採取的標準是，若結合專利之要件中，

僅結合舊要件而沒有改變其各自的功能，顯然會獨佔已週知之知識且剝奪公眾之

資源 197，參酌 Great Atlantic & Pacific Tea Co.等案之判決要旨，當依照已知方法來

結合相似要素，且僅產生可預期之結果時，其結合將有可能係顯而易見 198。 
不過法院指出，多個專利教示間的關係應該被重視，而設計社群中的已知需

求或是市場力量表現之效果，以及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背景知識等，均可

以作為結合已知要件來完成系爭專利之明顯的理由，此等分析必須要十分精確，

亦即拒絕專利之非顯而易見性時，必須有清楚的論理，而非僅有結論性的論述，

然而此並非要求法院，必須尋求指向系爭請求項之精確的教示，法院仍可以考量

暗示，或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所可以實行之創意步驟。 
TSM 測試法，提供對於非顯而易見性判斷上一個有助益之理解，而如同

Adams 案所示，單純因為專利係組合已知先前技術的要素，並不會必然證明其不

具備非顯而易見性，系爭專利之創新可能在於，依照已知要素的原有效果來結合

已知裝置，是故仍然應該考量是否有理由促進通常技術者結合該等要素，以如同

系爭專利之方法來完成新發明，蓋多數發明站在巨人之肩膀上，因而所有發明幾

乎必然會結合已然已知之要件 199。 
但有幫助的理解，不能轉變成嚴格且強制的公式，否則如此應用 TSM 測試

法將不符合本院所建構之程序，非顯而易見性分析不能被形式主義文字下之教示、

建議、動機，或是過分強調已出版文章的重要性所限制，應該要尋求多種發明以

及現在科技發展之忠告，來對抗此種過分狹隘的分析。此外，許多領域中，對於

顯而易見之科技或結合之討論較少，市場之需求比起特定科學文章可能更常引導

設計潮流，而如果一般而無真實創新發展被賦予專利的話，將可能會阻礙進步，

且在專利結合已知要件案例中，亦可能剝奪先前發明之價值或效用。 
因此，最高法院指出，Graham 測試與 TSM 測試並沒有重大不一致，但上訴

法院錯在將一般原則轉為嚴格的法則，進而限縮非顯而易見性之要求 200。 

                                                       
197 此處法院顯然意圖再次肯認相乘效果判斷法。 
198 KSR Intern. Co., 550 U.S. 415-416. 
199 Id., at 417-418. 
200 Id., at 41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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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摘上訴法院應用 TSM 測試法之錯誤 
最高法院指摘上訴法院之錯誤，主要在於應用過於狹義的 TSM 測試來判斷

非顯而易見性，最高法院指出，在判斷非顯而易見性時，特定的動機或是專利權

人聲稱之目標均非重點，關鍵在於系爭專利請求項之客觀範圍，如果權利範圍延

伸至顯而易見之範圍，且在發明當時已有包含系爭專利權利範圍的已知問題與解

方者，將會使專利客體顯而易見，系爭專利將會無效 201。 
最高法院進一步指摘上訴法院適用 TSM 測試法之四個錯誤 202： 
第 1 個錯誤為，上訴法院認為法院以及審查者應該只看專利權人所試著解決

之問題，然而其僅為專利客體所引發發明人動機之一，重點在於該結合對於所屬

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顯而易見，而非是否對於發明人顯而易見。正確的

分析在於，在發明當下，任何需求或所屬領域中已知的問題、系爭專利所表達之

問題，均可以提供以系爭專利發明方法，來結合要素之理由。 
第 2 個錯誤為，上訴法院錯誤假設通常技術者所試著解決之問題，只會受到

與先前技術要素被設計來解決的相同問題所影響，亦即錯誤指出，因為 Asano
專利的首要目的在於解決施力比例一致之問題，發明人在考慮如何放置在可調整

踏板之感應器時，沒有理由考慮 Asano 踏板之教示，然而依照常識推斷，相似的

要件會有超出其首要目的之顯而易見的用處，且在許多案例中，通常技術者會如

拼拼圖一般，能夠拼湊多種專利的教示，故不論 Asano 專利的首要用處為何，其

設計提供一個顯而易見的實例，亦即具有固定支點之可調整式踏板，且多個先前

專利技術指出，固定支點是理想放置感應器之位置，則上訴法院侷限性認為，想

要設計可調整踏板者會忽略 Asano 專利顯非可採，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應具

有通常程度之創意，並非機器人。 
第 3 個錯誤在於，上訴法院錯誤認為，專利不能因所結合要素具有嘗試顯著

性，而證明其不具非顯而易見性。當有設計需求或市場壓力促使問題之解決時，

若有限數量的解方已被定義，且屬於可預期之結果，通常技術者將會有理由依其

技術理解，來尋求解決問題之已知選項，如果此選項引導出可預期之成功，則該

成果將不會是創新而僅是通常技術的常識，換言之，在當結合具有嘗試顯著性之

情形下，將會使該發明顯而易見。 
最後一個錯誤在於，上訴法院錯誤認為法院及審查官受到後見之明影響，審

查者當然應該要注意不應受到後見之明之影響，且必須注意其結論不應依靠事後

的理由，然而，否定通常知識的嚴格預防法則，不但不必要且不符合本院之判決

先例。 

                                                       
201 Id., at 419-420. 
202 Id., at 42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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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高法院認為簡單的技術改良不具有非顯而易見性 
最高法院指出，如果某領域中的成果是可以被利用的，不論是在相同領域或

其他領域之設計誘因或其他市場力量，均會促使通常技術者變化該成果，是以如

果通常技術者實行可以預測的變化，將會因第 103 條而喪失其可專利性。此外，

如果一個技術已被用於改善一個裝置，且通常技術者會認知到，可以使用相同方

式來改善相似裝置，則該科技之使用將是顯而易見，除非其應用超過通常技術者

之能力，法院過往 Sakraida 和 Anderson's–Black Rock 案例已經指出，必須要判斷

是否改良不過是可預期得使用先前技術已經被建立之功能 203。 
此外，最高法院認為，如果將專利排他權給予僅具通常創新之技術，則專利

制度將會扼殺而非促進有用技藝之發展，第 103 條限制之運用，不應該過於束縛

反而侵蝕其立法目的 204。 

                                                       
203 Id., at 417. 
204 Id., at 42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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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無效部分之見解 
1. 歷審見解摘要 
本案地方法院指出，本案踏板設計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程度為，大學學歷

之機械技工或是具有相同產業經驗者，並且熟悉用於汽車之踏板控制系統，進而

法院引用前開重要先前技術後，依照 Graham 測試法之指引，認為本案專利與先

前技術幾乎沒有區別，蓋 Asano 專利已經教示所有要件，除了使用偵測器偵測踏

板位置，進而傳送信號到由電腦控制的油門閥中，然而此等額外的要件已經在

068 專利之感應器技術中揭露；此外，法院更進一步檢驗 TSM 測試法，並認為本

案專利符合 TSM 測試法中認定專利顯而易見之要件，其理由之一在於，從當今

產業的狀態觀之，產業趨勢將會引導電子感應器與可調整示踏板之結合；其二，

Rixon 專利已經提供前開發展之基礎；其三，Smith 專利提供了 Rixon 專利中，線

路磨損問題之解決方法，亦即藉由將感應器置於踏板固定結構，則前開先前技術

與 Asano 專利技術結合，可使本案之專利因顯而易見而無效 205。 
然而本案聯邦上訴巡迴法院指出，地方法院沒有正確運用 TSM 測試法，亦

即沒有找到特殊的教示或原則，在沒有本案發明知識之幫助下，足以促使所屬領

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將電子感應器裝設於 Asano 專利裝置的支持架上，且地方法

院錯誤認知使用解決特定問題標準的要求，蓋除非先前技術中明確表達專利權人

試著解決之特定問題，否則該問題不會促使發明人去查詢這些引證。因此，上訴

法院指出，Asano 專利踏板之設計，是用以確保不論踏板如何調整，其壓踏板所

需要的力是相同的，然而本案專利是為了提供較單純、較小、較便宜的可調整式

電子踏板；至於 Rixon 專利，其踏板設計有線路磨損之問題，且沒有提供足夠解

方來解決該問題，法院因而認為 Rixon 專利並沒有對於本案專利目的提供有幫助

之建議；而 Smith 專利與可調整式踏板無關，且並不必然提供將電子控制器接在

踏板之支持架上之動機。因此，上訴法院認為，上開先前技術並沒有促使通常技

術者將感應器放在如 Asano 設計之踏板上，且儘管或許系爭發明之結合有嘗試顯

著性，但不具重要性，蓋嘗試顯著性在過去實務判例中，並不是非顯而易見性之

考量要素，因此法院認為本案專利具有非顯而易見性而有效 206。 
 

                                                       
205 Teleflex Inc., 298 F.Supp.2d at 587-595. 
206 Teleflex Inc., 119 F. App'x at 28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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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高法院見解 
最高法院指出，其採納地方法院對於先前技術以及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

識者程度之決定，並認為本案專利所揭示之可調整式踏板與 Asano 及 Smith 專利

之教示幾乎沒有不同，而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將會已經結合 Asano 與相同於

本案專利樣式之踏板位置偵測器，並且瞭解其結合之好處 207。 
最高法院認為，結合 Asano 與位在踏板支點位置的感應器，對於通常技術者

係屬顯而易見，蓋市場力量之存在，創造強大的誘因來將機械踏板轉換為電子踏

板，且先前技術已經教示了許多種轉換方法。上訴法院之考慮太過狹隘，亦即判

斷對於踏板設計者而言，是否會選擇 Asano 以及相同於 068 專利之調節感應器，

然而正確的問題是，是否踏板設計的通常技術者，面臨該領域發展所產生的廣泛

需要時，是否會察覺用電子感應器來升級 Asano 的明顯好處。而在汽車設計上，

許多要件會交互作用，如更換一個要件將會導致其他要件亦需要修正，而科技發

展促使引擎使用電腦控制的油門閥成為基礎標準，因此設計者將可能已經決定設

計新的踏板，或是將預先存在的踏板與新引擎結合，如同本案 KSR 侵權物一樣
208。 

而如果設計者從 Asano 出發，其問題將會是應將感應器放置何處，亦即法律

上問題在於，是否對於具有通常技術之踏板設計者而言，將感應器放置於固定支

支點上是顯而易見，而從先前技術之討論觀之，以本案專利之方式去放置感應器，

對於通常技術者而言是顯而易見的，詳細論之，936 專利教導將感應器放在踏板

裝置而非引擎上，而 Smith 專利指出不要將感應器放在踏板的腳墊上，而應放在

支持結構上，另關於 Rixon 專利之線磨損問題，Smith 教示踏板裝置不能在連接

線上裝置任何儀器，因此，設計者會知道將感應器放置在不會移動的踏板結構上，

而最明顯不會移動之位置即是在支點，設計者因此會跟隨 Smith 而將感應器放在

該處，進而完成如同本案專利之可調整式踏板 209。 
就算從客觀上從結合電腦控制閥以升級 Asano 開始，其仍然可能會採用如同

Rixon 一般的可調整式電子踏板，並且尋求一個改良線路磨損的解方，且依循前

開相似的步驟，設計者會從 Smith 中學習改良感應器移動之方法來結合 Asano，
蓋因為其揭露具有固定支點的可調整式踏板。 

此外，Teleflex 並沒有展現出任何先前技術對於使用 Asano 有反向教示之證

據，亦沒有輔助性考量之證據使得其發明非顯而易見，因此本案系爭發明違反專

利法第 103 條而欠缺可專利性 210。 
 

                                                       
207 KSR Intern. Co., 550 U.S. at 422. 
208 Id., at 423-424. 
209 Id., at 424-425. 
210 Id., at 42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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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KSR 案後之影響 
第一目 KSR 案後專利審查準則之因應 
在 KSR 案後，美國專利商標局修正其美國專利審查手冊（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舉出 7 種基本原則之案例，作為顯而易見之初始特徵

（prima facie obviousness）的實例，用以輔助判斷是否顯而易見之結論，然而此

處列舉之基本原則僅為例示，並不限制審查人員使用其他基本原則來判斷非顯而

易見性，且應注意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上均必須要本於事實之發現，並據以應用

在非顯而易見性的法律結論判斷上，而顯而易見的結論亦可能由一個或多個基本

原則所支持，如下簡介 7 個基本原則 211： 
 

一、利用已知方法結合先前技術，並獲得可預期結果 212 
應用此原則來核駁專利，首先必須先分析符合 Graham 之事實詢問，亦即審

查者必須清楚描述如下事實： 
(一) 尋找到具有發明所有要件之先前技術（不限存在於單一先前技術），而發

明與先前技術之差異，僅係該等技術並未實際存在於同一文件。 
(二) 所屬領域之通常技術者，可能已經運用已知方法來結合該等要素進而形

成發明，且結合之任一要素，在結合中仍表現與分開時相同功能。 
(三) 所屬領域之通常技術者會認知到，該結合之結果是可預期的。 
(四) 其餘 Graham 所需之事實上發現均是必須的，應在考量所有事實要件後，

說明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結論。 
此種基本原則基本上依循著相乘效果判斷法，亦即系爭專利之所有要件均已

知於先前技術中，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可能已經用已知方法來結合這些

要素，而未改變其要素各自之功能，且該結合對於通常知識者而言產生可預期之

結果。 
舉例而言，Anderson’s-Black Rock, Inc. v. Pavement Salvage Co.案之發明，僅係

單純拼湊舊有要件，且結合後並未產生新的效果，則系爭發明將屬顯而易見而不

具可專利性。 
 

                                                       
211 以下參考摘要自 USPTO，《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Ninth Edition，Revision 
08.2017，Last Revised January 2018，頁 2011-211 – 2011-231。 
212 原文為：Combining prior art elements according to known methods to yield predictabl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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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其他要件來簡單取代一個要件，而獲得可預期結果 213 
應用此原則來核駁專利，首先必須先分析符合 Graham 之事實詢問，亦即審

查者必須清楚描述如下事實： 
(一) 尋找到與申請案在被取代部分（裝置、方法、產品等）具有不同技術之

先前技術。 
(二) 尋找到該取代技術以及其功能。 
(三) 所屬領域之通常技術者將可能已經用一個已知要件取代另一個，且取代

之結果可預期。 
(四) 其餘 Graham 所需之事實上發現均是必須的，應在考量所有事實要件後，

說明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結論。 
此基礎原則指出單純取代一個已知要件，並代換為另一個要件，對於所屬領

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僅產生可預期結果者時，將屬顯而易見。 
舉例而言，例如 In re O’Farrell214案，申請案為一種藉由嵌入外來基因使在細

菌內合成蛋白質之方式，而一般而言體內蛋白質合成，將透過中心法則（亦即

DNA 轉錄為 mRNA 再轉譯為蛋白質）之方式合成，雖有先前技術表示外來 DNA
可能會停在 mRNA 階段而不會產生蛋白質，但另有先前技術指出將 DNA 送入細

菌質體之技術，因此法院認為，單純取代先前技術之他種基因，換成申請案之基

因為單純置換，對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將可能已經實現此種單純取代，

且沒有產生不可預期之結果，當屬顯而易見。 
 

三、使用已知技術以相同方法去改良相似機械（方法、產品）215 
應用此原則來核駁專利，首先必須先分析符合 Graham 之事實詢問，亦即審

查者必須清楚描述如下事實： 
(一) 尋找包含被本案發明人去進一步改良之基礎裝置（方法或產品）的先前

技術。 
(二) 尋找包含與基礎裝置不同之可比較裝置（方法或產品），且與本案發明使

用相同改善方法。 
(三) 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會將已經應用已知改良技術應用於基礎

裝置，且其結果可以被通常知識者所預期。 
(四) 其餘 Graham 所需之事實上發現均是必須的，應在考量所有事實要件後，

說明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結論。 
此基礎原則指出，當一種改善特定種類裝置（方法或產品）之方法，對於其

改良之教示應用在其他情況而言，已經是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通常能

力時，通常技術者將會已經有能力，用此種已知方式來加強先前技術中的基礎裝

                                                       
213 原文為：Simple substitution of one known element for another to obtain predictable results. 
214 In re O’Farrell, 853 F.2d 894 (Fed. Cir. 1988). 
215 原文為：Use of known technique to improve similar devices (methods, or products) in the sam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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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且若其結果可以被通常技術者所預期，則本案發明將會是顯而易見，然在

KSR 案中，最高法院指出如果該技術的應用超乎通常技術者之能力，則使用該技

術將非顯而易見 216。 
舉例而言，在 In re Nilssen 案 217中，系爭發明是一種電流監控裝置，在過高

的輸出電流時，會快速斷電以保護裝置，先前技術 1 揭示有高電流會生產生顯示

的機器，但無保護裝置，先前技術 2 揭示有一種轉換機可以在高電流時斷電保護

裝置；上訴法院認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可以用先前技術 1 的高電流顯

示裝置，應用在相似於先前技術 2 之保護方法切斷電源，亦即應用相同於先前技

術 2 之已知技術來改善先前技術 1 之技術，因此系爭發明當屬顯而易見。 
 

四、於已經準備好改善之已知裝置（方法、產品）上應用已知技術改良，且獲得

可預期結果 218 
應用此原則來核駁專利，首先必須先分析符合 Graham 之事實詢問，亦即審

查者必須清楚描述如下事實： 
(一) 尋找包含被本案發明人去進一步改良之基礎裝置（方法或產品）的先前

技術。 
(二) 尋找包含在基礎裝置（方法或產品）應用已知改良技術之先前技術。 
(三) 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將會已經應用已知改良技術，進而產生

改良後之系統，且其結果可以被通常知識者所預期。 
(四) 其餘 Graham 所需之事實上發現均是必須的，應在考量所有事實要件後，

說明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結論。 
此基礎原則指出，在特定已知技術被認定為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

通常能力時，通常技術者將會已經有能力去應用已知技術，來改良已經準備好改

良之已知裝置，並且產生對通常技術者而言，僅產生可以預期之結果，則該發明

將會是顯而易見。 
舉例而言，在 In re Urbanski 案 219中，系爭發明為一種用酵素水解大豆纖維，

以減少大豆纖維水溶性的方法，其使用酵素與纖維在水中反應 60-120 分鐘；先

前技術 1 為反應 5-12 小時，先前技術 2 為反應 100-220 分鐘，而 120 分鐘有最

佳效果，法院認為有結合兩個引證之理由，蓋因兩引證均是以反應時間和脫水性

來表示結果效率之不同，是以最終產物的預期效果自然會有多樣性，先前技術 1
對於系爭發明之修正並沒有反向教示，而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將有動機修

正先前技術 1，以減少反應時間來獲得先前技術 2 所揭露之較佳的結果。 

                                                       
216 KSR Intern. Co., 550 U.S. at 417. 
217 In re Nilssen, 851 F.2d 1401 (Fed. Cir. 1988). 
218 原文為：Applying a known technique to a known device (method, or product) ready for 
improvement to yield predictable results. 
219 In re Urbanski, 809 F.3d 1237 (Fed. Cir. 201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9

68 
 

五、 嘗試顯著性：選擇一個已被定義出有限數量之可預期結果，且有成功之合理

預期 220 
應用此原則來核駁專利，首先必須先分析符合 Graham 之事實詢問，亦即審

查者必須清楚描述如下事實： 
(一) 尋找在發明時，已認知到的技術困難或是技藝中的需求，如設計需求或

解決問題之市場壓力。 
(二) 尋找到對於被認知到之需求或問題，已經存在有限數量之已經被定義、

被預期的潛在解決方法。 
(三) 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將會已經追求該已知的潛在解決方

法，並有成功之合理期待。 
(四) 其餘 Graham 所需之事實上發現均是必須的，應在考量所有事實要件後，

說明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結論。 
此基礎原則指出，當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有理由在其技術的理解範圍

內，去追求一個已知的選項，而產生可預期的成功，則該結果將可能不是創新，

而是通常技術以及常識，因而在第 103 條規範下，將屬顯而易見 221。而上訴法

院 222指出，在應用嘗試顯著性時時，必須要評估熟練科學家之選擇，而這些選

擇引導至所期望之結果時，法院必須了解特定領域中，其技術發展是如何被達成，

換言之，嘗試顯著性必須探究申請案的脈絡（來龍去脈），包含技術特徵、技術

發展之狀態、現行已知選項之本質、先前技術之特殊性及創造性、該領域可預期

之結果等要件。 
舉例而言，在 In re Kubin 案 223中，系爭申請案明確定義出特定多肽之 DNA

序列片段，而先前技術 1 已經揭示該特定多肽，但沒有揭示該多肽之序列或分離

核酸粒子之方法，然而，其餘先前技術揭示從多肽之序列以及純化核酸粒子之方

法，因此，依據先前技術 1 揭示之多肽，以及先前技術中定序多肽的通常方法，

與純化核酸分子之方法，專利上訴委員會指出，此處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純化特

定核酸，而其可用方法有限，因此通常技術者會有理由去嘗試該等方法，並合理

期待其中一種方法會成功，則純化特定核酸分子，不是創新而是通常技術以及常

識，上訴法院亦支持此一看法。 
上訴法院進一步表示，有兩種嘗試顯著性的運用是不妥當的，其 1 為修正所

有多變量，並嘗試眾多可能直到達成 1 種可能成功之結果，然而先前技術中，並

沒有任何對於變量之暗示，或是指引可能成功的選項；其 2 為在理想的實驗領域

中探索新技術或一般性方法，而先前技術對於達成特定形式之系爭發明或如何達

                                                       
220 原文為：“Obvious to try” – choosing from a finite number of identified, predictable solutions, with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success. 
221 KSR Intern. Co., 550 U.S. at 421. 
222 Abbott Labs. v. Sandoz, Inc., 544 F.3d 1341, 1352 (Fed. Cir.2008). 
223 In re Kubin, 561 F.3d 1351 (Fed. Ci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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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系爭發明，僅有綱要性的指引 224。 
 

六、 在一個研究領域的習知結果，經過設計誘因或其他市場力量的刺激，可能催

生出適用於相同或不同研究領域之變化，且該變化可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

識者所預期 225 
應用此原則來核駁專利，首先必須先分析符合 Graham 之事實詢問，亦即審

查者必須清楚描述如下事實： 
(一) 尋找先前技術之內容與範圍，而先前技術與發明為相同技術領域，或雖

屬不同技術領域但有相同或相似裝置、方法或產品。 
(二) 尋找刺激改良已知裝置、方法或產品之設計動機、市場力量 
(三) 先前技術與發明之差異，屬於已知變化範疇內，或屬於先前技術中已知

的原理。 
(四) 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在設計動機或其他市場力量之驅使

下，將會已經變化先前技術，且該變化為通常技術者所可以預期。 
(五) 其餘 Graham 所需之事實上發現均是必須的，應在考量所有事實要件後，

說明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結論。 
此基礎原則指出，設計誘因或其他市場力量，將會已經促使所屬領域具有通

常知識者，使用可預期之方法去變化先前技術，進而完成系爭發明，則系爭發明

將屬顯而易見。 
舉例而言，例如 Leapfrog Enterprises, Inc. v. Fisher-Price, Inc.案 226，本案專利

為一種語音學習機器用以幫助孩童發音，上訴法院指出兩個先前技術，1 為用於

發音學習之電子機械玩具，2 為電子閱讀玩具，上訴法院認為在此二先前技術的

組合下，系爭發明應屬顯而易見，蓋在孩童學習領域中，孩童學習玩具之通常技

術者，有動機去結合其二先前技術，以應用現代電子器材來升級原有機械玩具，

進而獲得此種改良之習知好處，例如增加可靠性、簡化操作、降低成本；本案之

結合僅係應用一般可取得的新技術，來修正先前技術所揭示之舊的技術思想發明，

換言之，系爭發明之修正並無任何非顯而易見性的進步，現代電子技術應用在機

械裝置，在近幾年十分普遍，則僅將過往機械性裝置替換為現代電子裝置，對於

設計兒童學習裝置之通常技術者而言，應屬顯而易見，因而系爭專利欠缺可專利

性。 
 

                                                       
224 Id., at 1359. 
225 原文為：Known work in one field of endeavor may prompt variations of it for use in either the 
same field or a different one based on design incentives or other market forces if the variations are 
predictable to one of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226 Leapfrog Enterprises, Inc. v. Fisher-Price, Inc., 485 F.3d 1157 (Fed. Cir.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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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先前技術有教示、建議、動機，將已經指引通常技術者，去修正先前技術或

結合先前技術之教示，進而達成系爭發明 227 
應用此原則來核駁專利，首先必須先分析符合 Graham 之事實詢問，亦即審

查者必須清楚描述如下事實： 
(一) 尋找在引證文件本身，或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可得之知識中，

有教示、建議、動機去修正或結合引證的教示。 
(二) 有合理成功之期待 
(三) 其餘 Graham 所需之事實上發現均是必須的，應在考量所有事實要件後，

說明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結論。 
此基礎原則指出，所屬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將會已經有動機去結合先前

技術以完成系爭發明，並且對於其結合有合理成功期待時，發明將欠缺非顯而易

見性。法院實務案例已經明確指出，TSM 測試法具有彈性，而清楚的結合建議不

是必要條件，結合動機之來源，可以來自暗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知識、

或是解決問題的本質，並可以源自所有分散在先前技術中，整體觀察整合而成之

證據，此外，當無涉技術上改良，且先前技術的結合僅產生更令人滿意之產品或

方式（如更強壯、更便宜、更乾淨、更快、更輕、更小、耐用或更有效率）時，

由於改良產品以促進商業機會之慾望是一種廣為人知之常識，是以自然存在結合

先前技術的動機，即使在先前技術本身中缺少明確暗示，在此情形之主要問題在

於，是否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擁有知識與技術，使他有能力去結合先前技

術。 
 

                                                       
227 原文為：Some teaching, suggestion, or motivation in the prior art that would have led one of 
ordinary skill to modify the prior art reference or to combine prior art reference teachings to arrive at 
the claimed 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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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KSR 案之批評 
KSR 案中法院並沒有如期望般，提出新的非顯而易見性判斷法藉以取代被詬

病許久之 TSM 測試法，論者指出 KSR 案未就所謂一定程度之進步，亦即未針對

通過非顯而易見性要求，所需要之獨創巧思的程度，以及對於審查者如何去評估

是否系爭發明具備創意巧思，提供一個客觀、明確且可靠的衡量標準 228，使得

進步性判斷標準無法完整定義與統合，產生實務上高度不一致性與不可預測性的

風險，嚴重侵蝕法安定性。 
此外，KSR 判決中顯然低估後見之明對於實務非顯而易見性判斷上之影響，

僅在判決內稍微提到後見之明之防免，指出必須注意在論證非顯而易見上，不應

依靠發生在事後之事由，顯然為了落實打擊低價值專利之目的，過度忽視 TSM
判斷法在減緩後見之明之貢獻 229，進而使非顯而易見測試法中有受到系統性偏

見之影響的高度風險，其所產生之不確定性，將影響進步性規定嘗試維持之完美

平衡 230；此外，KSR 有意開放毋庸具體證據即可作為核駁之證據，有大開法院以

主觀恣意介入非顯而易見性判斷之空間，更加深進步性判斷可能受到後見之明影

響之風險，KSR 欠缺平衡後見之明之規則的情況 231，顯然令人憂心。 
上述之見地洵屬的論，然而事實上呈前述，最高法院仍有建構相乘效果，並

肯認 TSM 判斷法等若干非顯而易見法律問題之判斷標準，不過確實各個判斷法

間交互適用上之關聯，欠缺明確之定義與統合，且形式上有若干衝突之處，未被

最高法院妥適闡明並解決，產生實務上判斷法不一致與不可預測性的風險，恐侵

蝕法安定性；此外，KSR 判決忽略後見之明的嚴重性，此等抽象而難以掌握但卻

有十足影響力的心理效應，更加深非顯而易見判斷可能受到後見之明偏誤的影響，

產生嚴重判斷上誤差，進而加重進步性判斷之不可預測性的風險，實值檢討。 
 

                                                       
228 Mandel, supra note 3, at 326. 
229 Simic, supra note 134, at 254-256. 
230 Mandel, supra note 3, at 342; Rebecca Greendyke, No Patent for You: How KSR v. Teleflex's 
Nonobviousness Test Conflicts with the Scientific Method and Removes the Incentive to Innovate, U. 
DAYTON L. REV., 433 (2009). 
231 Law shool Harvard, Obviousness, HARVARD LAW REVIEW, 379-380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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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KSR 案後組合專利判斷法之發展 
 TSM 測試法之統一 

在組合專利判斷上，KSR案並未排斥TSM測試法之適用，最高法院反而認為，

TSM 測試法是一種提供對於非顯而易見性判斷上一個有助益之理解，且多個專利

教示間的關係應該被重視，結合已知要件來完成系爭專利之分析必須要十分精確，

必須有清楚的論理，而非僅有結論性的論述 232。而最高法院批評的是上訴法院

在適用 TSM 測試法採取過嚴之標準，如要求明文之教示、或是過分強調已出版

文章的重要性 233，然而如本文前開在 TSM 測試法分析之章節所述，事實上上訴

法院在適用 TSM 測試法時，顯然並沒有明確統一的寬嚴標準，也造成 KSR 案之

上訴法院判決所採取過於嚴格之標準，而遭到最高法院之指摘，而將最高法院所

採之 TSM 測試法，與綜合整體過往上訴法院所適用較寬鬆之 TSM 測試法要件上

比較而觀之，並沒有顯著之不同，上訴法院舊有案例中就曾承認技藝中的趨勢也

可以作為結合動機 234，以及通常知識與常識亦可以為結合動機 235，最主要之差

異僅在於最高法院承認不用明文之證據，亦可以採納為判斷結合動機之基礎 236，

即事實上最高法院僅係統合上訴法院對於 TSM 測試法之使用標準，統一適用較

為寬鬆之 TSM 測試法並擴大結合動機之來源，以達成最高法院所謂較為彈性適

用之 TSM 測試法 237。 
 

                                                       
232 KSR Intern. Co., 550 U.S. at 418. 
233 Id., at 418-149. 
234 如前述 Alza Corp. v. Mylan Laboratories, Inc., 464 F.3d 1286 (2006) 一案。 
235 如前述 DyStar Textilfarben GmbH And Co Deutschland KG v. CH Patrick Co., 464 F.3d 1356 (2006) 
一案。 
236 KSR Intern. Co., 550 U.S. at 418-419. 
237 Lee, supra note 134, at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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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乘作用測試法之嚴格適用？ 
而在 KSR 案中肯認，依照已知方法來結合相似要素，且僅產生可預期之結果

時，其結合將有可能會顯而易見 238，並引用 Great Atlantic & Pacific Tea Co.案、

Anderson’s-Black Rock, Inc.案、Sakraida 案等案例，亦即 KSR 案中的可預期結果測

試法，事實上乃係最高法院過往相乘作用（synergism）測試法之再次肯認。而

KSR 之肯認亦影響美國專利商標局之審查準則的變化，如在其所羅列之七個判斷

非顯而易見性實例之基本原則中，第一個：利用已知方法結合先前技術，並獲得

可預期結果；第四個：應用已知技術改善已經準備好改善之已知裝置（方法、產

品）上，且獲得可預期結果，明顯均採取相同於相乘作用之測試法，且審查準則

認為滿足任一種基本原則，即足以支持系爭發明具有顯而易見性之結論，而 TSM
測試法被獨立列為第七個：先前技術有教示、建議、動機，將已經指引通常技術

者，去修正先前技術或結合先前技術之教示，進而達成系爭發明，顯然在可預期

結果測試法下，並不需要有結合動機之存在，便可證立發明之顯而易見結論。 
至此，似可以認為最高法院以及美國專利商標局在組合專利之非顯而易見性

判斷上，似乎意圖再次肯認相乘作用測試，來作為本案專利是否超越先前技術之

判斷依據，亦即在組合專利之判斷要件上，較著重於該技術的客觀技術實效，進

而評價組合專利之非顯而易見性。 
TSM 測試法所要求的結合動機，著重在主觀面相之技術實效，蓋 TSM 測試

法肯認在沒有結合動機下，縱然本案發明之組合並沒有產生客觀表面上多於先前

技術之技術結果，仍能獲取專利，亦即強調主觀技術實效本身而言，即足以作為

給予專利保護之貢獻；此種結論與前開相乘作用測試中，高度著重於該技術的客

觀技術實效相較，兩種測試法顯然具有嚴重互斥性，最高法院在 KSR 案中同時羅

列兩種相互排斥之測試法，卻未說明兩者間適用上之關係，則其後在實務的案例

上似將會產生極大的困惑。 
然而，細究最高法院在 KSR 案之論理，可以發現其更著重在 TSM 判斷法之

適用上，其判斷該案專利是否顯而易見的論理指出：「在發明時，已存在有轉換

機械踏板到電子踏板之已知需求，且試著發展電子踏板一般技術的踏板設計者，

會使既存的機械踏板（Asano）與電腦控制引擎閥結合，而從 Asano 出發之設計

者，從 Smith 得知關於感應器的位置之教示，設計者會知道將感應器裝到不會移

動的踏板結構上，而最顯而易見不會移動的結構，且感應器容易偵測到踏板位置，

即是支點，因此設計者會將感應器放於支點，因此完成如本案發明之可調整式電

子踏板 239。」其論述如已知轉換墊子踏板之需求，進而促使 Asano 與電腦控制

引擎閥之結合，明顯著重在有無結合先前技術教示之建議，亦即 TSM 測試法實

際運用，倘若 KSR 採取相乘作用測試法，其論理應該為：「所有系爭專利之要件，

均可自先前技術中發現，亦即 Asano（可調整式踏板）已揭示所有系爭專利要件，

                                                       
238 KSR Intern. Co., 550 U.S. at 416. 
239 Id., at 42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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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Smith（非調整式踏板）亦已揭示放置感應器在踏板不可動部分之技術特徵，

而先前技術在結合後，其各自要件並沒有改變其各自的功能，且產生可預期之結

果，因而欠缺相乘效果，則系爭專利應屬顯而易見 240。」 
再者，誠如前述，最高法院也明確肯認 TSM 之基本原則，亦即多個專利教

示間的關係應該被重視，且 KSR 最高法院在其相乘效果描述中：「用已知方法結

合已知要素，且僅產生可預測之結果，則系爭發明將可能是顯而易見」，使用可

能（likely）一詞，然而過往 Great Atlantic、Andersons-Black Rock、Sakraida 案中

均沒有使用這用語，該等案例均嚴格指出沒有相乘效果便不具有可專利性，因此

最高法院在本案中使用可能之詞，當是顯著改變先前見解，其採納並發展 TSM
測試法，而將相乘效果或不可預期的結果判斷法，認為僅是非顯而易見判斷之其

中之一種判斷要素，不是非顯而易見的必然要求 241。 
 

                                                       
240 Lee, supra note 134, at 247. 
241 Id., at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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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KSR 案後實務案例發展 
儘管有人預期在 KSR 案後，由於非顯而易見性之標準降低，將會挑戰現有專

利有效性，亦即專利之無效率將會顯著提高，然而依據實證調查顯示，實務整體

專利無效率並沒有顯著變化，上訴法院認為專利顯而易見之比率約在 51%242至

58%243左右，相較於 1990 年代有稍加提升之趨勢，另有研究指出 KSR 後上訴法

院認定顯而易見之比率增加約 10%，但地方法院上升約 20%244。 
事實上在 KSR 案後，上訴法院在判斷顯而易見要件性上，近期多數仍採取

TSM 測試法作為判斷方法，要求在欠缺可預期結果外，仍需要結合之理由，儘管

然仍有案例，僅使用結合已知要素而沒有產生不可預期結果之判斷法，來斷定欠

缺進步性，而不考慮結合理由，但仍屬少數，換言之，上訴法院在判斷結合專利

進步性框架，沒有顯著改變，當所有限制要素都在先前技術中被發現時，多數仍

必須要有理由去促進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去結合已知要素以達成系爭

發明，方才能認其發明為顯而易見 245，但已多不適用嚴格之 TSM 測試法，亦即

要求必須要在先前技術中發現結合之動機，轉而依照 KSR 案之指示，可以從通常

知識、市場誘因等來源認定結合之動機 246，以下簡介數個案例： 
 

 Leapfrog Enterprises, Inc. v. Fisher-Price, Inc.案 247 
本案 Leapfrog 專利為一種學習機器，用以幫助小孩閱讀時發音，此機器當選

擇按下有單一子母的按鈕時，使用者將會聽到其字母對應之發音，使小孩學習閱

讀的時候聽到發音 248。 
法院認為在結合 Bevan 以及 SSR 兩先前技術之指引下，本專利對於所屬領域

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是顯而易見，其中 Bevan 揭示之儀器可以連結文字與其聲音，

以刺激學生發出單字聲音，透過相似於本案之方法運作，然而 Bevan 使用電力與

機械結構而不是系爭發明之電子處理器；另外，SSR是一種現代的電子學習玩具，

其可以使使用者在按下第一個字母時聽到該字母之發音，因此 SSR 提供所屬技術

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一個指標，促使其去製造電子化的兒童學習機器。 
法院分析 KSR 的可預期結果測試，並且指出所屬領域的一般常識揭示應用現

在電子儀器在舊有機械儀器中是相當常見的，且對於在製造兒童學習機的通常技

術者而言，結合 Bevan 與 SSR 是顯而易見的，蓋可以使用現代化電子物件，來獲

得採用的好處，例如減少體積、增加可靠、簡化操作、降低成本，而且此種結合

不過是應用在領域中廣為人知的新技術來改良舊發明，況 Leapfrog 並沒有指出對

                                                       
242 Simic, supra note 134, at 251. 
243 Lee Petherbridge & R Polk Wagner, The Federal Circuit and Patentability: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Law of Obviousness, TEX. L. REV., 2055 (2006). 
244 Ryan T Holte & Ted Sichelman, Cycles of Obviousness, IOWA L. REV., 142 (2019). 
245 Transocean Offshore Deepwater Drilling, Inc. v. Maersk., 617 F.3d 1296, 1302-1304 (Fed. Cir. 2010). 
246 Holte & Sichelman, supra note 244, at 161-162. 
247 Leapfrog Enterprises, Inc. v. Fisher-Price, Inc., 485 F.3d 1157 (Fed. Cir. 2007). 
248 Id., at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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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將朗讀器結合在此種裝置中具有挑戰性或

困難，因此法院認為本案專利當屬顯而易見，欠缺可專利性 249。 
在本案中，結合已知要件而產生可預期結果之判斷法，對於非顯而易見性判

斷十分重要，然而可預期結果測試並不是單獨的論理方法，仍必須要有理由促進

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去結合已知要素以達成系爭發明，進而認系爭發

明為顯而易見，本案法院亦有指出，在發明時透過現在電子物件來更新機械裝置，

以獲得更新之好處是司空見慣的，並且因此產生結合先前技術教示之動機，其動

機之來源相似於 KSR 案中，結合之理由係將機械踏板換為電子踏板之市場趨勢。 
 

 Sundance, Inc. v. Demonte Fabricating Ltd.案 250 
本案專利為一種可回縮片段遮蓋系統，可以用於所有結構或容器，如拖車、

泳池、門廊等，而先前技術 Cramaro 揭露系爭專利多數要件，但 Cramaro 並未包

含一個遮蓋部分，而在該遮蓋部分在先前技術 Hall 中被揭露，因此問題在於

Cramaro 與 Hall 之結合在發明當時是否顯而易見 251。 
法院指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會有能力拼湊多個先前技術，且單純組

合舊要件，而其結合僅展現如過往相同之功能，並沒有產生多於通常知識者所能

從該組合所預期之結果者，應屬顯而易見。在本案中 Cramaro 與 Hall 之組合已經

揭露所有要件，且 Cramaro 與 Hall 在結合後，各個要件仍沒有改變其各自獨立時

之功能，本案專利不過是應用已知技術，來拼湊已經準備好改良之先前技術，因

此本案專利欠缺非顯而易見性，不具可專利性 252。 
本案判決僅使用 KSR 中的可預測結果測試法，進而認定該結合是顯而易見，

其採用以往相乘效果之論述方式，認為本案專利係屬單純舊要件的重組，僅表現

出各部分已知的相同功能，且沒有產生該重組所能被預期之效果，因而認為系爭

發明是顯而易見。而本案並沒有討論到除了可預測結果外的判斷理由，例如在發

明當時，對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是否有動機去形成 Cramaro 與 Hall
之結合，此種論述方法及邏輯，似在上訴法院仍屬少數。 
 

 In re Clark 案 253 
本案 Clark 之發明是一種方法以及儀器，用於處理對於人體有療效的電磁信

號，而首要之先前技術為 LISTEN 系統手冊以及 CEDS96 刊物，其等揭露除了調節

傳輸器之所有要件，而該調節傳輸器在發明時的通訊領域中廣為人知，申請人主

張，儘管該調節傳輸器在通訊領域顯而易見，但修正 LISTEN 系統以使用調節傳

輸器去產生電磁訊號來用於治療用途，並非顯而易見，因此主要爭點在於，是否

                                                       
249 Id., at 1160-1162. 
250 Sundance, Inc. v. DeMonte Fabricating Ltd., 550 F.3d 1356 (Fed. Cir. 2008). 
251 Id., at 1358-1359. 
252 Id., at 1365-1368. 
253 In re Clark, 420 F. App'x 994 (Fed. Ci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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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促使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去結合 LISTEN 系統與已知調節傳輸器
254。 

上訴法院指出，CEDS96 其指出電磁訊號與 FM 訊號相同，亦即系爭專利之

電磁訊號療法須要 FM 之傳輸器，因此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會了解，包含電

磁傳輸之無線電頻率傳輸，可以使用通常的無線電頻率傳輸器，如 AM、FM、PM
傳輸器來傳輸，且 CEDS96 刊物促使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結合 FM
傳輸器以及 LISTEN 系統，因為該刊物指出為了使此科技能運作，FM 傳輸器是不

可或缺的，且其已明確指出 LISTEN 以及其他系統（如本案 Clark 發明之系統）利

用 FM傳輸器並傳輸 FM訊號。因此，上訴法院指出，LISTEN系統手冊揭露之 LISTEN
系統與 FM 傳輸器之結合，在發明當時僅是透過已知方法結合相似要件，並且產

生可預期的結果，因此系爭專利應屬顯而易見，不具可專利性 255。 
從本案中亦可以發現，法院除了適用 KSR 之可預期結果測試外，仍然必須要

有理由去促進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去結合複數要素以達成系爭發明，

進而認其顯而易見。 
 

 In re Stepan Company 案 256 
本案發明揭露一種界面活性劑之組成，其包含用於促使嘉磷塞鹽類

（glyphosate salt）濃縮液具有較高或無濁點（cloud point）之若干物質，其高濁

點指至少高於攝氏 70 度。所稱濁點係指當溶液高於該溫度時，其內含之界面活

性劑會無法溶解而產生分層，進而使溶液變混濁之溫度點。而本案最重要之先前

技術為 Pallas，其包含用於促使含嘉磷塞鹽類之界面活性劑具有至少高於攝氏 50
度濁點之若干物質，上訴委員會認為，Pallas 已教示所有界面活性劑之組合，且

儘管 Pallas 並未教示濁點高於攝氏 70 度，但達成該濁點不過是配方的最佳化

（optimizing the formulation），蓋Pallas已經教示理想的濁點應該高於攝氏60度，

因此本案發明係屬顯而易見 257。 
上訴法院指出，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係基於事實的法律問題，其判斷必須要

具備通常知識者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之教示，且通常知識者對於該結合已經有合

理成功之期待。上訴法院並指出，上訴委員會並未解釋為何本案發明選擇、調整

之界面活性劑組成，以及其高於攝氏 70 度之濁點係配方的最佳化，亦即上訴委

員會並未說明為何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會透過配方的最佳化來完成本案發

明。再者，儘管上訴委員會指稱，Pallas 已經教示本案發明中的 2 種的物質為 4
種較佳的界面活性劑組成之二，則通常知識者會選擇如本案發明一樣的界面活性

劑組合，但上訴委員會並未說明為何通常知識者有動機結合成本案發明，並且對

於達成高於攝氏 70 度之濁點具有合理成功之期待，合理成功期待不能僅為變化

                                                       
254 Id., at 995-997. 
255 Id., at 998-999. 
256 In re Stepan Company, 868 F.3d 1342 (Fed. Cir. 2017). 
257 Id., at 1344-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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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變量或嘗試所有大量可能的選擇直到達成一個可以成功之結果，且 Pallas 所
提供的實施例並未包含本案發明之組成，亦均未達成高於攝氏70度濁點的效果，

則上訴委員會在先前技術未完全包含本案發明所有請求項條件之情形下，認定非

顯而易見性之初始印象，進而不當轉換舉證責任，顯非適當，因而上訴法院推翻

上訴委員會之結論 258。 
本案法院認為上訴委員會並未提供通常知識者具有結合動機與合理成功期

待之證據，以判斷非顯而易見性，將非適當，則上訴法院在本案中已明確指出，

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必須要有動機去結合引證，並且對於該結合已經有合理

成功之期待，方可以認定系爭發明欠缺非顯而易見性。 
 

 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road Institute, Inc.案 259 
本案發明為應用常間回文重複序列叢集（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之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其可以用於切割特定的 DNA
分子。本案主要爭議源於，2012 年加州大學團隊揭露 CRISPR-Cas9 可以用於體外

之非細胞實驗環境，其後 2013 年 Broad 團隊揭露 CRISPR-Cas9 可以用於人類細胞

內，而兩團隊均提出專利申請，因此本案Broad團隊之申請案之主要爭點即在於，

在加州大學團隊之先前技術等揭露下本案發明是否具有非顯而易見性，詳言之，

CRISPR-Cas9 最早發現於原核生物中，但並未在真核生物中被發現，因此是否加

州大學之揭露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足以使得通常知識者對於將

CRISPR-Cas9 應用於真核生物中，具有合理成功之期待，便是本案之主要爭議點
260。 

上訴法院指出顯而易見性之判斷，必須要依據是否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

有動機去結合或修正引證，並且對於該結合或修正已經有合理成功之期待。法院

認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欠缺將 CRISPR-Cas9 用於真核細胞的合理成功之期

待，若加州大學之申請案為先前技術，不會使得Broad申請案欠缺非顯而易見性，

其理由在於，專家指出真核系統與原核系統的差異，使得 CRISPR-Cas9 在真核系

統中的應用是無法預期的，例如真核環境中細胞內環境之差異，將可能影響 Cas9
蛋白質摺疊型態，進而影響 CRISPR-Cas9 系統之妥適運作、真核系統中的核糖核

酸酶可能會切除 CRISPR-Cas9 系統中的 RNA 物質、真核系統中的雙股 RNA 可能會

干擾 CRISPR-Cas9 系統中 crRNA 與 tracrRNA 之連結、人類基因組較原核生物複雜

且有許多相似的序列重複出現，因而將產生適用CRISPR-Cas9系統之不可預測性、

加州大學之文獻中亦指出，真核細胞具有核染色質結構，因而 CRISPR-Cas9 得否

妥適針對核染色質中特定 DNA 序列將產生疑義，僅當 CRISPR-Cas9 系統嘗試應用

於真核細胞中才能回答這些疑義 261。 

                                                       
258 Id., at 1345-1348. 
259 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road Institute, Inc., 903 F.3d 1286 (Fed. Cir. 2018). 
260 Id., at 1289-1291. 
261 Id., at 1291-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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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加州大學之研究團隊亦承認 Broad 團隊將 CRISPR-Cas9 系統應用於真

核系統，是影響深遠的發現。再者，比較其餘基因編輯技術之發展，均並未提供

將 CRISPR-Cas9 用於真核細胞時，具有合理成功可能性之有用資訊，如類轉錄活

化因子核酸酶（TALEN）與鋅指核酸酶（ZFNs）技術，其本身即係源自於真核生

物之後方才應用於原核生物，與 CRISPR-Cas9 不相似，無法提供具有合理成功可

能性之資訊。另外，源於原核生物之核糖開關（riboswitch）、核酶系統（ribozyme 
system）、第二型內含子（goup II intron）等編輯技術，應用於真核生物會降低效

率或需要特殊的技術策略，專家指出僅部分的核糖開關技術成功用於真核細胞，

但其成功之策略是專為核糖開關技術所設計，並無法提供對於 CRISPR-Cas9 應用

於真核細胞中有合理成功可能性之有用資訊，因此綜合上述證據，法院認為所屬

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欠缺將 CRISPR-Cas9 用於真核細胞的合理成功之期待 262。 
本案指出，儘管加州大學之平行研究可以作為組合先前技術之動機，但先前

技術仍無法給予完成系爭發明之合理成功期待 263，換言之法院要求所屬領域具

有通常知識者必須要有動機去結合或修正引證，並且對於該結合或修正已經有合

理成功之期待，方可以認定系爭發明欠缺非顯而易見性。 
 

 Forest Laboratories, LLC v. Sigmapharm Laboratories, LLC 案 264 
系爭專利為一種用於口腔（buccal）或舌下（sublingual）服用形式之抗精神

病用藥 asenapine，而口服（oral）形式之 asenapine 以及舌下服用形式之其他藥

物已經為先前技術所揭露 265。 
上訴法院指出，發明不會僅因為發明時其所有請求項要件均被先前技術所揭

露，而喪失非顯而易見性，必須要先前技術中提供建議或動機，引導通常知識者

結合複數引證，並且亦提供合理成功之期待 266。 
在探討結合動機部分，上訴人指出多重給藥方式之好處，會提供結合動機，

但上訴法院認為，一般多重抗精神病藥物給藥之選項，並不會提供結合先前技術

中特定要素之結合動機。此外，上訴人認為，通常知識者有動機結合口腔與舌下

服用之形式，以改善病人對於口服 asenapine 有服從性以及吞嚥困難之問題，地

方法院依據專家之證言認為，口腔服用形式對於精神分裂症患者會產生更大的負

擔，蓋其必須要維持藥物在口腔內而不能吞嚥，因此無法改善患者服從性問題，

上訴法院對此認為其證據不夠精確，要求地方法院進一步調查 267。 
在探討解決長久以來的需要部分，地方法院認為系爭發明解決抗精神病藥物

使人疲憊之副作用，此副作用常使得病人不願治療，而儘管上訴人指稱系爭發明

並未提高病人服從率，但系爭發明已緩解負面副作用之問題，因此上訴法院認為

                                                       
262 Id., at 1293-1296. 
263 Id., at 1296. 
264 Forest Laboratories, LLC v. Sigmapharm Laboratories, LLC, 918 F.3d 928 (Fed. Cir. 2019). 
265 Id., at 931-934. 
266 Id., at 934. 
267 Id., at 93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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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之認定並無錯誤。另外，在探討不可預期結果方面，地方法院認為系爭

發明使用舌下服用解決了嚴重的藥物心臟毒性問題，則系爭發明令人驚訝且產生

不可預期之結果，但上訴法院認為，在先前技術中並沒有發現其他的服藥方式會

造成心臟毒性的問題，故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即不會驚訝於舌下服用不會造

成心臟毒性的問題，因此地方法院誤用不可預期結果判斷法。綜合上述，上訴法

院以地方法院未明確認定吞嚥困難以及患者服從性之問題是否提供結合引證動

機為由，推翻並發回地方法院之判決 268。 
本案上訴法院要求地方法院必須要有結合複數引證動機才能認定非顯而易

見性，且上訴法院明確指出，發明不會僅因為被先前技術所揭露所有系爭發明之

要件，而喪失非顯而易見性，必須要先前技術中對於通常知識者提供結合複數引

證建議或動機，並且亦提供合理成功之期待，方可認定系爭發明不具非顯而易見

性。 
 

 Endo Pharmaceuticals Inc. v. Actavis LLC 案 269 
系爭專利（下稱 779 專利 270）為一種製造包含低量 α,β 不飽和酮

（α,β-unsaturated Ketone）之嗎啡（morphinan-6-one）物質的方法，而該物質可

以用於緩解疼痛。其說明書中指出，一般製造嗎啡之方法通常包含氫化 α,β 不飽

和酮中間產物（ABUKs），但最終產物通常會有殘留 ABUKs 等問題，系爭專利則

揭露一種製造高純度嗎啡鹽類（hydrochloride salt of oxymorphone）之方法，其

將含硫之物質加入反應物質中，進而可以有效減少 ABUKs 之殘留至可接受的含

量（不超過 0.1%重量）271。 
本案主要有三個先前技術，其一為 Weiss，其揭露一種以氫化反應（catalytic 

hydrogenation）將 oxymorphone ABUK 轉化為 oxymorphone 之方法，而其亦指出

在水合（hydration）oxymorphone ABUK 時會產生 oxymorphone diol，但可以使用

氫溴化物（hydrochloride）來將 oxymorphone diol 轉變回 oxymorphone ABUK272。 
其二為 Chapman，其揭露一種製造包含低於 25ppm Oxycodone ABUK 之

Oxycodone 的方法，其使用氫化反應來將 Oxycodone ABUK 轉變為 Oxycodone，
而其指出 oxycodone diol 為 oxycodone ABUK 之先驅物，並且 oxycodone diol 會透

過鹽型態轉化為 Oxycodone ABUK，進而使得純化不完全，不過 Chapman 提出移

除 oxycodone diol 之方法，以防止在純化時 oxycodone diol 會轉為 Oxycodone 
ABUK273。 

其三為 Rapoport，其揭露一種使用重亞硫酸鹽添加物（bisulfite addition）來

將 oxycodone ABUK 轉為 oxycodone 之方法，且此種方法可以運用反應後產物與

                                                       
268 Id., at 936-938. 
269 Endo Pharmaceuticals Inc. v. Actavis LLC, 922 F.3d 1365 (Fed. Cir. 2019). 
270 U.S. Patent No. 8,871,779. 
271 Endo Pharmaceuticals Inc., 922 F.3d at 1367-1369. 
272 Id., at 1369-1370. 
273 Id., at 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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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ycodone ABUK 在重亞硫酸鹽中溶解度之差異，來分離 oxycodone ABUK 與

oxycodone274。 
上訴法院指出，顯而易見性之判斷，必須要依據是否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

者有動機去結合或修正引證，並且對於該結合或修正已經有合理成功之期待。本

案中所屬領域具有知識者欠缺結合 Weiss、Chapman、Rapoport 三者之合理成功

期待，首先，Weis 提供之純化 oxymorphone ABUK 的方法欠缺關鍵反應條件之數

據，亦沒有指出可以達成如系爭發明般相同純度的 oxymorphones，且 Weis 亦自

承在氫化過程中會產生較多的 oxymorphone diol，其會轉換為 oxymorphone ABUK
進而降低純化效能，而無法達成美國食藥署所要求之純度（oxymorphone ABUK
含量必須低於 10 ppm），另外儘管 Chapman 揭露去除 oxycodone diol 的方法，但

不適宜用於去除 oxymorphone diol，蓋兩物質特性與活性均非完全相同，且

Chapman 揭露之方法需要 22 小時的極長反應時間，可能會使其他物質產生氫化

反應影響純化結果，無法達成如系爭發明般的純化效率，因此 Chapman 對於 Weis
之問題沒有提供可行的解方，故通常知識者對於結合 Weis 製造 oxymorphones
的氫化反應之方法與使用 Chapman 去除 oxycodone diol 的方法，欠缺合理成功期

待 275。 
第二，Rapoport揭露使用重亞硫酸鹽添加物來移除oxycodone中雜質之方法，

但並未指出可以達成如系爭發明般相同的純度，純化後仍有約 25%的 oxycodone 
ABUK 且純化後會有大量所需物質的耗損，因此通常知識者對於應用 Rapoport 之
含硫添加物來分離 oxymorphone 中的不純物，欠缺合理成功期待 276。 

最後，美國食藥署之要求並未提供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達成如系爭發明

般相同純度的 oxymorphone 之合理期待，蓋食藥署要求 oxymorphone ABUK 含量

必須低於 10 ppm，其要求提供達成如系爭發明純化程度之 oxymorphone 的市場

誘因，但該標準僅提供一個目標，卻並沒有教導如何達成該目標，因此食藥署的

要求對於通常知識者而言，不會使得 Weiss、Chapman、Rapoport 所揭露之方法

達成食藥署所規定之目標，因此基於 Weiss、Chapman、Rapoport 三者之教示，

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並沒有完成系爭發明之合理成功期待，則系爭發明具有

非顯而易見性 277。 
本案明確指出，儘管食藥署的要求對通常知識者提供製造高純化之

oxymorphone 的結合複數引證之誘因，但引證組合欠缺完成系爭發明的合理成功

期待，因此系爭發明具有非顯而易見性，換言之，上訴法院已明確指出，所屬領

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必須要有動機去結合或修正引證，並且對於該結合或修正已經

有合理成功之期待，方可以認定系爭發明欠缺非顯而易見性。 
 

                                                       
274 Id. 
275 Id., at 1374-1376. 
276 Id., at 1376. 
277 Id., at 1376-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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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上述實務案例之研究指出，近期上訴法院依循著 KSR 案件之指引，開始應用

可預測結果測試，作為判斷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標準，且多數判決認為，使用可

預期結果測試並未完全取代結合複數引證之理由，仍要求在可預測結果外，對於

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必須有結合先前技術要件之動機，方能進而認定

系爭專利之非顯而易見性，特別是近期判決均明確指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

者必須要有動機去結合或修正引證，並且對於該結合或修正已經有合理成功之期

待，方可以認定系爭發明欠缺非顯而易見性，可認此種非顯而易見性判斷模型，

已為現行美國上訴法院在認定非顯而易見性所依循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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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美國現行審查準則 
本文如下摘要整理現行美國專利審查手冊關於非顯而易見性判斷之審查要

點及判斷基準，以進一步探討現今美國專利審查實務如何因應並實踐美國最高法

院前開判決所建構之基準，並作為比較法研究之基礎 278。 
審查準則依循 KSR 案之指引，承襲 Graham 案之判斷框架，指出首先必須決

定先前技術內容與範圍，再分析系爭發明與先前技術之差異，再解析所屬領域具

有通常知識者之通常技能的程度，最終判斷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有合理

期待依據先前技術、通常知識達成系爭發明。 
各審查架構之準則分述如下： 

一、先前技術內容與範圍 
(一) 先前技術之來源 
為了決定先前技術知內容與範圍，審查者必須先從申請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

圍等了解並解釋系爭申請之發明內容，並將申請專利範圍作最廣義的合理解釋，

進而搜尋所有包含該合理解釋可以得出之所有技術特徵的先前技術。 
此外，審查者得引用複數先前技術，來作為非顯而易見性的判斷證據，先前

技術亦不僅限於被申請案引用之參考文獻，亦可包含相關領域的通常技能。 
有審查者會將與系爭發明特徵最為相近之引證稱為首要引證（primary 

reference），而其餘相結合之引證依序稱為第二（secondary）、第三引證（tertiary）
等 279，但此一命名僅為表現上通順，不具有法律上之意義 280。 

 
(二) 得作為先前技術之要件 
為了在判斷非顯而易見性時使用適當之引證，引證與系爭發明間必須為類同

技術（analogous art），而所謂引證與系爭發明為類同技術係指，兩者關係必須符

合如下任一要件： 
其一，引證與系爭發明來自於相同技術領域，且並不限於兩者均用於解決相

同問題。 
其二，引證與系爭發明儘管來自不同技術領域，但引證對於發明者所面臨的

問題是合理、適切、相關的引用文獻。而所稱合理、適切、相關（reasonably pertinent）
之引用文獻係指，邏輯上當發明人考慮所面臨之問題時，該文獻會吸引發明人注

意者 281；此一判斷上應考慮系爭發明在說明書中，明示或暗示其所面臨之問題，

亦可包含審查者對於問題之解釋，而審查者應解釋為何發明人在解決該問題時，

會參考該引證文件以尋找解決問題之方法，亦即論證為何該引證對於該問題而言

                                                       
278 如下均整理自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Ninth Edition, Revision 08.2017, 
Last Revised January 2018, Chapter 2141-2145, Pp 2100-194—2100-266. 除有其他來源外，為求版

面整潔，將不另加註。 
279 Ex parte Kim, Appeal No. 2011-012867, 5-7 (P.T.A.B. 2013). 
280 In re Mouttet, 686 F.3d 1322, 1333 (Fed. Cir. 2012). 
281 In re ICON Health and Fitness, Inc., 496 F.3d 1374, 1379-1380 (Fed. Ci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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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適當的事實上理由。 
(三) 先前技術之分析與解釋 
審查者應注意在解釋先前技術之內容時，應以發明申請當下作為判斷基準，

以避免產生不被容許的後見之明。 
 
二、分析系爭發明先前技術之差異 

在進行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間之技術比對時，應注意在解釋系爭申請專利範

圍時，不應侷限於申請專利範圍內之文字，而是以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在

說明書之指引下，所能得到對於申請專利範圍最廣的合理詮釋 282。 
此外，在判斷系爭申請專利範圍與先前技術之差異時，非顯而易見性要求所

重視的，並非兩者不同處的本身是否顯而易見，而是應該整體觀察系爭發明是否

顯而易見 283，舉例而言，如果某一方法專利之前兩步驟為顯而易見，但第三步

驟為非顯而易見，則整體來看該方法專利應為非顯而易見，蓋因該發明係為三步

驟之發明，既非前兩步驟所生產品之發明，亦不是合成該產品的第三步驟之發

明。 
整體觀察法之內涵可以包含：探索技術問題來源之成因與來源 284、探索物

質本身的特性 285（但發明後才被發現之特性不得用於判斷非顯而易見性）、先前

技術整體是否對於申請專利範圍有反向教示等。 
 

三、解析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通常技能的程度 
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乃係一虛擬人，其被假設已了解發明當時的重要技

術，並有能力了解應用於相關技術之科學、工程學之原理，而通常技能（ordinary 
skill）的程度的判斷要素為：該領域內所遭遇問題之類型、先前技術對於技術問

題之解決方法、該領域創新之快慢、科技之複雜程度、該領域內活躍的人員之教

育程度，而在個別案件中，並非所有要件均需一一檢驗，且其中部分要件可能具

有判斷上優勢 286。 
此外，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並非機械人，其具有一般的創意，並且可以

如拼圖般拼湊複數引證之教示，審查者必須考量通常知識者所為之邏輯上的推斷，

以及所具有的創意性步驟 287。審查者在判斷通常知識之程度時，亦應注意保持

客觀，其並非審查者、法官、發明人、領域中的天才。 
值得注意的是，不得作為先前技術的文件，仍可以作為發明時所屬領域具有

通常知識者之判斷依據，如晚於申請日之文件，或用未被廣泛傳知的文件。 
而如果先前技術本身中已經記載了通常技能之程度，法院則不需要額外特定

                                                       
282 In re Am. Acad. of Sci. Tech. Ctr., 367 F.3d 1359, 1364 (Fed. Cir. 2004). 
283 In re Hirao, 535 F.2d 67, 69 (C.C.P.A. 1976). 
284 In re Sponnoble, 405 F.2d 578, 585 (C.C.P.A. 1969). 
285 In re Antonie, 559 F.2d 618, 620 (C.C.P.A. 1977). 
286 In re GPAC, 57 F.3d 1573, 1579 (Fed. Cir. 1995). 
287 KSR Int'l Co., 550 U.S. at 41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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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技能之程度，蓋先前技術本身已經反映了合適的程度。 
四、判斷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有合理期待依據先前技術、通常知識達成

系爭發明 
(一) 顯而易見之初始印象（prima facie obviousness） 
顯而易見之初始印象為一種審查用的工具，其分配何人對於程序的續行具有

舉證責任，審查者最初負有提出建構顯而易見初始印象的結論之事證的舉證責任，

如果審查者不足以建構初始印象，則申請者即沒有義務提出支持非顯而易性的其

他證據；然而若審查者已建構出初始印象，則程序續行之舉證責任將轉課予申請

者方，申請者必須提供額外發明具有非顯而易見性之證據或主張，如不可預期的

改良等。 
 

(二) 欠缺非顯而易見性之理由 
審查者應注意以下所示之欠缺非顯而易見性之基本原則，均不應該被視為教

條、真理，而仍應被加以詮釋並應用於手邊的事實中，單純描述性地指出原則（如

相等技藝、結構相似性等），而並未指出可應用於本案事實之詮釋者，將不足以

建立顯而易見之初始印象，最高法院亦在 KSR 案中指明，顯而易見性之判斷步驟

應具有彈性，且必須有充分的說理。 
1. 欠缺非顯而易見性理由之來源 

判斷非顯而易見性之理由可以來自於引證中明示或暗示所揭露事實、領域中

的通常知識、科學原理原則、判決先例等，說明如下： 
(1). 暗示揭露 

考量引證所揭露之內容時，除應考慮引證的特殊教示外，亦可包含所屬領域

具有通常知識者從圖說等中，可以合理預期之論斷。 
(2). 領域中的通常知識 

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審查者可以使用不具書面之事實證據或通常知識

（common knowledge）作為拒絕非顯而易見性之理由，但其適用上必須十分謹

慎，不得在欠缺書面證據情況下，僅以通常知識作為核駁申請之理由 288。 
原則上欠缺書面證據以支持審查者結論之情形，僅在特定情況中可以被允許，

如審查者應用的事實，必須是領域中毫無疑問的被認定為是廣為人知之知識，或

一般常識；若該事實並非立即毫無疑問地被認為是廣為人知者，不宜在欠缺書面

引證下以之核駁申請，例如特定領域的秘傳技術或特殊技能，則必須被適當的引

證文件所支持。 
此外，在合適的情形下，使發明更快速、更便宜、更優良、更強壯之渴望不

需要特別書面證據之支持。再者，審查者可以在不具有書面證據下，合理斷言特

定請求項之限制條件是陳舊的、或為眾所皆知的權宜之計，但其應用僅限用於填

補審查者所提出之，核駁理由與具體證據間所可能存在之落差（fill in the gaps）。 

                                                       
288 In re Zurko, 258 F.3d 1379, 1385 (Fed. Cir. 20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9

86 
 

如果審查者使用欠缺書面之通常知識來核駁申請案，該核駁決定的理由所依

據之技術輪廓（technical line）必須要清楚且正確，亦即該原則之論理必須確實

地被提出，審查者必須提供科學或技術原則上之精確、合理的事實上證據，來證

實該通常知識之結論。 
申請人可以說明為何該事實並非領域中的週知知識或一般常識，用以指出審

查者之錯誤，如果申請人充分推翻審查者之論證，則審查者必須提出書面證據以

維持核駁之結論，如果審查者要應用個人知識來支持領域中的已知知識，審查者

必須提出包含事實陳述與解釋的宣誓書或宣言來支持其說明。 
(3). 科學理論 

審查者可以應用邏輯或合理的科學原則，作為判斷不具非顯而易見性之理由，

但審查者必須舉證該科學原理存在與其意義之證據。 
(4). 判決先例 

當判決先例中的各項事實與系爭申請具有足夠的相似性時，判決先例方可以

作為支持不具非顯而易見性理由，而如果申請人已經提供關鍵性的特別限制條件，

則不宜僅以此理由作為不具進步性之理由。 
 

2. 欠缺非顯而易見性之法律上判斷 
審查準則中列舉數種，申請案可能不具備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分別介紹如

下： 
(1). 符合 KSR 案後審查準則所建構之七種基本原則 

最高法院在 KSR 案中，提供了數個符合於 Graham 案判斷步驟之基本原則，

審查準則依循 KSR 案之原則形塑出顯而易見之初始特徵的實例，用以輔助判斷是

否顯而易見之結論，分別為：利用已知方法結合先前技術，並獲得可預期之結果、

用其他要件來簡單取代一個要件，而獲得可預期之結果、使用已知技術以相同方

法去改良相似機械（方法、產品）、應用已知技術改善已經準備好改善之已知裝

置（方法、產品），且獲得可預期結果、具有嘗試顯著性、在一個研究領域的習

知結果，經過設計誘因或其他市場力量的刺激，可能催生出適用於相同或不同研

究領域之變化，而該變化可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所預期、先前技術有教示、

建議、動機，將已經指引通常技術者，去修正先前技術或結合先前技術之教示，

進而達成系爭發明，詳細內容請參見本文同項第二款所述。 
(2). 有修正引證之動機或教示 

當有教示、建議、動機去修正引證以完成系爭發明，且其結果可以被所屬領

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所預期者，則該發明可能是顯而易見，而如果數個引證中已揭

露系爭發明所有要件，但沒有客觀理由證明有結合所有引證教示者，將不足以建

立顯而易見的初始印象。 
修正或結合先前技術之建議與教示，不必定需要明示於引證中，可以源於先

前技術中的明示或暗示，或源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通常可得之知識、已確

立的科學原則、判決先例等。當先前技術的結合會產生優勢或可預期有益結果，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9

87 
 

此為最具有說服力之結合理由，判例指出當改良並非基於技術本身，且結合引證

產生令人滿意的結果，例如更便宜、更乾淨、更快、更輕、更小、更耐用、更有

效率等，因透過改良產品或方法以增加商業機會的需求，是眾所皆知之一般常識，

故法院認為此類型縱然先前技術中並沒有教示之暗示，仍然可以被認為存在有結

合複數引證之動機 289。 
先前技術中結合或修正引證之理由或達成之優勢、結果，並不需要與申請人

所揭露的一致，結合動機之問題，應源於發明人所面臨一般問題時的事件脈絡，

而非著重於發明人所解決的特定問題 290，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亦不需要在

看到先前技術中表示出完全相同的問題，才去應用該先前技術之教示 291。 
審查者在評估先前技術的教示時，縱然先前技術顯示出其他最理想的結果，

但仍非必然對於達成系爭發明之結果沒有教示，蓋先前技術可能僅係例示一種可

能性。此外，當先前技術教示間出現衝突時，審查者必須評估各引證對於所屬領

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解決系爭問題之能力，並評估引證間相互矛盾之程度，

例如一引證對於其他引證之批評，是否係本於科學原理或基於妥適的實驗基礎。

再者，應注意一引證所提供之修正建議，不能改變引證本身的原則或運作，亦不

能使引證無法達成其原始所欲達成之目的，否則將會被認為欠缺修正引證之動機

或教示，而不足以建構顯而易見的初始印象。 
(3). 具有合理成功之預期 

當系爭專利申請範圍之所有要素均已知於先前技術中，且所屬領域具有通常

知識者，可以透過已知方法來如同系爭發明般結合各個要素，無須改變其各自的

功能，並且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該結合並沒有產生超乎預期之結

果者，系爭專利申請範圍將欠缺非顯而易見性。 
如果對於系爭發明之達成有合理成功之預期者，系爭發明將會欠缺非顯而易

見性，而顯而易見性並不要求絕對的可預期性，但仍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可預測

性，而如果有證據顯示不具有合理成功之預期，其將可以作為支持非顯而易見性

結論之證據。 
此外，應注意可預測性應以發明完成時為判斷基準。 

(4). 顯而易見之技術變化 
A. 美學設計變更 

有法院見解指出，當系爭發明與先前技術之差異，並不具有機械性功能時，

則不能被視為具有可專利性的技術差異 292；然亦有上訴委員會見解指出，外型

具有重要性，蓋因其為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之不同處 293。 
B. 移除部分步驟或要件 

                                                       
289 Dystar Textilfarben GmbH & Co. Deutschland KG v. C.H. Patrick, 464 F.3d 1356, 1368 (Fed. Cir. 
2006). 
290 In re Kahn, 441 F.3d 977, 987 (Fed. Cir. 2006).  
291 Cross Med. Prods., Inc. v. Medtronic Sofamor Danek, Inc., 424 F.3d 1293, 1323 (Fed. Cir. 2005).  
292 In re Seid, 161 F.2d 229 (C.C.P.A. 1947). 
293 Ex parte Hilton, 148 USPQ 356 (Bd. App.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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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不被需要功能之要素，其要件或功能的移除仍屬顯而易見；然去除特定

之要素後，仍然能保留該要素之功能者，則是非顯而易見之指標。 
C. 人工操作之自動化 

法院認為，若自動化或機械化僅用於取代人工，並僅完成相同結果，並不足

以與先前技術做出區別 294。 
D. 改變大小、形狀，或改變添加要素之順序 

僅改變包裝之大小 295、相對尺寸 296，或是僅規模化本可規模化之先前技術
297，並不具可專利性。 

而形狀之改變若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欠缺重要性者 298，亦不

具有可專利性。 
單純反轉 299、選擇 300添加要素之順序，而欠缺新的或不可預期之結果者 301，

將會欠缺可專利性。 
E. 轉為可攜帶、可分離、可調整、可連續運作，或要素之結合 

若僅將先前技術轉變為可攜帶的，並沒有產生不可預期結果 302；或僅將先

前技術中分離之要素加以結合，沒有展現出不同於先前技術之技術認識或預期
303；或有令人滿意的任何理由，將單一元件轉為可分離的 304；或可調整技術為

領域中已知需求 305；或僅使機械可連續運作 306，均欠缺非顯而易見性。 
F. 將部分反轉、複製、重組 

僅反轉先前技術之要素 307、或單純重複複數引證之部分要素，而沒有產生

新的或不可預期之功效 308、或僅將部分要件重新組合排列、移動位置，將會是

顯而易見的設計選擇 309。然有上訴委員會指出，先前技術應提供修改先前技術

之動機或理由，以完成系爭發明，而非受惠於申請人說明書內之資訊，方足以支

持顯而易見之結論 310。 
G. 純化舊有產物 

在判斷舊有產物之純化是否是顯而易見時，應考量系爭化學化合物或組合物，

                                                       
294 In re Venner, 262 F.2d 91, 95 (C.C.P.A. 1958). 
295 In re Rose, 220 F.2d 459 (C.C.P.A. 1955). 
296 Gardner v. TEC Syst., Inc., 725 F.2d 1338 (Fed. Cir. 1984). 
297 In re Rinehart, 531 F.2d 1048 (C.C.P.A. 1976). 
298 In re Dailey, 357 F.2d 669 (C.C.P.A. 1966). 
299 Ex parte Rubin, 128 USPQ 440 (Bd. App. 1959). 
300 In re Gibson, 39 F.2d 975 (C.C.P.A. 1930). 
301 In re Burhans, 154 F.2d 690 (C.C.P.A. 1946). 
302 In re Lindberg, 194 F.2d 732 (C.C.P.A. 1952). 
303 Schenck v. Nortron Corp., 713 F.2d 782 (C.C.P.A. 1983). 
304 In re Dulberg, 289 F.2d 522 (C.C.P.A. 1961). 
305 In re Stevens, 212 F.2d 197 (C.C.P.A. 1954). 
306 In re Dilnot, 319 F.2d 188 (C.C.P.A. 1963). 
307 In re Gazda, 219 F.2d 449 (C.C.P.A. 1955). 
308 In re Harza, 274 F.2d 669 (C.C.P.A. 1960). 
309 In re Kuhle, 526 F.2d 553 (C.C.P.A. 1975). 
310 Ex parte Chicago Rawhide Mfg. Co., 223 USPQ 351, 353 (Bd. Pat. App. & Inter.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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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相同或緊密相關於先前技術舊有產物之特性，以及是否先前技術已建議系

爭申請物之特定的型態或結構，或是獲得該型態或結構之方法。 
而在物之製造方法專利類型中，如果僅加強新製程所生產物之純化程度，而

該純化之物質之功能與結構，與其他先前技術中所製成之產物並無不同者，則改

善物質純度之製程改良，並不具有可專利性 311。 
H. 結合或取代對於相同目的有相等效果之技藝 

若為了相同目的結合相等技藝，如結合兩個先前技術已指出針對特定目的有

功效之物質，形成的物質仍僅具有相同功效者 312；抑或是為了相同目的取代相

等技藝者，將具備顯而易見性的初始印象。 
應注意的是，審查者運用相等性作為核駁理由時，必須在先前技術中即可認

知到該相等性，不能係基於申請人之揭露或僅是物質在申請時之功能或機械性相

似的事實，但申請人自行對於技術認定或顯而易見的相等性之陳述，可以作為反

駁申請人主張相等性不存在的論據 313。 
I. 選擇適合於預期目的之技藝 

選擇一個已知的物質，並將其應用在合適於其原本被預期之目的，將會產生

顯而易見之初始印象，蓋從清單中選擇一個已知的物質來達成已知的需求，不過

是將最後一枚拼圖拼在缺了一角的拼圖上 314。 
(5). 顯而易見之相似與重疊的範圍、數量、比例 

若專利申請範圍重疊或落入先前技術之範圍 315，或雖未重疊但範圍非常接

近 316，或先前技術揭露出比申請案更小的範圍者 317，則將產生顯而易見性之初

始印象，且可以應用複數引證以界定該範圍，不僅限揭露於單一引證文件。 
申請人可以舉證該範圍具有重要性，如該請求項之範圍相較於先前技術而言，

可以達成新的或不可預期之結果，或先前技術具有反向教示等因素，反駁該顯而

易見之初始印象 318。 
 

五、申請人可以應用之反駁理由 
若審查者已經建立非顯而易見性的初始印象，申請者則必須要提出主張及

（或）證據來反駁初始印象，以續行審查程序，申請者所提出的反駁證據應該與

系爭請求項具有關聯性，例如對於非顯而易性具有貢獻之客觀證據，茲就可以提

出之反駁理由分述如下： 
(一) 提出輔助性考量 

                                                       
311 Purdue Pharma v. Epic Pharma, 811 F.3d 1345 (Fed. Cir. 2016). 
312 In re Kerkhoven, 626 F.2d 846, 850 (C.C.P.A. 1980). 
313 In re Ruff, 256 F.2d 590 (C.C.P.A. 1958). 
314 Sinclair & Carroll Co. v. Interchemical Corp., 325 U.S. 327, 335(1945). 
315 In re Wertheim, 541 F.2d 257 (C.C.P.A. 1976). 
316 Aitanium Metals Corp. of America v. Banner, 778 F.2d 775, 783 (Fed. Cir. 1985).  
317 In re Peterson, 315 F.3d 1325, 1330 (Fed. Cir. 2003). 
318 Iron Grip Barbell Co., Inc. v. USA Sports, Inc.,392 F.3d 1317, 1322 (Fed. Ci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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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可以提出輔助性考量之反駁證據，如商業上成功、長久存在但未滿足

之需求、他人的失敗等。而考量商業上成功時，審查時需由申請人舉證，蓋審查

者欠缺資料之來源，並注意商業成功之證據必須包含、合理相符於系爭專利申請

之物，否則不得作為非顯而易見證據。 
 

(二) 主張發明有先前技術所不具備或不可預期之特性與結果 
申請人可以提出系爭發明產生不可預期，或先前技術所不具備之特性之反駁

證據，而不可預期之結果，不需要求該物所有層面的特性均有非預期結果，僅需

該優越或不可預期特性，存在於該物中一種通常特性之證據，便足以反駁顯而易

見之初始印象，但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不需要絕對之可預測性，對所屬領域具有

通常知識者而言，有合理程度之可能性為已足 319。 
此外，單純認識到先前技術中所潛藏的自身特性，不足使發明非顯而易見 320；

而申請人單純發現一個額外的優勢，但其優勢本質上來自先前技術之建議，則該

優勢亦不會使發明具非顯而易見性 321。 
 

(三) 先前技術之不適當結合 
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重點，並非在引證間在結構上能否相互吻合，而是引證

間教示之結合，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所提供之建議 322，換言之，引證

教示之結合，與引證間特殊結構之結合能力並不相關 323，此外，所主張之結合，

不能違反引證首要的運作法則，或是使引證無法照預期的目的運作。 
申請人可以主張引證具有反向教示，或引證無法照預期的目的運作，但先前

技術僅揭露一個或少數之選項，並不代表具有反向教示，反向教示引證之揭露必

須包含批判、懷疑、或是勸阻為系爭發明之解決方法 324。 
此外，僅因商業上的成本考量而不會結合引證，並不意味著所屬領域具有通

常知識者，會因為技術上不相容而不會結合引證，例如材料價格之高昂，並不會

阻斷通常知識者探索合宜之解方 325。 
而當審查者基於引證之結合建構初始印象時，反駁個別引證不足以作為非顯

而易見性之理由。另外，僅指摘大量相結合引證的數量，並不足以反駁顯而易見

之結論，如法院曾經承認結合共 13 個引證 326作為顯而易見性之基礎。 
應注意，為了避免後見之明，審查者僅能使用發明時所屬領域具通常知識者

所有之知識，不應包含僅申請人所揭露之資訊。 

                                                       
319 PharmaStem Therapeutics, Inc. v. Viacell, Inc., 491 F.3d 1342, 1364 (Fed. Cir. 2007). 
320 In re Wiseman, 596 F.2d 1019 (C.C.P.A. 1979). 
321 Ex parte Obiaya, 227 USPQ 58, 60 (Bd. Pat. App. & Inter. 1985). 
322 In re Keller, 642 F.2d 413, 425 (C.C.P.A. 1981).  
323 In re Nievelt, 482 F.2d 965 (C.C.P.A. 1973). 
324 In re Fulton, 391 F.3d 1195, 1201 (Fed. Cir. 2004).  
325 In re Farrenkopf, 713 F.2d 714 (Fed. Cir. 1983). 
326 In re Gorman, 933 F.2d 982 (Fed. Cir.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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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非顯而易見性判斷操作範例 
本文引用美日歐三方專利局（Trilateral Patent Offices）之非顯而易見性比較

研究報告 327，進而舉出美國專利實務之案例，如下以止滑梯案 328之實例，介紹

美國非顯而易見性在實務操作上之審查論理架構： 
 

一、系爭發明 329 
系爭發明為防滑梯子裝置，申請權利範圍為一種梯子具有頂部與底部分、第

一與第二把手，且在把手的第一面上半部附著防滑膠布，該防滑膠布有黏性層與

物質層結構，並且其厚度在 1/16 到 1/4 英吋間，下圖 9 為其頂部分圖例。 

 
圖 9  止滑梯裝置圖說 330 

 
 

                                                       
327 如下案例引用自 Trilateral Patent Offices 之 Comparative Study on Hypothetical/Real Cases: 
Inventive Step/Non-obviousness (Nov. 2008)，取得來源：https://www.trilateral.net/wcm/connect/ 
trilateral/b6d4ad95-00be-446b-9cdf-25a96dda7c02/Comparative_Study_on_Cases_Inventive_Step.pd
f?MOD=AJPERES&CVID=。 
328 改作自 Comparative Study on Hypothetical/Real Cases: Inventive Step/Non-obviousness (Nov. 
2008)，Case 3，頁 27-31。以下為求版面簡潔及行文方便，除有其於來源外不另加註。 
329 本例實為美國專利申請案 Pub. No. US 2005/0029046A1「NON-SLIP LADDER APPARATUS AND 
METHOD」。 
330 修正自 US. Pub. No. US 2005/0029046A1 FIG.1. 

https://www.trilateral.net/wcm/connect/trilateral/b6d4ad95-00be-446b-9cdf-25a96dda7c02/Comparative_Study_on_Cases_Inventive_Step.pdf?MOD=AJPERES&CVID
https://www.trilateral.net/wcm/connect/trilateral/b6d4ad95-00be-446b-9cdf-25a96dda7c02/Comparative_Study_on_Cases_Inventive_Step.pdf?MOD=AJPERES&CVID
https://www.trilateral.net/wcm/connect/trilateral/b6d4ad95-00be-446b-9cdf-25a96dda7c02/Comparative_Study_on_Cases_Inventive_Step.pdf?MOD=AJPERES&C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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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前技術 
本案例中主要先前技術有二： 

(一) 梯子之負荷平衡裝置專利 331（D1） 
本先前技術係一攜帶式非自立型梯子之負荷平衡裝置，其請求項包含一種用

於梯子之負荷平衡膜，一組彈性負荷平衡膜包含二種型態，並且具有記憶功能可

以從第二型態回到第一型態，而每個彈性平衡膜具有接觸區域、固定區域、內部

孔洞、以及縱向裂縫。其中，接觸區域具有波浪狀表面，表面具有較高的靜摩擦

力，而固定區域為具有記憶性的彈性、半堅硬材質。而負荷平衡膜透過黏著劑、

雙面膠、環狀扣件等與梯子結合，下圖 10 為其部分圖例。 
該負荷平衡膜解決兩個問題，其一為當梯子與結構處之接觸點較小時，常會

造成過量集中負擔，進而造成如屋簷排水管等結構的變形；其二為當梯子放置於

鬆軟的地面上時，常會有斜向滑動之問題，因而造成使用者之危險。 
值得注意的是，本專利並沒有特別揭露負荷平衡膜的厚度。 

 
圖 10  梯子之負荷平衡裝置圖例 332 

                                                       
331 本先前技術實為美國專利 U.S. Patent No. 6,021,865「Load-dispersing device for portable 
non-free-standing ladders」。 
332 修正自 U.S. Patent No. 6,021,865 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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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3M Safety Walk™止滑材料（D2） 
此先前技術教示一種止滑材料，其為對於壓力靈敏之膠帶，用於固定結構的

基腳，而 3M 類似膠帶之材質厚度均不會超過 1/16 英寸，且其 600 系列材質通

常被用於梯子之踏板等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此先前技術已教示材質厚度均不會超過 1/16 英寸。 
 

三、非顯而易見性判斷：欠缺非顯而易見性 
審查報告指出，儘管 D1 並沒有特別教示其止滑性材料的厚度，但審查者認

為 D1 材料的厚度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僅是工程上的便宜措施，

且將 D1 之彈性材料取代為 D2 止滑材料，將會產生可預期的止滑效果，對所屬

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是顯而易見的，換言之，在階梯支架上結合高摩擦力材

質以防止滑動，僅是以可預期的方法，將舊有要素重新組合，因此對所屬領域具

有通常知識者而言是顯而易見 333。 
 

                                                       
333 Application 10/635,153, BEFORE THE 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S, at 6, 
avalible at https://portal.uspto.gov/pair/view/BrowsePdfServlet?objectId=F2XPRGV6PPOPPY5&lang= 
DINO (Last visited Apr. 2020). 

https://portal.uspto.gov/pair/view/BrowsePdfServlet?objectId=F2XPRGV6PPOPPY5&lang=DINO
https://portal.uspto.gov/pair/view/BrowsePdfServlet?objectId=F2XPRGV6PPOPPY5&lang=D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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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歐盟專利局 European Patent Office（EPO） 

第一款 問題解決法（problem-solution approach）簡介 
依據歐盟專利公約 EPC 第 56 條前段之規定：發明必須包含發明步驟，亦即

該技術狀態，對於所屬技術領域具有知識者而言，並非顯而易見。此一規定雖然

空泛，但提供歐洲專利局較廣的解釋空間，使其可以依據歐盟專利政策來調整其

認定進步性之標準，而歐盟專利局業已建立一個完整的進步性判斷步驟，即所稱

問題解決法，其被用以回答是否發明具備發明步驟，即判斷該發明對於所屬技術

領域具有知識者而言，是否為顯而易見之法律問題，茲從先前技術、所屬領域具

有通常知識者、問題解決法之內容，分別介紹如下 334： 
 

一、先前技術/技術狀態（state of the art） 
用於考慮進步性之先前技術之狀態者，其範圍相同於新穎性第 54 條第 2 項

之規定，包含於申請發明時，該領域所有可知的公眾文件，但不包含先申請未公

開之專利申請文件，此外，可以包含該領域之有關通常知識，但須注意，若其內

涵被挑戰時，需要證據證明其存在。 
先前技術必須與發明須為相同、相似之技術領域 335，或不同技術領域但解

決相同之問題 336。先前技術指出相同或相似於系爭發明之問題，是所屬領域具

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會參考該先前技術之重要考量，換言之，縱然某先前技術與系

爭發明有相似的特徵，若兩者所解決之問題並不相同，其仍不能作為判斷進步性

之先前技術 337。 
 

二、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一) 通常知識者之特性 

所稱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其被假定為有關領域中的技術實踐者，在有

關的技術領域中，其擁有平均知識、能力，了解該領域相關之所有事情，包含所

有可得之技術文件、相關通常知識，而如果問題促使通常知識者去其他領域尋找

解決方法，可以認為其為具足夠能力解決問題之該領域的專家。 
通常知識者具有實施該領域中一般實驗、慣常工作的手段與技術，並且會跟

隨技術之持續發展；如果有促進通常知識者去尋找之動機時，其被期待會往通常

                                                       
334 以下整理自 EPO,《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November 2018, Part G – Chapter VII, at 1-27，
除有額外註名出處外，為求版面整潔，不另加註。 
335 Case T 0176/84 (1985), at point 5.3.1：委員會指出，若相近的領域中欠缺有用解決問題之建議

時，通常知識者可以合理的在鄰近領域中尋求合適的對照。 
336 Case T 1479/08 (2011), at point 3.3.2-3.3.3：委員會指出，先前技術 E3 與 E6 不能被用於判斷進

步性，蓋其與發明來自不同技術領域，且解決不同之問題。 
337 Case T 0218/07 (2008), at point 3.2.2：委員會指出，先前技術 E1 並未提出先前技術所解決之問

題，縱然兩者特徵相似，亦不會促使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應用其教示，來解決系爭發明之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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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相鄰領域，或可為更遠的領域之知識以尋求建議 338。 
估計進步性時必須基於專家的知識與能力，且通常知識者可以為一組人，如

研究團隊或生產小組。 
 

(二) 通常知識者之一般知識（common general knowledge） 
通常知識可以出於不同之來源，並沒有限定於從特定文件而來，但被質疑時，

需要書面證據以證明其存在。 
單一的公開文件（如專利說明或科技期刊等）未必會被認為是一般知識，但

該文章具有廣泛的回顧與研究時，該文章可以被認為是一般知識；依據少部分製

造者之一般科技知識所生的研究結論，縱然其涉及之研究僅在科學論文中被實現，

亦可為一般知識；新穎技術領域中，相關的科學技術尚未被記載於教科書中時，

專利說明書或科學公開文件，可作為一般知識之資訊來源；教科書或專論可表現

一般知識，且針對更特定問題引註進一步指引之文章，該文章也是一般知識。 
應注意的是，資訊不會僅因其被寫入教科書而變成一般知識，而係因其已是

一般知識才被寫入教科書，換言之，此意指該知識在出版前，便已為一般知識。 
 

三、顯而易見（obviousness） 
所稱非顯而易見之判斷，不會超出一般科學的發展，僅依照先前技術清楚、

符合邏輯之指引，換言之，不包含超出通常知識者所預期之任何技術、能力。 
所申請之發明，在申請日前的知識下，對於通常知識者而言，達成其申請權

利範圍是顯而易見的話，將欠缺進步性步驟，此將透過如下之問題解決法來判

斷。 
(一) 問題解決法 
為了讓評估進步性步驟更加客觀可預期，歐洲專利局應用問題解決法，其包

含如下三個步驟： 
I. 決定最近先前技術（closest prior art）。 
II. 建立被解決的客觀技術問題（objective technical problem）。 
III. 判斷是否基於最近先前技術以及客觀技術問題，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

知識者而言，所申請之發明將已經是顯而易見。 
茲就各要件詳述如下： 

1. 決定最近先前技術 
所稱最近先前技術，係指揭露最多系爭發明特徵組合之單一引證文件，其建

構最理想的起始點（starting point），進而發展至完成系爭發明申請。 
(1). 要件 

                                                       
338 Case T 454/13 (2016), at point 2.7.2：委員會指出，先前技術 D6 至 D8 為製造半導體儀器領域

之技術，而系爭發明為生物材料之技術，而生物材料相關議題通常與半導體製造無涉，因此所屬

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當不會尋求 D6 至 D8 先前技術作為解決問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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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最接近的先前技術時，首要考慮在於該先前技術與該發明間，必須有近

似的目的或效果 339，或是至少屬於相同或接近的相關技術領域 340。而所解決之

問題不須完全相同，但必須具備讓通常知識者在面臨該問題時，可以聯想到另一

引證作為解方之相似度 341。實際上，在近似用法下，與申請發明間有最少結構

和功能差異之引證，一般可被認為是最接近之先前技術。 
如果一個相關的先前技術，即可顯示發明欠缺進步性，則毋庸再討論其是否

為「最近」先前技術，唯一重要問題為：該先前技術是否為評估進步性時合適的

起始點。 
應注意的是，申請人不能提出欠缺進步性的反證文件，而其文件為更接近的

起始點，亦即證明「非顯而易見的先前技術」，不能比證明「顯而易見先前技術」

更加接近申請發明，因為其顯示，之前的出發點並不是達成系爭發明最接近的起

始點。 
(2). 多個等值最近先前技術 

某些情形下，可能會有眾多有效的起始點，例如通常技術者有數個均可行的

解決方法之選擇，換言之，各該解決方法可能來自於，數個均可能引導至完成發

明的不同文件，則如果申請發明要具有可專利性，須所有起始點均通過問題解決

法之檢驗，亦即尊重所有可行的解決方法。 
但是應注意的是，不同起始點均須經過問題解決法之情況，僅在所有引證文

件均是相同有效的起始點時才適用，特別在異議程序中，問題解決法不是隨便用

於作為亂槍打鳥以攻擊進步性之方法。 
 
2. 建立被解決的客觀技術問題 
在此第二步驟，必須要建立客觀技術問題，亦即決定申請發明和先前技術間，

在特徵（結構或功能）上的差異（其亦被稱為申請發明之區別特徵 distinguishing 
feature），並決定產生區別特徵的技術效果，進而形成客觀技術問題。 

(1). 應用 
所稱技術問題意指，修改或調整最近先前技術之目的或效果後，使申請發明

超越先前技術的技術效果，亦被稱為客觀技術問題，換言之，客觀技術問題亦必

須為系爭發明所解決之技術問題 342，此外，僅在發明之所有權利申請範圍之技

                                                       
339 Case T 1519/08 (2011), at point 5.2.1：委員會指出，先前技術 O1 並未與系爭發明有相同之目

的，不得作為最近先前技術。 
340 Case T 0095/92 (1994), at point 1.1：委員會指出，先前技術 D2 除與系爭專利具有相同之技術

內涵外，更與系爭專利有相似之技術領域，可作為最近先前技術。 
341 Case T 0327/92 (1997), at point 3.3.2：委員會指出，不能僅因產品組成之相似性來做為最近先

前技術之標準，必須適合用於先前技術之預期用法。 
342 Case T 0258/05 (2007), at point 8-8.1：委員會指出，為了正確形成客觀技術問題，必須要評估

是否有證據顯示系爭發明為先前技術(D1)之改良，但本案缺乏此種證據，進而無從形成客觀技術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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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效果，均被展示出來，客觀技術問題才會被視為解決 343。 
技術問題之解釋非常廣泛，不必定要指出改良先前技術的技術解方，亦可以

是已知裝置或方式之其他替代方法 344，用以達成相同效果、相似效果或更加節

省成本。 
一般而言，客觀技術問題係基於客觀重要之要素來定義 345，通常從系爭專

利本身所描述，與最近先前技術相關之技術問題開始定義，而若客觀技術問題事

實上未被系爭發明所解決、或引用錯誤之技術狀態、或基於某些理由而定義錯誤

之技術問題時，則應轉為考慮其他客觀存在之技術問題 346，因而該問題可能與

申請人所考量者並不相同 347，但不應定義出假的或技術上不可能之技術問題
348。 

(2). 注意事項 1：客觀技術問題不得包含發明之技術內容 
客觀技術問題中不能包含技術解決方法的指引，因為如果問題包含發明所提

供的技術解方，通常技術者在評估問題時，將會必然對其造成技術特性的後見之

明（ex post facto view）。 
(3). 注意事項 2：客觀技術問題得包含發明之非技術內容 

A. 技術與非技術部分之區分 
申請權利範圍可以包含技術與非技術部分（亦稱綜合型態之發明 mixed-type 

invention），此種情形通常是發生在利用電腦實施之發明，非技術部分亦可能為

專利客體之主要部分，然而依 EPC 第 52 條第 1 至 3 項之規定，進步性步驟之判

斷，必須是對於技術問題的技術解方而言，具有非顯而易見性。 
當評估此種綜合型態的發明時，所有對於技術有貢獻之特徵，都將會被納入

考量；亦有一些單獨時為非技術特徵，但在該發明內，對於技術目的具有技術貢

獻者，仍屬發明之技術特徵。 
若一個特徵不論其是單獨或與其他特徵相結合時，均無法對發明技術問題之

解決作出技術貢獻的特徵者，不能作為支持進步性判斷，例如該特徵僅用以解決

非技術性問題、或解決不具可專利性之問題。 
B. 客觀技術問題不得包含發明之技術內容，但可以包含發明之非技

術內容 
客觀技術問題必須是，通常知識者在發明時被要求解決之技術上問題，其不

                                                       
343 Case T 0824/07 (2007), at point 3.4.2：委員會指出，形成之客觀技術問題，若無法包含所有系

爭發明請求項之所達成之所有結果者，將非適當之客觀技術問題。 
344 Case T 0258/05 (2007), at point 5.5：委員會指出，若無足夠的證據指出，系爭發明有優於先前

技術之內涵，則客觀技術問題係：提供一種與最近先前技術有相同特性之選擇性(alternative)或另

外一種(further)的組成。相同見解如 Case T 0079/05 (2005), at point 5.3。 
345 Case T 0039/93 (1996), at point 5.3.2. 
346 Case T 0257/98 (2002), at point 2.1.3. 
347 Case T 1621/08 (2010), at point 2.1.4：委員會指出，專利權人所提出之問題不能被定義為客觀

技術問題，蓋沒有證據顯示該發明達成該問題之解方，而應被定義為另一種選擇性應用醋酸來去

除酸性物質之方法。 
348 Case T 0257/98 (2002), at point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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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包含通常知識者，只在申請發明中所發覺之解決方法的知識，換言之，客觀技

術問題之形成，不應包含對於技術解方之指引，但此原則僅應用於，系爭客體之

特徵屬於發明之技術特徵，因其屬於技術解決方法之一部份。 
而申請權利範圍中所出現之特徵，不必然均被排除於客觀技術問題外，特別

是申請權利範圍所達成之目的係非技術性特徵，這些目的可以被用於形成客觀技

術問題之框架中，特別是作為一個必須達成之限制，換言之，形成客觀技術問題

時，可以提及不具技術貢獻之特徵，或是發明達成之非技術效果，以作為技術問

題表現之框架，例如形成對於科技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要求的詳細說明。 
上開形成客觀技術問題原則之目標，在於確保進步性之判斷上，是來自於發

明中有技術貢獻的特徵之判斷，而用以建構客觀技術問題之技術效果，應推論自

申請案並考量最近先前技術之指引。 
C. 非技術內容之技術性實施 

在申請權利範圍包含非技術方法或計畫之技術實施的案件中，特別是商業方

法或遊戲規則，修正本質上非技術方法或計畫，以投機方法轉換成技術問題，而

非以本身即屬技術之方法來表現其問題，將不被認為是對於先前技術的技術貢獻，

而此種解決方法僅屬限制的修正，僅作為通常知識者實施時對於非技術性方法的

限制條件。在此種案例，必須更進一步探討，與技術實施有關的特殊特徵之技術

優勢或效果，是否有高於非技術方法本身的效果或優勢，如為肯定者，仍至多被

視為實施之附隨效果，仍不得作為定義客觀技術問題的技術效果。 
舉例而言，在具有分散電腦系統之線上遊戲，藉由減少玩家的總上限，來減

少網路阻塞的效果，不能形成客觀技術問題的基礎，蓋其僅是改變遊戲規則的結

果，亦即該解方本身為非技術方法，則該網路阻塞減少的問題不是被技術解方所

解決，而係迂迴透過非技術性遊戲規則解方所提供，因此決定最高數量的遊戲者

之特徵，其形成之限制，僅建構出一個通常技術者必須實施的非技術方法，而仍

需評估是否申請範圍之特別的技術實施，對於通常知識者而言是顯而易見。 
(4). 注意事項 3：得重新建構客觀技術問題 

客觀技術問題有時可能非申請人申請時所指稱之問題，其問題可能需要重新

建構（reformulation），因為客觀技術問題是由客觀事實建構，特別在程序中所

揭露之先前技術，可能與發明人在申請時，所確實知道的先前技術不同，且在搜

尋報告中所引用之先前技術，可能使相較於單純閱讀申請案時，產生對於發明之

不同觀點。 
重新建構客觀技術問題，可能會使技術問題比申請人原先所預想者，顯得較

少野心，亦即沒那麼有技術飛躍性，例如原先指稱該問題是產品（過程或方法）

之改良，然而在研究後卻沒有證據指出，專利客體上有超越先前技術之改良，或

是證據顯示僅有隱約的改良，而在此情況下，客觀技術問題將被重新建構，轉為

另一種替代的產品（方法或步驟）之樣態。 
重新建構技術問題的允許範圍，必須要視個案來判斷，只要是來自於申請案

發明所提供的任何效果，均可以用以重新建構客觀技術問題，而申請過程中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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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的效果亦可使用，只要通常知識者會被技術問題所暗示或建議，因而會認知

道這些效果者。 
(5). 注意事項 4：可以為數個部分問題之組合 

客觀技術問題可以為多數部分問題（partial problems）之組合，當並沒有一

個技術效果被所有特徵之組合所完成，而是有複數個部分問題，被各個獨立不同

的特徵所各自解決。 
例如 T 0389/86 案例中，其專利申請案技術涉及一種熱交換裝置，該技術有

兩個部分問題，其一為水箱與管盤之連結，其二為水管與管盤之連結，因此該發

明為具有兩個技術特徵組合，用於解決各該部分問題，而這兩個特徵，並沒有相

互影響去達成結合之技術效果，且沒有超過其各自獨立時的技術效果之總和，亦

即僅是單純之組合。儘管上訴人指出，上述兩個問題具有一個共通的概念，亦即

申請人決定使用塑膠管盤，然而事實上兩個特徵未相互作用以解決兩個部分問題，

在此種情形下，沒有結合效果來支持進步性，但仍必須判斷是否任一特徵分別是

顯而易見，換言之，申請發明是否具進步性，須視任一部分問題是否具有進步性
349。 

 
3. 判斷是否基於最近先前技術以及客觀技術問題，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

常知識者而言，申請發明將已經是顯而易見 
在第三步驟必須要判斷的是，基於前案整體教示下，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

知識者而言，面對此客觀技術問題時將會（would）而非單純能（not simply could），
已經促使其修改最接近先前技術，達成申請專利範圍之所有的要素，進而做出與

申請發明相同的發明。 
換句話說，此處重要點並非在通常知識者「可以 could」運用或修改最近先

前技術來達成發明，而是其是否因為先前技術之指引「已經做出 would have done」
該發明，用以解決客觀技術問題或預期產生一些改良或優勢 350。 

當發明有許多步驟以完成技術問題的解決方法，如果被解決之技術問題引導

通常技術者去一步步達成解方，且任一步驟在先前技術之引導下均屬顯而易見，

且剩下的工作也被解決時，發明將被視為顯而易見。 
 

                                                       
349 Case T 0389/86 (1987), at point 4.2-4.3. 
350 Case T 2/83 (1984), at poin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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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問題解決法之應用：組合型態專利（mixed-type invention） 
誠如前述，當申請權利範圍係為達成非技術領域之目標時，此目標可以合理

的用以形成客觀技術問題，作為解決問題的框架，特別是必須符合之限制，應用

問題解決法三步驟之大綱如下： 
步驟1. 透過發明所達成的技術效果，來定義對於發明中對技術性質有貢獻  

    的特徵。 
步驟2. 針對前開發明中對技術性質有貢獻之特徵，來選擇合適的起始點先 

    前技術。 
步驟3. 決定發明與最近先前技術之不同後，以申請權利範圍整體脈絡觀之， 

    區別出有技術貢獻特徵的與沒有技術貢獻特徵者，進而決定具有技 
    術效果之不同。 
I. 如果沒有任何不同（連非技術性不同都欠缺）者，將欠缺新穎性。 
II. 如果兩者之不同欠缺技術貢獻，將欠缺進步性。（理由為如果對於先

前技術欠缺技術性貢獻，系爭客體將不能被認定有進步性） 
III. 如果兩者之不同具有技術貢獻，則： 

i. 透過該特徵所達成之客觀效果，來建立客觀技術問題，此外，如

果不同處包含不具技術貢獻之特徵，這些特徵或任何發明所達成

的非技術效果，可被用以作為客觀技術問題中，通常知識者被假

定之部分，特別是作為必須達成限制。 
ii. 如果該客觀技術問題之技術解方，對通常知識者而言是顯而易見

者，將欠缺進步性。 
舉例而言，某技術為一種用於在移動裝置上促進消費的方法，其方法依序為，

由使用者選擇所欲購買的兩個以上之產品→移動裝置將所選產品資訊及手機位

置傳回系統主機→系統主機從小販資料庫中，尋找有販賣至少一項產品之小販→

系統主機藉由小販以及移動裝置位置，來決定一個最適當購買該商品的購物路徑，

透過存取先前儲存在快取之記憶體中資訊，產生符合該要求之理想路徑→系統主

機傳送該理想路徑到使用者行動裝置上，並顯示之。其應用問題解決法之步驟分

析如下： 
步驟1. 粗略觀察其有技術特性之特徵，為一種分散式系統，包含連接系統

主機之行動裝置，而其主機有快取記憶體並且連接資料庫。 
步驟2. D1 揭露一個在移動裝置上促進消費的方法，其方法包含當消費者選

擇單一產品，而系統會從資料庫中，決定最接近使用者位置且販賣

該產品的小販，並且回傳該資訊到使用者手機中，此被選為最近先

前技術。 
步驟3. 系爭發明與 D1 之不同處 

I. 消費者可選擇兩個以上之產品，而 D1 僅能選擇一個 
II. 提供消費者購買兩個以上產品的理想購物路徑 
III. 系統決定的理想消費路徑，是透過存取先前儲存在快取之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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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生符合該要求之理想路徑 
I 與 II 之不同處僅表現出基本商業原則的修正，蓋其僅定義出，

產生銷售該等產品之店家清單，並沒有任何技術目的，因而該不同

處中無法找出技術效果，因此這些特徵沒有超越 D1 之技術貢獻；另

一方面，III 有一個技術貢獻，亦即實施 I 與 II，並且具有快速決定消

費路徑的技術效果，其透過存取先前儲存在快取之記憶體中資訊，

產生符合該要求之理想路徑。 
步驟3(c). 客觀技術問題是由在科技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觀點所形成，該

人不會被認為了解商業專業知識，故在本案通常知識者應該是資訊

領域專家，且僅具有商業相關特徵之 I 和 II 的知識，用以形成所欲

解決技術問題之部分，則客觀技術問題即為「如何修正 D1 之方法，

來以技術高效率的方法實施 I 與 II 非技術性不同處之商業概念，而

I 與 II 為必須達到的限制」。 
步驟4. 顯而易見性 

基於 I 的要求，改寫 D1 所使用之行動裝置，使其能夠選擇兩

個以上產品而非一個產品，對於通常知識者而言不過是慣常作業。

而 II 所指出之要求，亦即決定最佳購物路線，類比於 D1 中系統決

定最近的小販而言，亦屬顯而易見。由於客觀技術問題進一步要求

效率的實施技術，通常知識者將會已經尋找對於決定最佳路徑，以

完成最有效率之技術性實施；而 D2 揭露決定旅遊規畫系統，用以

決定旅遊計畫，其列出旅遊景點，並揭露系統進入存取儲存有前開

要求資訊的快取記憶體，則通常知識者會考慮 D2 的教示，以修正

D1 之主機系統，並且如 D2 所建議之使用快取記憶體，用以提供技

術上效率地實施決定最佳之購物路徑，亦即不同處 III 之技術特徵，

因此本案發明欠缺進步性。 
此例之重點在於，此例展現 T 641/00（COMVIK）案例所示方法之典型運用，

在步驟 3 時詳細分析技術效果，觀察系爭發明與最近先前技術，在具有技術貢獻

之特徵上之不同處，在此步驟中，更精緻化最初步驟 1 之判斷，將存取快取記憶

體以實現決定旅程步驟之結果，定義為技術性特徵。應注意的是，在此案件中，

步驟 1 不需要太詳盡的論理，而在步驟 3（c），對於商業概念之非技術性修正，

被當作給予通常技術者所必須達成之限制，不論是否該商業概念具有創新性，均

與進步性之判斷無涉，蓋進步性判斷必須是本於其概念的技術性實施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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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問題解決法之應用：結合複數引證（combining pieces of prior art） 
在適用問題解決法時，可允許用一個或多個引證、引證之部分或是其他種類

之先前技術，如包含公眾已使用或未明文之一般技術知識，與最近先前技術組合，

而應注意的是，縱然將多個引證與最近先前技術結合，發明為結合而成之特徵，

亦有可能是進步性的表徵，例如系爭發明並非單純特徵的集合。 
在某些案件中，系爭發明可能是多個獨立部分問題的解決方法，在此情形下，

每個部分問題均需要被分別判斷是否結合的特徵解決該部分問題，進而判斷是否

在先前技術之指引下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不同引證可以為了各個部份問題與最近

先前技術結合，而系爭申請專利範圍客體要有進步性，必須要任一個結合的特徵

具有進步性。 
(1). 結合（combination）、並列（juxtaposition）或集合（aggregation） 

發明之申請權利範圍必須要整體觀之，當權利範圍包含特徵之結合，則不能

主張其結合中個別特徵各自是已知或顯而易見，因而整個權利申請範圍之客體是

顯而易見。然而，當申請權利範圍僅是特徵的並列或集合，而非真正之結合時，

倘若特徵各別為顯而易見，將足以證明特徵之集合不具進步性。一群技術性特徵

如果要被視為是特徵之結合，特徵彼此間必須有功能性連結，以達成結合之技術

性效果，而其效果不同於各別特徵技術效果之總和，例如比起各別技術效果之組

合更加優異，換言之，各自特徵的交互作用必須產生相乘效果（synergistic effect），
如果沒有加乘效果則僅是單純的特徵的集合。 

舉例而言，各別電晶體的技術效果係作為基本的電子開關，然而多個電晶體

交互連結將產生加乘效果，即形成微處理器之技術效果，此結合在資料的傳輸之

技術效果上，超越其各自技術效果之總和。 
另外，依據 T 9/81 案例，各自具有療效的已知物質組合，其各自物質物理

上是可分的，不過將此等物質同時、分別、接續使用，將產生全新且不可期待之

共伴療效（joint therapeutic effect），則其療效是無法在物質各自獨立下獲得的，

將產生加乘效果。 
(2). 結合複數引證之考量 

在判斷兩個或以上分別引證之結合，是否具有顯而易見性與否時，審查者必

須要注意以下考量： 
A. 是否引證揭露之內容 351，會促使通常知識者，當面臨發明所解決

之問題時，去結合複數引證，或有動機修正引證 352，此外，如果

對於兩個引證整體而言，引證間所揭露之有關於發明的重要特徵

                                                       
351 Case T 0414/98 (1999), at point 6.1：委員會指出，進步性不僅要求判斷，是否通常知識者可以

從最近先前技術來達成系爭發明，以及先前技術是否提供足夠的知識讓通常知識者完成系爭發明

請求項之解方，更要指出在先前技術中，通常知識者可以找到提示與線索(hints and clues)，促使

其修正最近先前技術，來達成系爭發明所被預期完成之解方。 
352 Case T 1519/08 (2011), at point 5.3.1：委員會指出，先前技術 O4 並沒有提供通常知識者誘因，

去修正流體儀器之幾何形狀，例如指出修正為平面結構所帶來的好處，因此通常知識者顯然無法

從 O4 之教示來完成系爭發明，除非是受到後見之明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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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不相容，因而被認為事實上無法無困難的結合，其引證之結

合不能被當然視為顯而易見。 
B. 是否引證來自相似、鄰近或遙遠的技術領域。 
C. 當有合理的根據指出通常技術者會相互連結各個部分時，相同引

證中之兩個或以上部分的結合是顯而易見的；通常引證文件與已

知的教科書或字典的結合是顯而易見的；一般而言，當兩文件之

其一包含明確且正確的另一引證之指引，如兩引證被認為是不可

分割，則兩文件之結合將會是顯而易見的；有少數特殊的案例指

出，結合一個或以上的引證文件與領域中通常知識的結合是顯而

易見；可允許文件與不同用法之公開先前技術項目之結合，例如

使用、相似考量之應用等。 
應注意，不論是暗示性的提示或是可推論出之動機，均足以展現通常知識者

可以結合先前技術之要素。 
 

(二) 輔助性考量（secondary indicators） 
輔助性考量之內容可包含如可預期的缺點、不具功能性的修正、恣意的選擇、

不可預期的技術效果或附加效果、長久需要、商業上成功等因素，其能加強進步

性判斷之可信度，但不得取代進步性的客觀技術分析 353。而輔助性考量之證據

必須與技術特徵有關，且有時具有較高的證明標準。 
1. 可預期的缺點、不具功能性的修正、恣意的選擇（ predictable 

disadvantage, non-functional modification, arbitrary choice） 
如果發明是對於最近先前技術可預測缺點的修正，而其修正可以為通常知識

者所清楚預知與評估，且可預測的缺點修正並不伴隨著不可預期的技術優點，則

該發明不具進步性，換言之，僅僅是先前技術之可預測壞處的改善，並不會具有

進步性，但如果其壞處之改善伴隨者不可預期的技術優勢，則將可能具備進步

性。 
將相似的想法應用於個案之上，而該發明僅是對先前技術儀器所 為恣意不

具功能性修正之結果，或是僅是從一群可能的解決方法中，為恣意之選擇者，將

不會具有進步性。 
 
2. 不可預期的技術效果/附加效果（unexpected technical effect, bonus 

effect） 
無法預期之技術效果將可視為進步性之指標，然而其必須是源於所系爭申請

專利範圍之客體本身，而非僅僅是在說明書中所描述的額外特徵，詳言之，不可

                                                       
353 Case T 1397/07 (2010), at point 7.8.3：委員會指出，僅存在商業上成功不能被視為具有進步性

之表徵，此種輔助性考量不能取代透過問題解決法所為的進步性評估。輔助性考量僅具有輔助性

地位，僅用於先前技術的客觀評估無法提供清楚的輪廓時，輔助進步性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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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之效果必須是基於發明所建構之特徵，並相符於申請權利範圍之已知特徵，

且不可以是先前技術中已經表現的特徵。 
然而，如果在考量先前技術狀態下，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若

達成申請權利範圍中的要件已經顯而易知，例如缺少選擇而導致單行道（one-way 
street）之情形，而該無法預期之技術效果僅為一附加效果（bonus effect），將不

會使該發明具有進步性；相反的，如果通常知識者必須從眾多可能性中去選擇，

則其非單行道情形，且不可預期之效果非常可能表彰進步性。 
不可預期的特性或效果必須要精準地被描述，模糊的用語，例如該新物質具

有非常好的藥物特性，不能作為支持進步性的表徵，但產品或方法不必定要優於

已知產品或方法，僅需其特性或效果非可預見為即足。 
 
3. 長久需要（long-felt need）、商業上成功（commercial success） 
若一發明解決一技術領域中之工作者長期所欲解決之技術問題，或是實現了

其長期的需求，則其可被視為具進步性之指標。 
單純之商業上成功不被視為具進步性之指標，但若是立即的商業上成功之證

據與長久之需求結合，其關聯性將提供審查委員確信該成功是源自該發明之技術

特徵，而非受其它因素影響之證明，例如銷售技巧或廣告。 
 

(三) 事後分析/後見之明分析（"ex post facto" analysis） 
在第一眼看顯而易見的發明，可能具有進步性，當一個新的想法已經形成後，

其達成之方法通常將會顯得理所當然，例如發明僅係源於一些已知的東西，或透

過一系列表面上簡單的步驟即可達成，審查者必須注意此種事後的分析，特別是

當審查者結合搜尋報告中的文件時，審查者必須時時注意，其所搜尋出的引證文

件，必然受到所請發明要件之組成之先見之明影響。 
在所有案件中，審查者均必須試著去回到申請人貢獻前，通常知識者所面臨

的之技術狀態，其必須要給予所有有關因素實際上的評價，且必須考量所有已知

發明之背景因素，並對於重要爭論或申請人提出之證據，給予公允之評價，舉例

而言，如果發明展現出重要的技術價值，特別是如果有全新與令人驚訝之技術優

勢，且不是單純達成附加效果的單行道情形，並且其技術優勢與申請權利範圍所

定義之發明中一個或以上之特徵，具有可信服的關聯，則審查者拒絕該申請權利

範圍之進步性時，必須要再三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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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進步性判斷操作範例 
本文引用美日歐三方專利局之進步性比較研究報告 354，以介紹歐盟專利實

務之案例，如下仍以止滑梯案 355之實例，介紹歐盟進步性在實務操作上之審查

論理架構，期透過相同案例來比較美歐在判斷進步性上論理之差異： 
 

一、系爭發明與先前技術 
請詳見本節第一項第四款之介紹，茲不贅述。 
 

二、進步性判斷：欠缺進步性 
首先，D1 先前技術可被認定為系爭發明之最近先前技術，其技術特徵在於：

一個梯子具有上下兩部分之扶手，並有第一以及第二扶手，而扶手之第一面係會

倚靠如屋簷排水溝等結構；梯子結構包含附著於扶手的防滑要素，其防滑要素具

有一個黏性層。 
第二，系爭發明與 D1 之技術差異在於：其一，防滑要素是防滑膠帶。其二，

所稱防滑膠帶之厚度位在約 1/16 到 1/4 英吋間，因此，系爭發明所解決之問題

為：增加梯子的穩定性。 
第三，D1 對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使用防滑膠帶有給予提示，即其描述

一種具有高度靜摩擦力之表面的彈性材質，且指出添加物的意義包含一種適當的

黏著劑與通常的雙面黏性膠帶，因此，將防滑物質取代為防滑膠帶之技術特徵，

不過是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依不同情況下在多數解方中簡單的選擇之一，

特別是在考量到 D2 之教示後，系爭發明在問題的解決上欠缺具有創意的技術。 
此外，防滑膠帶之厚度位在約 1/16 到 1/4 英吋間之特徵，不過是所屬領域

具有通常知識者，依不同情況下所為之多數簡單選擇之一，在問題的解決上欠缺

具有創意的技術，易言之，選擇適當的防滑膠帶厚度，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

識者而言不過是日常工作。 
因此，系爭發明不具有進步性。 

                                                       
354 如下案例引用自 Trilateral Patent Offices 之 Comparative Study on Hypothetical/Real Cases: 
Inventive Step/Non-obviousness (Nov. 2008)，取得來源：https://www.trilateral.net/wcm/connect/ 
trilateral/b6d4ad95-00be-446b-9cdf-25a96dda7c02/Comparative_Study_on_Cases_Inventive_Step.pd
f?MOD=AJPERES&CVID=。 
355 改作自 Comparative Study on Hypothetical/Real Cases: Inventive Step/Non-obviousness (Nov. 
2008)，Case 3，頁 27-31。以下為求版面簡潔及行文方便，除有其於來源外不另加註。 

https://www.trilateral.net/wcm/connect/trilateral/b6d4ad95-00be-446b-9cdf-25a96dda7c02/Comparative_Study_on_Cases_Inventive_Step.pdf?MOD=AJPERES&CVID
https://www.trilateral.net/wcm/connect/trilateral/b6d4ad95-00be-446b-9cdf-25a96dda7c02/Comparative_Study_on_Cases_Inventive_Step.pdf?MOD=AJPERES&CVID
https://www.trilateral.net/wcm/connect/trilateral/b6d4ad95-00be-446b-9cdf-25a96dda7c02/Comparative_Study_on_Cases_Inventive_Step.pdf?MOD=AJPERES&C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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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台灣 

第一款 專利審查基準之架構 356 
依我國專利法第22條的2項之規定，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先前技術雖有差異，

但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則該發

明不具進步性。 
我國專利行政審查實務上，進步性判斷之步驟，基本上承襲 Graham 案之架

構，並更加細分採取如下五步驟判斷法： 
步驟 1：確定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範圍； 
步驟 2：確定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 
步驟 3：確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步驟 4：確認該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間的差異； 
步驟 5：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 

之內容及申請時之通常知識，是否能輕易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 
應注意審查準則強調，審查進步性時，應以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整體（as a 

whole）為對象，不得僅針對個別或部分技術特徵，亦不得僅針對發明與相關先

前技術之間的差異本身，判斷該發明是否能被輕易完成。 
此外，進步性之審查，應依據所檢索之引證文件中揭露的相關先前技術，判

斷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能被輕易完成，若無法引用所檢索之引證文件，而必須引

用申請專利之發明的說明書所引述之相關先前技術予以核駁時，應敘明具體之理

由。認定申請專利之發明不具進步性時，原則上應檢附相關先前技術之引證文件，

惟若該技術係一般知識時，得無須檢附引證文件，但應於審查意見通知及核駁審

定書中充分敘明理由。 
本文進一步依序摘要各步驟之審查實務重點如下： 
一、確定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範圍 
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範圍，係指請求項之文字所界定的範圍，該範圍以請求項

為準。為了確定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範圍，於解釋請求項時，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

但不得將說明書或圖式有揭露但請求項未記載之內容引入請求項。 
 

二、確定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 
確定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係以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基於申請時之通常知識，理解相關先前技術中所揭露的整體內容，包括所有的

教示或建議。 
(一) 先前技術之來源 
該先前技術不包含在申請日及申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技術，亦不包含申請在

                                                       
356 以下整理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彙編》，2017 年版（7 月），頁 2-3-14 – 2-3-27，
除有額外註名出處外，為求版面整潔，不另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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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而在申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發明或新型專利先申請案。 
(二) 相關先前技術 
審查進步性之先前技術應為相關先前技術，其通常與申請專利之發明屬相同

或相關之技術領域，但若不相同或不相關之技術領域中之先前技術與該發明具有

共通的技術特徵時，則該先前技術亦屬相關先前技術。 
 

三、確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審查進步性時，必須客觀地認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

術水準。 
(一) 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特性 
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係一虛擬之人，指具有申請時該發

明所屬技術領域之一般知識（general knowledge）及普通技能（ordinary skill）之

人，且能理解、利用申請時之先前技術。 
一般情況下，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係一個人，惟若考量該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具體事實，確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係一

群人較為適當時，亦可為一群人。 
(二) 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其通常知識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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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執行例行工作、實驗的普通能力。一般知識及普通技能，簡稱「通常知識」。 
若所欲解決之問題能促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其他技

術領域中尋求解決問題的技術手段，則其亦具有該其他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 
(三) 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 
於確定該技術水準時，可考量下列因素： 

1. 該技術（a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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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之複雜度 
5. 該領域（field）實務從事者之教育水準。 

於個案中，上述每一因素未必皆存在，可能一或多個因素即具有決定性。 
若由相關先前技術之內容即足以反映或認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則可逕行確定該技術水準，無須另外考量上述因素。 
 

四、確認該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間的差異 
在 2017 年版（5 月）時，就比較先前技術與發明之差異步驟上，並無特別

之要求，亦即由相關先前技術中選出適合作為進步性判斷之論理的引證，並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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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與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技術內容進行差異比對 357。 
在 2017 年版（7 月）修正後，採取主要引證與次要引證之制度，由相關先

前技術中選出適合作為進步性判斷之論理的引證，並由其中選定一個引證與申請

專利之發明的技術內容進行差異比對，該作為比對基礎之單一引證，稱為「主要

引證」，其餘作為論理之引證稱為「其他引證」。此外，不得將二個以上引證予以

組合後作為「主要引證」。 
 

五、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

及申請時之通常知識，是否能輕易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 
於確認該發明與主要引證所揭露之內容間的差異後，審查準則羅列否定進步

性之因素（如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簡單變更、單純拼湊），以及肯定進度性之

因素（如反向教示、有利功效、輔助性判斷因素），接著參酌相關引證及申請時

之通常知識，先判斷有無否定進步性之因素，如無則該發明具有進步性；如有否

定進步性之因素時，進一步考量是否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綜合考量「否定進步

性之因素」及「肯定進步性之因素」後，若無法建立不具進步性之論理，得判斷

該發明具有進步性，若能建立不具進步性之論理，得判斷該發明不具進步性，詳

見下圖 11。 

圖 11  是否能建立不具進步性論理之考量因素 358 

(一) 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 
審查進步性時，通常會涉及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結合，應考量該發明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例如主要引

證之技術內容 A 與其他引證之技術內容 B）而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例如技術

內容 A+B），若有動機能結合，則可判斷具有否定進步性之因素。 
判斷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之

                                                       
35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彙編》，2017 年版(5 月)，頁 2-3-17。 
358 參考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彙編》，2017 年版(7 月)，頁 2-3-18 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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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內容時，應考量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關連性或共通性，而非考量引證之技

術內容與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技術內容之關連性或共通性，以避免後見之明。 
原則上，得綜合考量「技術領域之關連性」、「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功

能或作用之共通性」及「教示或建議」等事項。一般而言，存在愈多前述事項，

愈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而特殊情況下，亦可能僅存在一個有力事

項，即可認定其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 
1. 技術領域之關連性 

技術領域之關連性，係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技術領域是否相同或相關予

以判斷。判斷某一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技術領域，得就應用該技術之物、原理、機

制（mechanism）或作用等予以考量。 
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技術領域具有關連性，通常難以即直接認定該發明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能結合該等引證，原則上，須進一步考量

「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及「教示或建議」等一個以

上事項，以綜合判斷其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該等引證之技術內容。 
2. 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 

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係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是否包含實質相同之所欲

解決問題予以判斷。判斷某一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所欲解決問題，得就該引證中記

載之所欲解決問題，或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易於思及之所欲

解決問題等進行考量。 
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係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是否包含實質相同之功能或

作用予以判斷。 
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所欲解決問題，或功能或作用具有共通性，則可認

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能結合該等引證之技術內容。 
3. 教示或建議 

若相關引證之技術內容中已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結合不同引證之技術內容

的教示或建議，例如，引證 A、B 至少其一揭露結合二者之教示或建議，或另

一佐證 C 揭露結合引證 A 與引證 B 之教示或建議，則可認定該發明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強烈動機能結合該等引證（引證 A 與引證 B）之技術

內容。 
 
(二) 簡單變更 
針對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單一引證之技術內容二者的差異技術特徵，若該發明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解決特定問題時，能利用申請時之通常知識，

將單一引證之差異技術特徵簡單地進行修飾、置換、省略或轉用等而完成申請專

利之發明者，則該發明為單一引證之技術內容的「簡單變更」。 
若申請專利之發明為單一引證之技術內容的簡單變更，則可判斷具有否定進

步性之因素。若該單一引證或另一佐證之技術內容對於該簡單變更存在教示或建

議，則於判斷是否具有否定進步性之因素時，得視為有力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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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單純拼湊 
若申請專利之發明（例如電子錶筆）僅是單純結合複數引證（電子錶與筆）

之技術內容，結合後之發明的各技術特徵於功能上並未相互作用，仍以其原先之

方式各別作用，致結合後之發明的功效僅為結合前各引證之技術內容的功效之總

合者，則該發明為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單純拼湊 aggregation」。 
判斷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應以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整體為對象，

不得僅因複數引證結合後已完整揭露該發明之全部技術特徵，即認定該發明為單

純拼湊，必須考量結合後之發明的各技術特徵與功能上有無相互作用。 
若申請專利之發明為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單純拼湊，則可判斷具有否定進

步性之因素。若該等複數引證或另一佐證之技術內容對於該單純拼湊存在教示或

建議，則於判斷是否具有否定進步性之因素時，得視為有力之情事。 
 

(四) 反向教示 
反向教示（teach away）係指相關引證中已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有關排除申

請專利之發明的教示或建議，包含引證中已揭露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相關技術特徵

係無法結合者，或基於引證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將被勸阻而不會依循該等技術內容所採的途徑者。 
判斷相關先前技術對於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具有反向教示，必須就相關先前

技術之實質內容予以判斷，若先前技術僅揭露較佳實施方式，或僅揭露一種以上

的擇一形式記載，而申請專利之發明並非較佳實施方式，或為擇一形式記載之其

中一種，由於該先前技術並未明確排除申請專利之發明，因此，對於申請專利之

發明未構成反向教示。 
若相關先前技術對於申請專利之發明具有反向教示，則可判斷具有肯定進步

性之因素。 
 

(五) 有利功效 
判斷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時，應考量該發明對照先前技術之有利

功效，包括申請時之說明書中所記載之有利功效及申請人於修正或申復時所主張

之有利功效，惟該有利功效必須是實現該發明之技術手段所直接產生的技術效果，

亦即必須是構成技術手段之所有技術特徵所直接產生的技術效果，且為申請時說

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明確記載者，或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自申請時之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之記載內容能推導者，若非明確

記載或推導之有利功效，則不予考量。 
若申請專利之發明對照先前技術具有有利功效，則可判斷具有肯定進步性之

因素，若該有利功效為「無法預期之功效」，則於判斷是否具有肯定進步性之因

素時，得視為有力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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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輔助性判斷因素 
審查進步性時，若申請人於申請時或申請過程中提供輔助性證明資料，主張

申請專利之發明有下列情事而具有進步性時，得視為有力之情事，應一併審酌。 
1. 發明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 

所謂「無法預期之功效」，係指申請專利之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相較，產生

無法預期之功效，包括產生功效的顯著提升（量的變化），或產生新的功效（質

的變化），且其對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係該發明申請

時無法預期者。換言之，即使申請專利之發明產生功效的顯著提升，或產生新的

功效，惟該功效對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係發明申請時

能夠預期者，仍非屬「無法預期之功效」。 
若申請專利之發明對照相關先前技術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則於判斷是否具

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時，得視為有力之情事。因此，即使申請時之通常知識或先

前技術會促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只要

該發明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則於判斷是否具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時，得視為有

力之情事。 
 

2. 發明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 
若申請專利之發明能解決先前技術中長期存在的問題或達成人們長期的需

求，則可判斷具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 
判斷是否為「長期存在的問題」，必須同時符合下列三個要件： 

(1). 該問題為申請專利之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公認為

長期存在的問題 
(2). 該問題於申請專利之發明申請前始終未被解決 
(3). 申請專利之發明能成功解決該問題。 

 
3. 發明克服技術偏見 

對於某一技術領域中之特定問題，申請專利之發明採用因技術偏見而被捨棄

之技術手段，若該技術手段能解決該問題，則可判斷具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 
所謂「技術偏見」，係指在申請專利之發明申請前，於某技術領域中存在之

偏離客觀事實的見解，其引導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不去考慮其

他可能性 
 

4. 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 
若申請專利之發明於商業上獲得成功，且其係由該發明之技術特徵所直接導

致，而非因其他因素如銷售技巧或廣告宣傳所造成者，則可判斷具有肯定進步性

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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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專利實務判決架構 
我國實務上所採取之進步性判斷架構，基本上亦承襲自 Graham 測試法，現

行實務主要架構來自於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651 號判決意旨： 
「關於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實務上係依下列步驟進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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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與發明相關之先前技術內容，包括：發明所記載之先前技術或舉

發證據資料等，均得作為確定上開技術水準之客觀證據。」 
在進步性之判斷應就申請專利之發明整體為之，非僅針對個別或部分技術特

徵 359。此外，判斷申請新型專利是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

請前之先前技術顯能輕易完成時，應以申請新型專利之新型的整體，亦即以每一

請求項中新型的整體為對象，而非以請求項之各元件之技術特徵為個別比對
360。 

 
一、本文進一步摘要各步驟之實務特別指出之審查重點如下： 

(一) 確定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 
法院指出，所謂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知識，即一般所稱之先前技術（prior art）

或知識，係指在申請專利日前，已見於刊物、已公開使用或已為公眾所知悉之技

術或知識而言 361。 
此外，法院以實質上記載之概念，擴張可被認定為先前技術內容之範圍，法

院指出審查進步性時，應以引證文件中所揭露之技術內容為準，包含形式上明確

記載的內容及形式上雖然未記載但實質上隱含的內容。所稱實質上隱含的內容，

指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識，能直接且無歧

異得知的內容。引證文件中包含圖式者，圖式已明確揭露之技術內容，亦屬引證

文件有揭露者 362。 
而由於文字用語之多義性及理解之易誤性，因此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固得

審酌說明書及圖式，並應就專利說明書整體觀察，以瞭解該發明之目的、作用及

效果，惟申請專利範圍係就說明書中所載實施方式或實施例作總括性之界定，圖

式之作用僅係在補充說明書文字不足之部分，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閱讀說明書時，得依圖式直接理解發明各個技術特徵及其所構成之技術手

                                                       
359 最高法院 102 年度臺上字第 427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360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747 號判決意旨參照。 
361 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1277 號判決意旨參照。 
362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29 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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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故審酌說明書之實施例及圖式所為之申請專利範圍解釋，應以申請專利範圍

之最合理寬廣之解釋為準 363。 
(二) 確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1.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特性 
所謂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一般性定義係指一虛擬之

人，具有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之通常知識及執行例行工作、實驗之普通能力，

而能理解、利用申請日（主張優先權者為優先權日）之前之先前技術者而言；至

所謂通常知識（general knowledge），則指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已知之普通知

識，包括習知或普遍使用之資訊以及教科書或工具書內所載之資訊，或從經驗法

則所瞭解之事項（參照經濟部頒專利審查基準）。倘所欲解決之問題能促使該發

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其他技術領域中尋求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

其亦具有該其他技術領域中之通常知識 364。該具通常知識之人既係一虛擬之人，

其並非專利審查官，亦非專利有效性訴訟之法官，更非技術審查官。依據上開定

義「具有通常知識者」可分為知識要件與致能要件，知識要件指：「已知之普通

知識，包括習知或普遍使用之資訊以及教科書或工具書內所載之資訊」，應非以

學歷區分係高中、大學或碩博士，若以學歷定義，則為一定範圍不特定之人，並

非虛擬之人 365。換言之，此虛擬之人之通常知識及執行例行工作、實驗能力如

何，自應以所屬技術領域相關先前技術等外部證據資料將之具體化，而非單純以

學歷或工作經驗、年資予以界定 366。 
專利法規定此一虛擬之人，其目的在於確立進步性審查之技術水準為何，以

排除進步性審查之後見之明 367。 
2.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判斷 

就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定義上，法院指出，按「所屬技術領域具

有通常知識者」（person who has the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PHOSITA）乃一虛擬之

角色，並非具體存在，其技術能力如何、主觀創作能力如何，必須藉由外部證據

資料將其能力具體化，在專利訴訟實務中，爭議之專利其所歸類之技術分類、以

及該類技術於爭議之專利申請當時所呈現之技術水平，均足作為具體化此一虛擬

角色能力之參考資料，當此一虛擬角色之技術能力經由兩造攻擊防禦過程中漸次

浮現時，有關爭議專利之創作是否與已經存在之技術間有顯著之不同、相較於既

有或已知之技術而言是否產生顯著之功效，即應透過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在不

違自然法則之前提下加以客觀檢視，而非任由爭議當事人以主觀意見恣意左右。

法院就專利之進步性論證過程，某種程度上即係將所屬技術領域具通常知識者之

技術能力具體化，倘其論證內容不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自然法則，即尚難謂

                                                       
363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判字第 354 號行政判決意旨參照。 
364 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行專訴字第 63 號行政判決意旨參照。 
365 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503 號判決意旨參照。 
366 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589 號判決意旨參照。 
367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63 號判決意旨參照。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9

115 
 

法院未就所屬技術領域具通常知識者之知識水平加以說明 368。 
如何在個案中客觀確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必須依據個案之具體證據作為基礎進行論證外，由於判斷專利有無進步性之相關

事實，往往涉及專門知識，而專利權人、舉發人或其等訴訟代理人、專利專責機

關之代理人等，多係具有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相關知識或技能者，是以當事人就

「具有通常知識者」及其於申請日之技術水準之認定加以爭執時，自應提出證據

加以證明，並具體指明該事實涵攝於個案之先前技術組合後，對於進步性之決定

究有何影響 369。 
然而，僅有少數判決 370有明確定義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具體描述，

如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8 年度判字第 363 號：「本件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應可定義為從事胎壓偵測器之設計、研發或製造人員，其已知悉胎壓

偵測器之基本軟、硬體架構，暨胎壓偵測器與設定器或車內主機進行無線通訊等

相關通常知識，並具有進行胎壓偵測器之設計、改良或實驗之普通能力，而能理

解、利用系爭專利申請日前與胎壓偵測相同或相關技術領域之先前技術。」 
多數判決則參酌當事人間，就技術內容是否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發明進行

辯論，逕行認定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水準 371，更有直接認為通常

知識者所具備之知識水準及其於專利申請日之技術水準，其實已經實質隱含於其

具體敘述之中 372，自無須另外加以明確定義 373，其主要理由可能在於實際訴訟

                                                       
368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裁字第 597 號裁定意旨參照。 
369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651 號判決意旨參照。 
370 另有如智慧財產法院民事104年度民專上字第38號判決明確定義所屬領域據以通常知識者：

「系爭專利藉由一資訊管理平台相關技術所實現之資訊管理方法，需要資訊領域之基礎知識，而

資訊管理方法係針對有線電視之應用領域，需要有線電視相關工作經驗，始能提出所欲解決之問

題及對應之解決手段。職是，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為資訊相關學系畢業後，

具有線電視相關工作經驗之人。（筆者強調）」 
371 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67 號：「查本件當事人已於本院就系爭專利與

舉發證據所揭露之技術內容間有何差異，以及參酌上開技術內容，是否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發

明進行辯論，本判決並據以說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決定之理由（詳如後述），揆諸前揭判決意

旨，應認當事人已就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及其於申請日之技術水準進行辯

論，先予敘明。（筆者強調）」、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7 年度民專訴字第 102 號、智慧財產法

院民事 108 年度民專訴字第 16 號亦同見解。 
372 如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651 號判決意旨：「如當事人已於事實審就系爭專利與舉發

證據所揭露之內容間有何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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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辯論，應認當事人已就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及其於

申請日之技術水準進行辯論。（筆者強調）」、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8 年度民專訴字第 56 號

亦同見解。 
373 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 105 年度行專更(一)字第 4 號判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及其於專利申請日之「技術水準」雖然都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但在具體個案適用中，如果當事

人對於引證案作為先前技術存在，並無爭執，僅在爭執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是否均已為引證案

所揭示、其間差異是否可輕易完成，而專利專責審查機關可以於核駁審定時，具體明確指出引證

案揭示系爭專利各項技術特徵之處，且可以具體敘述根據既存引證案如何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

所有技術特徵，而可供包括法院在內之第三人檢驗時，通常知識者所具備之知識水準及其於專

利申請日之技術水準，其實已經實質隱含於其具體敘述之中，自無須另外加以明確定義。…由

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及其於專利申請日前之「技術水準」，可以經由相關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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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操作上之困難 374。 
(三) 確認該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間的差異 
自審查準則導入主要引證與次要引證制度後，事實上實務判斷尚未主要採取

該制度作為進步性判斷之準則 375，少數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 107 年度行專訴字

第 34號判決，於結論時略為提及採納某證據為主要引證，進而對比其他引證 376。 
惟近期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255 號判決指出：「實務上確認該發明

與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內容間之差異時，雖得就複數引證中選定一個引證作為主

要引證進行比對，再就其他引證是否揭露該差異內容予以比對，惟於組合之引證

數量較多之情形，如當事人已主張多數之主要引證時，自應就不同之主要引證分

別加以判斷。（筆者強調）」似有將主要引證與次要引證制度引入判決實務之傾向，

並要求法院應以各主要引證為基礎來判斷其與複數引證間之組合，是否已足以完

成系爭發明，此一趨勢實值觀察。 
而實務在對比兩專利請求項技術內容時，有應用所謂「請求項差異原則」，

其係指每一請求項之範圍均相對獨立，而具有不同之範圍，不得將一請求項解釋

成另一請求項，而使兩請求項之專利權範圍相同。因此，請求項之間對應之技術

特徵以不同用語予以記載者，應推定該不同用語所界定之範圍不同，且上開原則

僅係用以解釋請求項所涵蓋範圍，而不得變更基於申請專利範圍、專利說明書及

申請歷史檔案所確定之專利權範圍。基此，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如無致二請求項

權利範圍相同之情形，自無請求項差異原則之適用 377。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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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指出，系爭發明與舉發證據間所存在之差異，為系爭發明之重要技術特

                                                                                                                                                           
技術之舉證，而加以實質具體呈現，所以當訴訟各造對於先前技術之存在及其為所屬技術領域中

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接觸或掌握，並無爭執時，其實就已經有合意或不爭執「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及其於專利申請日前之「技術水準」之效果。（筆者強調）」 
374 如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503 號判決指出：「在訴訟中有何機制或審判輔助機關可以

界定申請時之具有通常知識者的致能要件？再者，具有通常知識者此一構成要件在界定上，究

係法規範之解釋？或係事實而應予調查、並為舉證之事項？若係舉證事項，則與引證案先前技

術之所謂證據如何區別？大略思考即有上述問題存在，所以要確定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在實際訴訟操作上，確有一定難度。所以以往審定書或判決書對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之論述，通常於確認被比對專利與相關先前技術之間的差異後；在判斷是否能輕易完成被比

對專利的整體步驟間，論述該被比對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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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特別就具有通常知識者為何作定義或解釋，本院亦加以容認。

（筆者強調）」 
375 依筆者綜觀近年判決以及搜尋判決中提及主要引證之結果，均未顯示多數法院有採取主要引

證制度之傾向。 
376智慧財產法院行政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34 號判決：「綜上所述，在引證 1 作為主要引證之情

形，雖與引證 2 並無組合動機存在。但引證 1、3 之組合即足以證明系爭案請求項 1 至 15 不具

進步性。則原處分以引證 1 至 3 之組合作為核駁理由，雖有部分未妥，但不具進步性之結論仍相

同。（筆者強調）」 
377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470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130 號判決要旨參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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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者，審查時應就該技術特徵是否為舉發證據所揭露，或該技術特徵是否為該發

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以轉用、置換、改變或組合舉發證據等方式所

能輕易完成等情，詳加審酌 378。 
若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先前技術，並參酌申請時之通

常知識，顯然可能促使其組合、修飾、置換或轉用先前技術而完成申請專利之發

明者，應認該發明不具進步性 379。以下就我國法院在面對不同案例類型在進步

性判斷所採取之標準，分別加以論述之： 
1. 組合專利判斷標準 

法院基本上強調在組合專利時，有組合複數引證之動機是必要的，其指出，

二件以上之先前技術與申請專利之發明屬相同或相關之技術領域，所欲解決之問

題、功能或作用相近或具關連性，且為申請專利之發明所屬技術領域具通常知識

者可輕易得知，而有合理組合動機，且申請專利之專利技術內容，可為該等組合

所能輕易完成者，則該等先前技術之組合亦可據以認定該申請專利之發明不具進

步性 380。其中，進步性要件中所謂「所屬技術領域」者，係指具有通常知識者

在研發過程欲解決該發明技術問題時，客觀上有合理期待會嘗試組合動機之技術

而言 381，而「技術領域之關連性」，得就應用該技術之物、原理、機制或作用等

予以考量；另「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得就該引證中記載之所欲解決問題，

或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易於思及之所欲解決問題等進行考

量 382。若複數引證間非屬相關連技術領域，則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而言，將無明確之組合動機，進而將無法證明所請專利不具進步性 383。 
此外，法院更進一步分析審查準則所提出之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判斷基準中，

「技術領域之關連性」、「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及「教

示或建議」其所提供之結合動機之證明效力進一步詮釋，其指出審查進步性時，

通常會涉及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結合，為避免恣意拼湊組合引證案內容，造成

後見之明，審查時應考量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有動機能結

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而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若有動機能結合，則可判斷具有

否定進步性之因素。判斷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有動機能結

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時，應考量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關連性或共通性。其中，

技術內容之關連性，係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技術領域是否相同或相關予以判

斷，且各技術領域相關連之程度亦有所不同，故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縱具有關連

性，通常亦難以直接認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能結合該

複數引證，尚須進一步考量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是否包含實質相同之所欲解決問

                                                       
378 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29 號判決要旨參照。 
379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427 號判決要旨參照。 
380 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111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427 號判決要旨參照。 
381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313 號判決意旨參照。 
382 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行專更（一）字第 4 號行政判決要旨參照。 
383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581 號判決要旨參照。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9

118 
 

題，或是否包含實質相同之功能或作用，抑或相關引證之技術內容中有無明確記

載或實質隱含結合不同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教示或建議，以綜合判斷其是否有動機

能結合該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 384。 
再者，最高行政法院明確指出，單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技術領域是否相

同或相關，並不足以直接推論出是否有組合複數引證之動機，仍須參酌其餘所欲

解決問題或所產生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或有無教示及建議之相關資訊，此已然

為最高行政法院近期穩定見解 385。其具體論述如：「因證據 2 與證據 5 均為關於

散熱片結構，且證據 2 及證據 5 均揭示解決散熱片卡扣之問題，證據 2 及證據 5
屬相同或相關之技術領域，則原判決認定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依

據證據 2 所揭示之記憶體之散熱（保護）裝置，為改善散熱片扣合之相關問題時，

為使證據 2 扣合之兩散熱片（100）不易分離，應有其動機會參考證據 5 所揭示…

而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創作，且未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故為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通常知識者依據證據 2 與證據 5 所能輕易完成 386。（筆者強調）」 
然而，仍有部分判決僅以技術領域具有相關聯性，便論證出有組合複數引證

之動機，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91 號行政判決指出：「引證 1
及引證 2 為解決避免禽畜及飼養場受到排泄物之汙染，便於進行排泄物清理問題

屬於相關之技術領域，引證間技術之組合具有相關聯性，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

知識者，組合引證 1、2 之關聯技術具有明顯之動機，準此，引證 1、2 之組合自

當可證明本案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筆者強調）」亦有未明確指出引證技術間相

互關聯，而逕認為基於先前技術之組合使系爭專利欠確進步性者 387。 
此外，法院指出，專利之設計是否容易，不因先前技術公開日距專利申請日

之久暫及是否曾經他人為組合運用而有不同 388。 
最後，法院指出判斷技術人士是否有合理之組合動機時，取得材料之成本、

或技藝人士之經濟狀況、資力等因素，並非判斷是否有合理組合動機之因素 389。 

                                                       
384 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647 號判決意旨參照。 
385 同見解如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63 號判決：「判斷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時，應綜合考量複數引證間之技術領域是否具有關連

性，彼此間所欲解決技術問題，抑或技術內容所產生之功能、作用是否具共通性，以及相關引證

之技術內容是否已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結合不同引證之技術內容之教示或建議等因素。如複數引

證間之技術內容的技術領域雖具有關連性，仍須進一步判斷所欲解決問題或所產生功能或作用之

共通性，或有無教示及建議等事項，始得認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無動機能

結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 
386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134 號判決意旨參照。 
387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民專訴字第 82 號民事判決：「綜上，被證 10-12 之禮炮雖裝設形態

各異，惟其共同具有複數炮管、點火裝置、供氣裝置及控制裝置等構成禮炮之核心元件，因此在

被證 10-12 已分別揭露系爭專利上開元件之相對結構與連接關係的基礎上，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依據能夠組合被證 10-12 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技術特徵，故系

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筆者強調）」 
388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752 號判決意旨參照。 
389 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行專訴字第 63 號行政判決要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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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單變更 
實務對於簡單變更與否並無一致之定義，有以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所替代之

技術方式、功能及結果實質上並無不同 390，而在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之技術間

有技術面變化之情形時，有僅描述是否為簡單變更而能輕易完成 391、並無困難 392，

或指出不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 393、未產生功效上之增進 394等，抑或是欠缺該技

                                                       
390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專訴字第 56 號民事判決：「被證 13、14 雖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

項 1 之「一箱體，其內部係具有一容置空間；一控制模組，設於該容置容間內」技術特徵，然而

被證 13、14 已揭示「二箱體，其內部係各具有一容置空間；一控制模組，設於該二個容置空間

內」之技術內容，而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一箱體」與被證 13、14 之二箱體相較，兩者之箱體

數目雖有不同，但其均以箱體容置固設控制模組之元件於吊籠之技術方式、功能及結果實質上並

無不同，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將被證 13、14 之「二箱體」簡單置換為「一

箱體」以容置固設控制模組之元件於吊籠，並無困難，是以，系爭專利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為解決「箱體容置固設控制模組」問題時，自有合理動機參考被證 13、14 之先前

技術內容，並予以應用或組合，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發明，是以，被證 11 至 14、
20 可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筆者強調）」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4 年度判字第 698
號、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8 年度民專訴字第 56 號亦同見解。 
391 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68 號行政判決：「證據 2 雖未揭露系爭專利「上層

棧板之承載邊部與下層棧板之承載邊部為相互抵靠接觸」技術特徵，惟在證據 2 揭露系爭專利之

支撐底座及定位導槽基礎上，使上下層棧板之承載邊部相互抵靠接觸，僅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簡易調整證據 2 之抵制部於中空凹槽之高度而輕易完成之技術特徵。綜上所論，

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整體技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 2 之技術內容顯

能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筆者強調）」 
及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61 號：「證 1 雖未揭示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 所

界定雲端虛擬醫療資訊中心體系，係以實現年、月、日、時、分、秒之時間為主軸體排序、醫療

服務內容彙整，整合於依時間流動、排序之程式，個人檔案之時間主軸，始於母體胚胎終於生命

結束。個人醫療記錄及生活型態內容紀錄等資訊與現實時序相連結，並可再與個人家族群體之檔

案或物聯網、社群網等系統整合運作等技術特徵。惟其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簡單

變更引證 1 之雲端資料伺服器，為可依據年、月、日、時、分、秒之時間整合排列資料，並具

有資料匯出入或相互鍵接等功能，而可與個人世代家族群體、物聯網、社群網等整合運作，即

可輕易完成。（筆者強調）」 
392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專訴字第 44 號民事判決：「將被證 3 之光源座 30 簡單置換為

一基板，並將此基板根據前述證據 3 所揭示之元件設置位置關係，在此一基板上設置第一 L 
ED44a、第二 LED44b、第一反射器 72 並連接平坦部 76，並無困難，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

求項 1 之發明，故被證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筆者強調）」 
393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專訴字第 28 號民事判決：「惟查，被證 6 雖未揭露顯示範圍係包

括「租屋、房屋修繕以及與房屋相關的其他周邊服務」，然此些微差異僅是顯示範圍內容之簡單

修飾，並未具有無法預期功效，原告此部分主張，尚無可採。（筆者強調）」。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專訴字第 45 號：「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係設於車門之警示器裝置，惟僅是警示器設置

位置之簡單修飾，並未具有無法預期之特殊功效。（筆者強調）」。以及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

專訴字第 41 號民事判決：「惟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面臨貨物置放空間擴充之相關問

題時，應有其動機參考被證 4 揭示一上層載檯、一下層載檯及油壓缸等二層式設計的技術手段，

合理嘗試利用被證 4 之上層載檯、下層載檯及油壓缸的構造將其數量簡單改變增加，如此即可達

成與系爭專利 2 可達到更多的貨物裝載量，使貨物的運輸更具效率之相同功效，系爭專利 2 利用

底層平台、中層升降台及頂層升降台等三層式設計之技術手段，並未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系爭

專利 2 請求項 1 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被證 4 之上層載檯、下層載檯及油壓缸構

造的數量簡單改變即能輕易完成。準此，被證 4 可以證明系爭專利 2 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筆

者強調）」。 
394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專上字第 11 號民事判決：「系爭專利請求項 5 與證據 1 之差異在

於證據 1 之「囓合齒輪 11」與系爭專利之「不動齒輪」之固設位置不同，惟該位置之改變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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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特徵而具進步性 395，似欠缺更精確且統一判斷是否為簡單變更之標準。 
3. 反向教示 

法院實務亦肯認反向教示作為具有進步性之重要要素，其指出按先前技術對

於組合某些已知元件具有反向教示之效果時，則成功地組合該已知元件之發明，

即難謂係熟習該項技術者所能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 396。且最高法院指出「反

向教示」係指相關引證中已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有關排除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教示

或建議，包含引證中已揭露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相關技術特徵係無法結合者，或基

於引證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將被勸阻而不

會依循該等技術內容所採的途徑者 397。反向教示在適用上，可以阻卻通常技術

者使用該反向教示引證之教示，以完成發明外，亦會阻卻通常技術者依反向教示

引證之教示，去組合複數先前技術之教示，換言之，前者乃係欠缺藉由引證之教

示完成系爭發明之合理成功預期，後者則是，欠缺合理結合複數引證之動機，兩

者層次上不同，應予區分。 
此外應注意反向教示之適用上，係指先前技術已明確排除該已知元件之組合

或教示，或該已知元件之組合於技術本質上係不相容，抑或基於先前技術所揭露

之技術內容，熟悉該技術領域人士就該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將採取與發明人所

採取技術手段相反之研究方向，至於先前技術就相同之技術問題提出不同之技術

手段，或先前技術僅揭露部分實施例，並非必然表示存在有反向教示，因先前技

術之內容並未妨礙熟悉該技術領域人士採用該發明所採取之技術手段，而影響其

組合該已知元件之動機 398；此外，縱然先前技術間結構設計並不相同，亦未必

具備有反向教示，仍應考量先前技術間是否有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有關排除系爭

專利之發明的教示或建議加以判斷 399。 
4. 有利功效 

有利功效部分，法院採取與審查實務相同之見解，指出判斷申請專利之發明

是否具有進步性時，應考量該發明對照先前技術之有利功效，包括申請時之說明

書中所記載之有利功效及申請人於修正或申復時所主張之有利功效，若申請專利

之發明對照先前技術具有有利功效 400，或判斷其技術特徵是否具有不可預期之

                                                                                                                                                           
發明整體並未產生功效上之增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顯能輕易完成，證據 1 足以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5 不具進步性。（筆者強調）」 
395 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62 號：「惟證據 2 並未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 1
「更進一步於該鎖板中央處朝上延伸設有一撥塊；其中該驅動齒輪中心處具有一套口，其外型對

應於該撥塊且對應套設於該撥塊上」之技術特徵，自無法達成系爭專利請求項 1 可有效減少加

工步驟及降低成本之功效，是以，系爭專利請求項 1 非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

2 所能輕易完成。（筆者強調）」 
396 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民專上字第 58 號判決要旨參照。 
397 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652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471 號判決、最高

行政法院判決 108 年度判字第 470 號、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55 號判決要旨參照。 
398 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118 號判決要旨參照。 
399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8 年度判字第 470 號要旨參照。 
400 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606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行專更(一)字第 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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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 401，則可判斷具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 
而所謂「無法預期之功效」，係指申請專利之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相較，產

生無法預期之功效，包括產生功效的顯著提升（量的變化），或產生新的功效（質

的變化），且其對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係該發明申請

時無法預期者。換言之，即使申請專利之發明產生功效的顯著提升，或產生新的

功效，惟該功效對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係發明申請時

能夠預期者，仍非屬「無法預期之功效」402。 
5. 輔助性判斷 

實務上肯認輔助性判斷作為進步性考量之因素，其指出下列輔助性判斷因素

亦得以佐證專利並非能輕易完成：（1）、新型創作具有無法預期的功效；（2）、新

型創作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3）、新型創作克服技術偏見；（4）、新型創作獲得

商業上的成功；（5）、新型創作以簡化之結構而能達成相同或更佳之功效。有關

組合數種舉發證據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時，尤應注意不得僅因系爭專利各

項構件已存在先前技術中，即認定不具進步性，而應探究有無具體之理由，促使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識者參酌申請時的通常知識之觀點，作成客觀的判斷
403。 

而在商業上成功判斷中，法院指出，因商業上之成功可能源自廠商之商業手

段策略，例如：銷售技巧或廣告宣傳所造成，倘欲以商業上之成功克服不具進步

性之判斷，申請人除應證明其實施專利商品之銷售量高於同質性之商品或在市場

具有獨占或取代競爭者產品之情事外，尚應就實施專利商品之商業上成功係基於

該專利之技術特徵所致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404。 
應注意，現今實務將輔助性標準僅具有次要之地位，法院指出專利之進步性

判斷著重於技術層面之價值，申請人所提供輔助性證明資料（如發明具有無法預

期之功效、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克服技術偏見、獲得商業上的成功等）支持其

進步性，僅為進步性之輔助性判斷因素，並非唯一因素，本應先為系爭專利與引

證間之技術比較，倘已明顯而可認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時，即無以進步性輔助判

斷之必要 405，顯認輔助性標準僅具有次要之證明作用，在欠缺技術層面上進步

性證據時，毋庸納為進步性參考基礎。 
惟近期實務受審查準則之影響，有判決已改認為在欠缺技術層面上進步性證

                                                                                                                                                           
要旨參照。 
401 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行專更(一)字第 4 號判決：「又該數值之限定條件，僅係風扇在既有元

件之排列下…上述限定尚屬簡單修飾事項，為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完成者，

且觀諸系爭專利說明書亦未記載該限定數值具有不可預期之功效或有利功效。（筆者強調）」 
402 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行專更(一)字第 4 號判決意旨參照。 
403 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87 號判決要旨參照。 
404 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652 號判決要旨參照。 
405 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205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專上字第 29 號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民專上易字第 4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752 號判決意旨、

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232 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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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亦即有否定進步性因素時，仍應進一步考量輔助標準 406，並指出其作為避

免後見之明之效用 407。 
 
 

                                                       
406 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82 號：「該技術方案解決「兼顧『將觸媒之活

化所需之時間縮短化』及『抑制觸媒之劣化』」之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故依據現行專利審

查基準第二篇第 3.4.2.3.3 節之規定，因系爭專利發明克服技術偏見，故毫無疑義地具有肯定進

步性之因素云云。按「發明克服技術偏見」於審查基準中係歸於輔助性判斷因素，通常係在已

有「否定進步性之因素」後所為之進步性考量。（筆者強調）」 
407 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75 號判決：「證據 2 之保溫罩與證據 3 之保溫袋雖然都有

保溫機構，但其等保溫機構因罩體或袋體之差異，兩者之整體結構及製造方法即有所不同，致證

據 2 與證據 3 整體結構之功能及作用不相同，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會有合理之

動機結合證據 2、3 之技術內容，而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創作，已有疑慮。原告主張系

爭專利具有商業上的成功，並提出相關資料以為佐證，為避免僅將先前技術以機械式之拼湊比

對所為之後見之明，依 2017 年版（7 月）專利審查基準第 2 篇第 3 章「3.4 進步性之判斷步驟」

規定，應綜合考量「否定進步性之因素」及「肯定進步性之因素」，其中「肯定進步性之因素」

即包含「輔助性判斷因素-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因素，是以下續就該因素為判斷。（筆者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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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進步性判斷操作範例 
本文介紹實務審查之真實案例，由於前開止滑梯案並未在我國有專利申請而

無法以同一案例與歐美進步性判斷架構相比較，惟本文以技術領域與特徵相類似

之防滑工作梯案例為實例，作為介紹我國進步性判斷操作範例，透過相似案例來

比較與美歐在判斷進步性上，其間論理之差異： 
 

一、系爭發明 408 
系爭發明為一工作梯之加固平衡桿結構，工作梯為可視需求調整長度之一字

型、等邊型、人字型、A 字兩用型，係由不同尺徑之二縱向桿體與橫向踏桿構成

的複數ㄇ型梯體所套組成型，其可拉伸調整長度，或套收縮減體積。而所述的工

作梯至少於其一端的二縱向桿體下端部間，乃跨設固組一平衡桿，並在平衡桿兩

端套設有止滑墊，該等止滑墊的底部更作非平面結構設製，據以在工作梯的使用

擺置上，可透過止滑墊與地面取得更穩固的觸抵定位關係，有效避免發生滑移現

象，從而可大幅提昇其使用安全性者，下圖 12409為其底部分圖例。 
 

 
 
 
 
 

                                                       
408 台灣第 M527915 號「工作梯之加固平衡桿結構」新型專利。 
409 改作自第 M527915 號第 3 圖。 

圖 12  工作梯之加固平衡桿結構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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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前技術 
先前技術（證據 1）為 Youtube 網站之上傳影片，該影片之網址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zOCvgklPM，標題為「Bullet 4.4m foldable 
telescopic ladder」，該影片下方並說明：「The lightweight aluminium Bullet 
conveniently extends to whatever height you want-right up to 440cm. Also working 
as a trestle ladder, it comes with full safety certification, featuring industrial-grade 
latches, solid rubber-tipped feet and stabiliser bar」，該影片內容揭示一可伸縮、摺

疊之一字梯或對折成 A 字梯之工作梯，該工作梯至少於其一端的二縱向桿體下端

部間，跨設固組一平衡桿，並在平衡桿兩端套設有止滑墊，下圖 13 為其部分圖

例。 

 
圖 13  Bullet 4.4m 梯子 410 

三、進步性判斷 411：欠缺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係以二段式形式撰寫的獨立項，亦即請求項中「其特徵在於」

前所記載前言部分，係屬先前習知之技術，依系爭專利說明書記載之內容可知，

一字型、等邊型、人字型、A 字兩用型為公知之工作梯形式，且由證據 1 影片首

頁圖片，已揭示可拉伸調整長度，或套收縮減體積之複數ㄇ型梯體所套組成型工

作梯，是以系爭專利請求項中：「工作梯為可視需求調整長度之一字型、等邊型、

人字型、A 字兩用型，係由不同尺徑之二縱向桿體與橫向踏桿構成的複數ㄇ型梯

體所套組成型，其可拉伸調整長度，或套收縮減體積」係屬該技術領域之習知技

                                                       
410 改作自圖片來源：https://www.edisons.com.au/4-4m-multipurpose-aluminium-telescopic-folding 
-ladder-alloy-extension-steps/ （最後閱覽 2020/4/22）。 
411 改作自(107)智專三（三）06020 字第 10720265970 號專利舉發成立決定。 

https://www.edisons.com.au/4-4m-multipurpose-aluminium-telescopic-folding-ladder-alloy-extension-steps/
https://www.edisons.com.au/4-4m-multipurpose-aluminium-telescopic-folding-ladder-alloy-extension-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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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亦為證據 1 所揭露。 
系爭專利請求項有別於先前技術之技術特徵為：「工作梯至少於其一端的二

縱向桿體下端部間，乃跨設固組一平衡桿，並在平衡桿兩端套設有止滑墊」，以

及「該等止滑墊的底部更作非平面結構設製」。 
查證據 1 揭露工作梯一端具二縱向桿體下端部間設有一平衡桿，平衡桿兩端

套設有止滑墊，此外，證據 1 亦揭露該等止滑墊的底部係屬非平面結構設製，且

兩者之工作梯的使用擺置上，均可透過止滑墊與地面取得更穩固的觸抵定位關係，

有效避免發生滑移現象，亦即證據 1 及習知技術之組合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之

全部技術內容，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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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小結 

總結而言，我國判斷進步性方法基本上與美國相仿，不論是承襲 Graham 判

斷法作為我國進步性判斷主要規則，其判斷法之內涵，如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

者、輔助性考量、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等要素亦多受美國實務之影響，進而從進

步性實務案例範例操作中，亦可觀察到比較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差異之論理方式

與美國實務操作大同小異，可知我國專利實務深受美國實務影響。 
而在美國與歐盟判斷法之差異而言，歐盟問題解決法則係先認定最近先前技

術與系爭發明之差異，再據以認定客觀技術問題，進而基於最近先前技術以及客

觀技術問題，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系爭發明將已經是顯而易見；

而儘管美國並未採取問題解決法，然而事實上問題解決法與美國之判斷法，在最

終判斷是否發明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係顯而易見之要件論理上，並

無顯著差異，詳言之，美國係先認定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之差異，後判斷對於所

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是否參照先前技術得輕易完成系爭發明。 
而對照美國與歐盟之判斷法可以得知，在認定最後是否通常知識者得輕易完

成系爭發明之判斷層面上，均係觀察系爭發明與先前技術之差異，再認定是否先

前技術之結合或變化，足以完成系爭發明，其論理如運用複數引證結合動機、簡

單變更、相乘效果等標準上，美國與歐盟均有其相似之處，且從進步性判斷實務

案例之比較亦可以發現，美國與歐盟均認為將使用防滑物質取代為防滑膠帶之技

術特徵，係是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得輕易完成者，兩者所採行之論理大同小

異，兩者主要差異在於，美國係直接以系爭發明之技術內涵作為最終判斷進步性

時對照之依據，而歐盟則將系爭發明轉化為客觀技術問題作為對照之基礎，其目

的在於避免審查者對照系爭發明所可能產生之後見之明，因而整體而言，兩者在

認定最終進步性之論理邏輯上並沒有顯著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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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後見之明對於進步性之影響 

第一節 後見之明簡介 

第一項 後見之明之定義與影響 
所謂後見之明（hindsight bias），意指相較於事情發生前，一旦事情發生後，

人們會傾向認為該事情之發生是可預測的 412，換言之，人們會傾向跨大其過去

對於未來的預測，不僅會傾向認定已經發生的事情不可避免的，且認為其在事情

發生前就已經相當地顯露出不能避免性，進而，人們會相信其有超越其實際能力

更好的預知能力，人們甚至會遺忘其過往的預測，跨大地認為一切事情均在其預

料之中 413。 
此種現象被命名為後見之明或順從決定論（creeping determinism）414，事實

上各國諺語中亦有對此現象之描述，如美國俗諺上有「我早就知道 415」、「後見

之明為 20-20416」、「周一上午的四分衛 417」；而我國亦有所謂「事後諸葛 418」、「放

馬後炮 419」等俗諺來描述後見之明之現象，而後見之明之影響廣及歷史事件研

究、醫學判斷、法院審判等等領域，且其所造成的偏見被認為十分頑強且牢固而

難以對抗 420。 
此外，應注意與後見之明相關但不完全相同之結果偏見（outcome bias），其

意旨相較於發生輕微的結果而言，一旦發生較嚴重的結果，其該行為將更被認為

具有可責性，例如在車禍中，產生嚴重傷害結果時，相較於產生輕微傷害而言，

                                                       
412 Neal J Roese & Kathleen D Vohs, Hindsight bia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11 (2012). 
413 Baruch Fischhoff, et al., For those condemned to study the past: Heuristics and biases in hindsight,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CORE READINGS, 626 (2002). 
414 此種命名來自於 Berlin 等歷史學家，對於歷史事件不可避免之歷史決定論之批評，見 Isaiah 
Berlin,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8 (1954).與 Baruch Fischhoff & Ruth Beyth, I 
knew it would happen: Remembered probabilities of once—future thing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1-2 (1975). 
415 原文為 knew It all along attitude. 
416 原文為 twenty-twenty hindsight 或 hindsight is 20/20，20/20 語源來自於視力測驗之量表，亦

即在測驗量表中獲取滿分，亦即為台灣所稱之 1.0 視力，而無庸配戴眼鏡。換句話說，依照詞句

表面意思來翻譯該句，則意旨：「若從事後角度觀察，則視力測驗將獲得滿分。」進而衍伸出「事

情發生後，認為過去的判斷正確與否，相較於判斷未來之預判而言，將顯得較為容易」之意涵。 
417 原文為 Monday-morning quarterback，quarterback 意旨美式足球之四分衛，其負責帶球進攻，

對於團隊而言具有重要地位；而此句之語源來自於，職業美式足球(NFL)之比賽通常在周日舉行，

而若在周一上午才指出某四分衛應如何表現才能取勝，顯然是有事後諸葛之意味。其亦可以使用

扶手椅上的四分衛(armchair quarterback)，意旨紙上談兵。 
418 依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其意義為：「事前無意見，事後才高談闊論的人。」詳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Z00000128655 (最後瀏

覽日期 2019-09-04)。 
419  依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其意義為：「事情或時機過後才有所舉動。」詳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Z00000027017 (最後瀏

覽日期 2019-09-04)。 
420 Jay JJ Christensen-Szalanski & Cynthia Fobian Willham, The hindsight bias: A meta-analysi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47-148 (199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Z00000128655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Z0000002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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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駕駛將更容易被譴責。結果偏見相同於後見之明，其等均應用相關於結果之知

識，來進行對他人決定之判斷；而不同之處在於，後見之明針對於最初判斷之不

正確記憶，或過度評價事件之不可避免性或可預測性；另一方面，結果偏見針對

的是評價性效果，偏差地評價他人之關於結果之行為，舉例而言，假設在高危險

手術後產生死亡之結果之情況下，後見之明會高估該死亡結果之預見可能性，而

結果偏見會負面評價該手術施行之決定或醫生之能力 421。後見之明與結果偏見

兩者可能單獨或相伴出現，進而導致結果評價之扭曲，而兩者的區分很少被文獻

所承認，且在同一情狀下很少被分開考慮其個別之效果 422。 
就後見之明所產生之影響而言，可能具有好處或壞處，其壞處例如對於結果

預測之失準，亦即當其決策受到後見之明之影響，對於依靠該結果進行判斷之決

策者而言，將產生災難性之結果。第二，後見之明亦可能產生減少合理思考之效

果，蓋當結果被認為是不可避免，其不可避免性便成為代罪羔羊，以合理化未為

其他處置之所產生之後果，進而使得人們怠於思考其他可能處理該危機之可能手

段，例如政府受到後見之明的影響，傾向認為天災不可避免，成為其未妥適應對

該災難之藉口。第三，後見之明會阻礙人們從經驗中學習，蓋單純將不好之結果

歸咎於不可預期以及單一原因，使人們不會去回顧過去錯誤之決策，將會阻礙人

們從該災難中學習，進而使得無法避免更大未來災難之可能。第四，後見之明會

使人們對受害者冷感，並且變得不去鼓勵預防之行為，蓋人們會覺得當受害者在

決策時應該已經考量其行為之風險，且該風險之發生顯然不可避免，因而人們輕

視其疾病之苦痛經驗，進而使人們不會認真看待不利之結果，並且妨礙矯正性行

為之發展，例如欠缺對於不利結果之同理心，會使廠商繼續不提供適當之警告資

訊 423。 
另一方面，後見之明仍有某些好的影響，例如增加信心與表現，蓋後見之明

可能會產生對過往成功之錯誤認知，而增加其自信心，進而產生增加積極性、堅

持性表現之效果，且若後見之明不涉及重要決策，事實上其對於人們表現上之好

處顯然多於其壞處 424。 

                                                       
421 Hartmut Blank, et al., Looking back on the London Olympics: Independent outcome and hindsight 
effects in decision evalu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798-799 (2015). 
422 Megan E Giroux, et al., Hindsight bias and law, 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 190-191 (2016). 
423 Therese A Louie, et al., Tackling the Monday-morning quarterback: Applications of hindsight bias in 
decision-making settings, SOCIAL COGNITION, 36-37 (2007). 
424 Id., at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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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後見之明之歷史 

第一款 早期後見之明相關研究 
在 1970 年代前，已經有許多科學家、心理學家、歷史學家，在文獻中直接

或間接地指出後見之明之現象 425，如臨床心理師會誇大的指出其早就知道該案

件會如此演變，在某一殺妻謀求保險金之案件中，心理師指出如果我像其妻一樣

與先生在早餐時聊天，其晨間乖戾之性格，早就足以讓我瞭解為何其夫會做出殺

妻之事 426。 
此外，過往研究也指出，一旦察覺問題的解決方法，就有如察覺謎題中的隱

藏特徵，實質上對於人們解答上產生指引的效果，但人們未必會意識到其使用該

解答之幫助 427，該實驗要求受試者，試著將懸掛在房間中的兩條繩索相互綑綁，

其中一條懸掛在房間中央，另一懸於牆壁旁，而兩條繩索間隔超過徒手可以相互

綑綁之距離，受試者必須應用房間各式工具來達成相互綑綁之解方，實驗預設有

4 種解決方法，分別為：其一，將一個繩索固定於大型物體上，如固定於椅子上，

並且置於兩繩索中央，進而將另一個繩索拉至中央以相互綑綁；其二，加長某繩

索之長度，例如綁上延長用繩索，進而拉伸至另一繩索處相互綑綁；其三，握住

一繩索時，使用竿子拉扯另一繩索，進而相互綑綁；其四，將懸於房間中央之繩

索綁上重物，並進而使其如鐘擺般擺動，進而將另一繩索拉至中央處，並趁中央

繩索擺動時抓住該繩索進而相互綑綁。 
而本實驗要求所有受試者均必須達成第四個解方才能結束實驗，而在受試者

無法想到第四個解方時，實驗者會提供提示，提示一為實驗者輕輕晃動中央之繩

索，但受試者不會知道實驗者正在給予建議；提示二為當提示一沒有辦法促使受

試者解出第四解方時，實驗者會給予受試者一個老虎鉗，並告知其「只要有這個

幫助，便可以達成解方。」實驗結果約有 37.7%之受試者經過提示後才解出解方

四，而其中完整解出解方四者，僅有 6%（1 人）指出其是受到提示之幫助進而

解出解方，而其他人指出並沒有注意到該提示，或指出並沒有依靠該提示來達成

解方四，然而在其他驗證中，尚未解開解方四者，一旦給予提示一，有 49%受試

者將足以解開解方四，且一旦給予提示一，有 78%之受試者可以在 42 秒內解出

解方四，因此尚難認提示並無助於解方四之產生 428。進而，該文分析為何受試

者否認受到提示之可能的原因在於，當突然而來的解方之想法會主宰意識，並使

受試者認為其未經歷提示一之暗示，換言之，提示一於想出解決方法時扮演重要

之角色，但當整個解決方法顯現時，其顯然不會是被意識到之經歷，此種現象顯

                                                       
425 Baruch Fischhoff, Hindsight≠ foresight: the effect of outcome knowledge o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BMJ QUALITY & SAFETY, 288 (2003). 
426 Paul E Meehl, Why I do not attend case conferences, PSYCHODIAGNOSIS: SELECTED PAPERS, 6 (1973). 
427 Norman RF Maier, Reasoning in humans. II. The solution of a problem and its appearance in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 193-194 (1931). 
428 Id., at 18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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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無法用一般試誤原則（trial and error）來解釋，蓋受試者均無法完整詮釋經過

提示後，其想法之來源以及為何會有此種解方之想法，顯然解決方法之提示對於

受試者而言提供了某種程度之指引，而人們卻不自知 429。 
此文章已然指出對於某種結果（解決方法）之提示，即足以影響人們對於該

結果是否容易取得之判斷上，產生一定之影響而人們卻不自知，換言之，結果知

識的提供將會促使後見之明偏誤之產生，一旦了解解決方法或是若干解決方法之

指引，顯然人們便會不自覺的受其影響。 
 

                                                       
429 Id., at 19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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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後見之明在認知心理學上之研究 
首個針對後見之明之認知心理學上研究，被認為來自於 Amos Tversky 及

Danny Kahneman 針對直覺與偏見之研究 430，其等研究指出，人們在面對未知事

件之判斷時，其認知通常會來自主觀可能性，即人們通常會使用數個直覺性原則

或稱啟發法（heuristic principles）來減少複雜的判斷，該等直覺或許相當有效，

然而其使用上會產生嚴重的系統性偏見與錯誤，例如人們直覺在判斷距離遠近時，

當視野可視性高則會認為該物體距離較近，蓋因為物體可以清晰可見，進而有低

估距離之現象，反之如果可視性較低，則會傾向認為該距離較遠，進而高估與物

體之距離。此種特色反映出，人們通常不會察覺主宰其印象的法則，如在感知距

離時，會忽略模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此外，人們顯然無法很好的控制其感知印

象，儘管人們學習判斷距離法則，仍然會認為看起來清楚的山頂較近，不過可以

透過學習來認知受到偏見之情形，進而做出正確之預估 431。 
論者分析人們在面對未知事件判斷時，會使用三種直覺性、心理之作用，分

別為代表性直覺或稱代表性捷思法（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可得性直覺或

稱可得性捷思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調整與定錨（adjustment and anchoring）
三種直覺性效用。而所稱代表性直覺係指，在判斷關於兩事件之相似性時，例如

是否客體 A 屬於 B 分類之可能性為何？事件 A 源於 B 過程之可能性為何？A 過程

是否創造 B 事件之可能性等可能性的問題時，人們通常使用代表性直覺，其相似

可能性通常透過 A 是否為 B 之典型的程度來判斷兩者的相似程度，如當系爭結

果相符於該事件之高度典型，則兩者判斷上的相似性會很高，反之若非高度典型，

則相似度會較低 432，然而此種判斷直覺會受到系統性錯誤之影響，判斷者可能

會錯誤認知某要件的代表性，如人們在評估代表性時，傾向會忽略結果之過往可

能性、樣本數量大小、預測正確性等影響，抑或是使用某典型刻板印象來判斷代

表性，產生有效性之幻覺；此外，人們亦會誤解機率之運作，如人們會傾向認為

事件順序會隨機產生，縱然其序列長度很短，仍會表現出其隨機順序之特色，舉

例而言，在丟銅板之結果預測常會是，正反正反正反，而非正正正反反反，更非

正正正正正反，儘管這三者發生的機率事實上相同 433。 
另外，可得性直覺係指，在評估類型之發生頻率或事件之可能性時，乃透過

人們可想到之實例或已發生之事件來判斷，例如人們評估中年人心臟病發之風險

時，係透過回憶其所認知之實例來加以判斷；或是人們在評估商業投機失敗之可

能性時，會透過想像可能會發生之各式困難，此種直覺性判斷便被稱為可得性。

一般而言可得性在評估頻率或可能性上，是十分有用之指引，蓋因具有龐大實例

                                                       
430 Baruch Fischhoff, An early history of hindsight research, SOCIAL COGNITION, 10 (2007). 
431 Amos Tversky & Daniel Kahnema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1124-1125 (1974). 
432 Id., at 1126. 
433 Id., at 1127-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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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種類，相較於發生較小頻率之種類，會容易且更快被回憶出來 434，然而此種

方法亦可能產生系統性錯誤，依靠回溯可得性實例來判斷，可能會受到記憶本身

性質之影響，如容易回想到的記憶會傾向被判斷有較高的頻率，然而事實上有可

能並非如此，舉例而言，實際經驗火災者比僅在書面上看見火災者更容易有印象，

抑或是人們相較於第三位字母為R者，會更容易記得首位字母為R的單字，此外，

亦會受到想像偏見以及幻想性連結之影響 435。 
而有研究進一步指出，在可得性直覺判斷中，一旦先給予受試者某分類之若

干資訊後，再請受試者判斷其類型之頻率時，受試者會傾向判斷該分類具有較高

之頻率 436，蓋人們在判斷複雜事件時，傾向僅以最簡單且最可得之情節來估計

可能性，換言之其判斷要素並不全面，而僅來自最顯而易見的發生實例 437，因

此，顯然後見之明偏誤的現象會來自於，人們利用可得性直覺來判斷可能性之系

統性偏見與錯誤，亦即一旦事先提示後，將會使人們更容易回想其存在，進而產

生該分類更有可能發生之後見之明偏見，且顯然此種偏見對於人們在判斷上具有

強大之影響力。 
最後，調整與定錨係指，人們會從某個最初之價值開始估計，進而其會調整

該價值以達成最後之答案，最初之價值（或被稱之為起始點）可能會源於問題構

想之建議，或是部分計算之結果，然而不論最初價值的來源為何，其調整通常是

不完整的，換言之，不同起始點將產生不同之估計，而其估計是最初價值之偏離，

而此種現象稱為定錨現象（anchoring）438。 
 

                                                       
434 Id., at 1138. 
435 Id., at 1138-1143. 
436 Amos Tversky & Daniel Kahneman, Availability: A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 
COGNITIVE PSYCHOLOGY, 220 (1973). 
437 Id., at 229. 
438 Tversky & Kahneman, supra note 431, at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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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後見之明之專門研究 
特別針對後見之明現象加以研究之先驅者乃係 Fischhoff 等人，其在 1970 年

代所發表之兩組針對後見之明現象的實證研究，被認為是首個完整證實，結果知

識存在會影響人們傾向認為該事情之發生是可預測的，亦即後見之明現象存在之

研究，分別為美國總統尼可森是否訪問中國與蘇聯之實驗 439，與英國與尼泊爾

廓爾喀族（Gurkha）間紛爭 440之實驗，分別簡要介紹如下： 
 尼克森是否訪問中國與蘇聯 
(一) 實驗方法 

受試者首先被要求估計未來事件之結果發生的可能性（事前詢問），在事件

發生後，相同受試者被要求盡可能正確地去回憶或重建其預測（事後詢問），然

後再請受試者指出其是否認為每個事件會或不會發生（資訊詢問），資訊問題的

目的在於確認每個受試者是否相信該事件會發生 441。 
而受試者所評估的事件是關於，在 1972 上半年時，總統尼克森會不會訪問

中國與蘇聯，而實驗以收集資料與事件發生間的時間間距為基準，分為五組，分

別為： 
1. 在出發去中國前不久收集，並在出發後立刻再收集 
2. 在出發去中國前不久收集，並在出發後晚些再收集 
3. 在出發去蘇聯前不久收集，並在出發後立刻再收集 
4. 在出發去蘇聯前很久收集，並在出發後立刻再收集 
5. 在出發去蘇聯前很久收集，並在出發後晚些再收集 
而題目之設計上，在事前詢問之問題指引為，要求受試者去預估尼克森可能

會發生的各種事件之機率（以 0 到 100%間來評估可能性）；而事後詢問之問題指

引為，請受試者回憶相同於其事前詢問所回答之機率，抑或是回答受試者自己當

時對於該事件所會回答之機率，事後詢問之選項僅有次序與事前詢問不同，其係

為避免受試者受到暫時性位置記憶之影響；而在資訊問題之指引為，請受試者指

出是否認為各個事件會發生，A 相信事情會發生且眾所皆知、B 我相信事情不會

發生、C 相信事情會發生但非眾所皆知、D 不知道。而要求受試者評估之事件有

15 種結果，如美中會有外交大使但不會有外交承認、尼克森會至少見毛主席一

次、尼克森會宣布出訪成功、蘇聯猶太人會因為嘗試接觸尼克森被逮捕、美蘇會

同意共同之太空計畫等 442。 
(二) 結果 

約有 3 分之 2 的受試者不記得或不正確重建過往預估之可能性，而有 4 分之

3 之受試者記得或重建出比起她真實之預測還要高的可能性，而相較於第 1 或 3
組（兩側驗間相差 2 周，約有 67%之受試者受到預估偏見之影響）而言，主要差

                                                       
439 Fischhoff & Beyth, supra note 414. 
440 Fischhoff, supra note 425. 
441 Fischhoff & Beyth, supra note 414, at 4. 
442 Id., at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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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集中在第 2、4、5 組（事前與事後測驗間相差約 3 至 6 月，其中有近 84%之受

試者受到預估偏見之影響）443。 
另外，實驗結果顯示在事件記憶或重建可能性上，當事件被受試者認定已經

發生後，受試者對於該事件之可能性預估，會傾向高於其原本於事前指出之可能

性，相反的，而當事件被相信沒有發生時，則相較於原本之預估，受試者事後會

傾向減少其原先所預估之可能性。 
(三) 實驗結論 

事實上，人們對於其預估能力之評估，應該取決於其過去評估的正確性，如

果要估計其正確性，應當要記得事情發生前之先前預估結果，或是足以重建事情

當時的判斷者所知之情況，進而加以評估，亦即所謂事後回朔性評估，此種評估

方式必須要誠實地記得或重建該預測，然而回溯性評估會受持續性的偏見之影響，

一旦事情發生後，事後之預估將顯著高於事前預估，換言之，事情發生後將增加

事件發明之主觀不可避免性。 
另外，特定結果的發生，相符於該解釋之資料將會顯得更加突出，相反的，

不相符的資料傾向被遺忘、被弱化其存在、或被重新詮釋以符合主流解釋，而事

後預測將會被此種更新後的資料所影響，是以，此種結果知識的作用下，估計可

能性之判斷直覺會在事情發生後，讓事後預估可能性會高於當時真實的預測性估

計 444。 
 

                                                       
443 Id., at 9-10. 
444 Id., 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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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與廓爾喀族之紛爭 
(一) 實驗方法 

本文作者提出兩個假說，其一為給予結果發生之資訊，將會增加該結果被感

知之可能性；其二為人們知道結果知識後，將會不自覺的改變其在第一次假設之

看法。作者共做三個實驗，第一個實驗目的在證實後見之明之存在以及其共伴效

應，實驗一共區分五組，1 組為事前組而 4 組為事後組，事前組與事後組均被要

求閱讀一些歷史事件與客觀事件之文獻，以及 4 種可能會發生之結果；事前組僅

提供上述文件，而4組事後組給予相同之文獻及選項，但額外再指出某結果為真，

且每一組指出不同之答案為正確答案，換言之，有三組收到之「正確」答案是錯

的，受試者被要求去估計 4 種可能結果之發生可能性，並且評估每份文獻之重要

性，並且有些組別會被要求指出判斷所依據文獻部分 445。 
歷史之文獻共有 12 份，係針對英國與廓爾喀族間的若干客觀資訊，分述如

下： 
1. 在 Hastings 總督抵達英屬印度後，英國聯合軍涉入數場戰爭。 
2. 第一個戰役是發生在孟加拉北部疆界，對象為尼泊爾的廓爾喀族游擊隊。 
3. 儘管曾經嘗試透過交換領土方式來停戰，然而廓爾喀族並未放棄主張由英

國控制下的國土。 
4. Hastings 總督決定一次解決其問題。 
5. 該戰役開始於 1814 年 11 月。 
6. 廓爾喀族只有約 12000 名戰力。 
7. 但其驍勇善戰，在其領土內有游擊戰術之優勢。 
8. 英國的老指揮官僅經歷過平原戰役，且該次並沒有遭遇敵人頑強的攻擊。 
9. 在尼泊爾的山中並不容易發現敵人蹤跡。 
10. 軍隊與運輸用動物遭遇酷寒與極熱之環境。 
11. 英國指揮官在被逆轉後才學到教訓。 
12. 英國主要大將軍 D Octerlony 是曾經在小敗仗中逃跑的將軍之一。 
而四種該戰役的可能結果分別為，A 英國勝利、B 廓爾喀族勝利、C 在無和

平協議下停戰、D 在簽訂和平協議後停戰。在事後組會指出某一選項為答案之描

述，如指出結果為兩方停戰但不願意簽訂和平協議等。受試者被要求去估計 4
種可能結果之發生可能性（4 選項的可能性總合需為 100%），並且評估每份文獻

之重要性（最高 7 點的量表）446。 
而實驗二之目的在於，觀察使受試者察覺後見之明的存在，是否能有效防止

後見之明之發生，實驗二亦共區分五組，1 組為事前組而 4 組為事後組，文件內

容與選項均與實驗一相同，唯一不同在於每個事後組給予答案後，均附註請其當

作結果沒發生來判斷，如果事後組之預估與實驗一之事前組相同，則受試者顯然

                                                       
445 Fischhoff, supra note 425, at 304-305. 
446 Id., at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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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後見之明的存在並可以有效防免，反之，如果事後組之預估與實驗一之事

後組相同，則受試者顯然無法完全忽略結果知識的效用 447。 
最後，實驗三的目的在於，測試使受試者換位思考是否有助於防止後見之明，

實驗三亦共區分五組，1 組為事前組而 4 組為事後組，文件內容與選項均與實驗

一相同，唯一不同在於每個事後組要求受試者，去假設其他不知道結果的學生所

判斷之結果可能性 448。 
(二) 結果 

實驗一之結果指出，在指出結果後，該選項結果發生之可能性提高，事前組

與事後組對於可能性評估之差異平均為 10.8%，且約 70%的事後組受試者回答顯

示，被提示為結果的選項之發生可能性高出事前組相應選項之預測。此外，各文

件的貢獻程度與受試者認為是真的結果，呈現高度相關，例如在第 11 號文件中

（英國指揮官在被逆轉後才學到教訓），這文件在英國勝利的判斷中有較高重要

性，然而在判斷為廓爾喀族勝利時較不重要 449。 
實驗二之結果指出，提醒後見之明的存在僅有極微小的效果，有將近 81.25%

事後組之估計高於事前組，實驗二事後組與事前組之差異平均為 9.2%，僅稍稍

低於實驗一之結果，然其差異不具重要性 450。 
實驗三之結果指出，事後組仍然無法忽略後見之明的效果，有將近 87.5%事

後組之估計高於事前組，實驗三事後組與事前組之差異平均為 8.7%，僅稍稍低

於實驗一之結果，然其差異不具重要性 451。 
(三) 討論 

本研究顯示，當受試者被告知結果，將會增加其對於可能性之預估，並足以

調整判斷描述該事件情形之資料的重要性。此種現象也應證了，歷史學家會被已

經勝利的優勢力量所牽制，進而給予其發生係不可避免的評價，此外，從事後的

觀點更容易從不重要的信號中挑出重要者，蓋事件一旦發生後，該信號總是如水

晶般明確，當災難發生後該災難的象徵將會顯得顯而易見，然而在災難發生前，

其判斷將會充滿困難且相衝突的訊息 452。 
此外，受試者不論有無意識到結果知識對他判斷之效果，均無法忽略或取消

其影響，一旦接收到結果知識，受試者顯然無法重建事先預估的狀態，因為結果

知識所產生之後見之明已經定錨在其意識中 453。 
事實上，要具體證明受到結果影響的判斷相當困難，蓋由於沒有單一的方法

來判斷事件可能性與重要性，蓋如果有人說有 99%可能機率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

戰，也無法認定其推論是錯誤的，僅保證 100%會發生才是完全錯誤之估計，但

                                                       
447 Id., at 307. 
448 Id., at 310. 
449 Id., at 305-306. 
450 Id., at 308. 
451 Id., at 310. 
452 Id., at 307. 
453 Id., at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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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開的研究數據仍能發現，在提供結果後，事後預測將會被誇大，可見後見之

明不僅影響人們對於過往在沒有結果知識下，對於已知事件的印象，也影響人們

本身或對他人在預估時所已經知道之印象 454。 
 

 小結 
此兩份先驅研究，不僅明確證實後見之明之存在，也證實結果知識對人們在

回溯性判斷上，容易產生嚴重的系統性偏見，也開始了後見之明未來在各個領域

上之研究。此外，上開研究也揭示了兩種不同針對後見之明之研究方法，至今仍

被廣為採用，分別為「受試者間研究法」或稱「假設設計 hypothetical design」，
與「受試者內研究法」或稱「回憶設計 memory design」，前者受試者間研究法通

常將受試者區分為兩組（實驗組與對照組），而請受試者針對事件之發生機率加

以評斷，而實驗組會額外獲得結果相關資訊（有些會設計兩種以上的不同結果資

訊，如給予不同組別不同正確答案），對照組則否，之後便進行估計結果發生之

機率的比較，在此種實驗情形下，如果結果不發生，而實驗組預估之發生機率小

於對照組，或是在結果發生，而實驗組預估之發生機率大於對照組時，將足以佐

證結果知識之存在使人們產生後見之明，如上開英國與廓爾喀族之紛爭之實驗方

法。 
後者受試者內研究法通常不會區分實驗組別，而是請受試者在某尚未發生事

件前，針對該事件發生與否之機率加以預測，而在事件發生後（亦即受試者已經

知道結果發生），再次請受試者回憶當時所預測之機率，或再次回溯當時之情境

下受試者自己可能會做出之預估，在此種實驗情形下，如果當事件有發生，若回

憶時對於發生機率之評估大於事前所評估之機率，或是在結果未發生，而回憶時

對於發生機率之評估小於事前所評估之機率，將足以佐證結果知識之存在使人們

產生後見之明，如上開尼克森是否訪問中國與蘇聯之實驗方法，惟此種方法所牽

涉更複雜的認知過程，如可能會因為原先記憶該估計的強度，而使得其回憶的估

計較不受偏見影響或完美重現 455。 

而有些研究認為回憶設計與假設設計所得之結果有若干差異，因而會將後見

之明效應限縮在回憶設計之實證研究所觀察而來之結果，而將我早就知道的效應

限縮在假設設計之實證研究所觀察而來之結果 456，而回憶設計在結果的蒐集上亦

需要若干調整 457。 

而本文以為，受試者間研究方法相較於受試者內研究方法而言，對於實驗數

據之蒐集較為容易，蓋受試者內研究法必須在兩個不同時期蒐集同一人之實驗結

果，而不見得有受試者願意如此長時間之參與，進而影響能收集到的資訊量，如

                                                       
454 Fischhoff, supra note 425, at 310. 
455 Rüdiger F Pohl, Ways to assess hindsight bias, SOCIAL COGNITION, 16 (2007). 
456  Giuliana Mazzoni & Manila Vannucci, Hindsight bias, the misinformation effect, and false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SOCIAL COGNITION, 204 (2007). 
457 Pohl, supra note 455, at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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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森訪中之實驗僅有 53%458之事前組有續而參加事後組，是以，事實上其後針

對後見之明的實證研究較頻繁採用受試者間研究法，且縱然受試者內研究法對於

後見之明對於個體的影響上較小，蓋使用相同受試者進行研究，較不容易受到不

同受試者間個體差異，如生活經驗與背景知識等變數影響，惟受試者間研究法可

以採納更大的實驗樣本數，亦能減低上開個體差異之影響，並且足以證明整體人

類均顯然受有此種後見之明的認知偏誤，是以兩種實驗之結果均應可信。 

                                                       
458 Fischhoff & Beyth, supra note 414,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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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後見之明之成因 

現今後見之明現象之存在基本上係被廣為承認，其現象之存否基本上並沒有

爭議，然而在後見之明現象是如何產生卻並無定見，換言之其後見之明機制要如

何解釋並沒有統一之見解，茲以影響人們思考之面相作為區分標準，將各學者後

見之明成因理論，羅列並分類整理至記憶層面、決策層面、動機層面，分述如下： 
一、記憶層面 

(一) 記憶扭曲論（memory distortion/ impairment） 
此說認為，判斷者應用結果知識來說明結果，一當接收到結果知識，判斷者

會將其吸收作為他已經知道之系爭問題的資訊，而回溯判斷會嘗試用判斷者對於

整體事件之了解，來使整體事件合理化、一致化，相關判斷之變化可以反映出此

種同化、調整之現象，這種轉化作用會產生後見之明，蓋判斷者會使用事後資訊

來產出已發生案件之主觀的預測，如人們會用代表性直覺來判斷未知事件的可能

性，結果知識之應用會增加結果與發生情況之預估相符程度；此外，在可得性直

覺應用上，會使用是否能夠獲得達成或未達成結果之情節來估計結果的可能性，

因此判斷者知道結果發生後，會依其知識來調整其觀點，進而容易傾向認為不會

有發生其他結果之可能，蓋具有結果知識之判斷者，會從結果來回推原因，這種

回推方法會阻礙該事件不會發生之想法，蓋從終點走迷宮，不會產生從起點迷路

之路徑 459。 
論者指出，此種記憶扭曲之現象與記憶之誤報效應（misinformation effect）

和錯誤自傳性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相似，均經歷相似的三個階段，

首先，產生原本無記憶之假定自傳事件，第二，出現新的錯誤資訊，第三，該事

件的發生之看法或記憶被重新評估，而在後見之明的情形下，此三階段分別為受

試者參與判斷、提供解答或正確性等資訊、要求受試者回憶先前估計，經歷此三

階段之過程後，將產生記憶結果之扭曲，其最重要的核心在於提供新資訊進而能

操作、修正先前事件之舊有記憶 460，而記憶之扭曲可能是透過後設認知性

（metacognitive）判斷與評價之方法來創造扭曲之記憶，其包含記憶之流暢度

（fluency）、相似度（familiarity）、顯著度（memorability）、可信度（plausibility）
等影響要素，此等要素均展現出，新提供之資訊對於記憶有不同程度之影響性
461。 

(二) 選擇性記憶提取論 
此說認為，一旦受試者接收到結果知識後，受試者會過度集中注意力在該結

果知識上，而不會去注意他種可能結果之發生，亦即該結果較具有可得性，可能

造成有結果知識者，無法妥適判斷選擇性之結果 462，換言之，人們會進用結果

                                                       
459 Fischhoff, supra note 425, at 310. 
460 Mazzoni & Vannucci, supra note 456, at 205-207. 
461 Id., at 211-215. 
462  Paul Slovic & Baruch Fischhoff, On the psychology of experimental surprises,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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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並且用以重新組織其看法，使得人們無法回朔在預估時可得知資訊，而產

生後見之明偏誤 463。 
由於當人們在回答是否某事件會發生時，首先會去搜尋相關事件之記憶，如

果其記得，人們便可以推斷該事件會發生，如果其不記得，人們會去決定是否欠

缺的記憶可以作為該事件未發生之解釋，並經過一系列後設認知的過程來加以判

斷 464，換言之，只要減少過往記憶的提取，並且加強補充記憶與知識中確實的

資訊，便可以影響事件發生可能性之判斷，並且產生虛假的記憶。 
而更有論者認為，誤導性事後事件所導致個體的記憶偏見，並沒有足夠的證

據顯示其會影響原始記憶的修正，而是會影響人們對於系爭問題之回應 465，換

言之，後見之明的成因應是來自於記憶之重現偏誤（biased reconstruction），而

人們會忘記過往事前之猜測，而在結果知識的表現後，人們會進用該知識作為基

準，進而產生後見之明偏誤的現象 466。 
 

二、決策層面 
(一) 定錨與調整 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此說源自於人們對於未知事件之判斷上，會有所謂定錨及調整之現象，亦即

人們會從某個最初之價值開始估計，進而其會調整該估計以達成最後之答案 467，

最初被用於最初預測性判斷之起始點，被稱為錨，而錨會被調整以相符於額外資

訊之暗示，然而通常這些調整是粗糙且不精確的，例如實驗指出，在判斷數量之

預估時，給予先隨機數字再詢問其預估時，此等隨機數字對於估計有重大影響，

定錨效應不僅發生在給予主觀的起始點，更會發生在其估計尚未完成計算之結果，

例如在 1 乘到 9 或 9 乘到 1 的相乘結果預估上，當受試者計算未完成時，從 1
乘到 9 之結果數值（平均為 512）相較於 9 乘到 1 之結果（平均為 2250）顯得較

低（正解為 40320）468。 
若人們受到後見之明之影響，如一旦給予人們結果知識，其會被視為事後判

斷之心理上基準，亦即一種想法之最初狀態，該狀態使結果發生後比起該結果發

生前，人們更有可能判斷該事件會發生，舉例而言，在回溯判斷過往第一次判斷

心理狀態時（其預估為 P1），受試者可能會問自己，必須考慮我當時知道甚麼、

該事件當下之可能性，然而其會被其現在（事後）的心理狀態所定錨，因而其先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547 (1977). 
463 Slovic & Fischhoff, supra note 462, at 550-551. 
464  Giuliana Mazzoni & Irving Kirsch,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and beliefs: A preliminary 
metacognitive model, APPLIED METACOGNITION, 139-142 (2002). 
465 Michael McCloskey & Maria Zaragoza, Misleading postevent information and memory for events: 
Arguments and evidence against memory impairment hypothes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5-16 (1985). 
466  Stefan Schwarz & Dagmar Stahlberg, Strength of hindsight bias as a consequence of 
meta-cognitions, MEMORY, 395 (2003). 
467 Tversky & Kahneman, supra note 431, at 20. 
468 Id., a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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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心理狀態無法被回溯，換言之，該現象即係調整不充分，該未充分調整後的

可能性預測為 P2，而 P2 之可能性會傾向介於在其現在的相信（事後預測可能性）

與原先相信（P1）之間，換言之當事件已經發生，P2 會傾向高於 P1469。 
總結而言，定錨理論係指，當受試者知悉某結果會發生時，可會給予該結果

80%之評估機率，然後以此為定錨點，向上或向下來調整，以假定受試者本身尚

未知悉該結果前的可能性評估，然而此一調整通常並不充分，如從 80%開始向下

調整，但原先不知悉結果時可能的預估為 50%時，兩者向下調整的基準不同，於

是知悉結果所為之調整後機率，仍會大於原先不知悉結果時可能之預估，進而產

生後見之明之現象。 
(二) 因果理論 causal model theory 
此說試圖從事件結果的解釋來詮釋後見之明，其核心思想在於，透過對於過

往情狀與結果間，精密的因果流程之推斷，來使得系爭結果知識之產生變的合理，

進而加強過往當下之可能性評估的見解，使該結果顯得更加不可避免 470，換言

之，此理論來自於合理化過程，或所謂因果關係之流程，而此種合理化過程通常

會出現在驚訝事件、負面事件、明示或暗示原因之問題，當過往事件之因果關係

可以被建立並足以詮釋結果之發生，則將會產生後見之明，如果該因果關係無法

建立，則將不會導致後見之明 471。 
當人們有動機去了解或合理化事件之結果時，人們會去搜尋環境中相關的因

果先前事件（例如方才閱讀到的結果情節），以及長期記憶等，足以解釋該結果

之因果，特別是以結果知識作為回溯之線索，來促進受到結果支持的先前事件之

進用，換言之，在評估因果流程之過程，例如證據取捨、選擇時不當減低相反證

據之權重等，便已受到偏見，使事件結果更加可解釋或更加合理 472，而人們合

理化該結果之動機可能來自於人們希望世界之運行是穩定且可預測的，從後見之

明去合理化解釋事件之發生，使得世界似乎可以按照既定的程序進行，蓋如果悲

劇發生是可預期的而非邏輯上的必然，受難者會被譴責未妥適避免結果發生
473。 

 
三、動機層面 

(一) 提高社會評價之動機論 
此說認為，人們傾向相信我早就知道之理由，在於滿足人們最基本之動機，

亦即可預測性之動機，以及維持公共或個人之自我評價、自我表現 

                                                       
469 Fischhoff & Beyth, supra note 414, at 14-15. 
470 Hartmut Blank & Steffen Nestler, Cognitive process models of hindsight bias, SOCIAL COGNITION, 
136-138 (2007). 
471 Steffen Nestler, et al., Hindsight bias and causal attribution: A causal model theory of creeping 
determinism, SOCIAL PSYCHOLOGY, 182-183 (2008). 
472 Id., at 183. 
473 Jeffrey J Rachlinski, A positive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judging in hindsigh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582-583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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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動機。所稱可預測性之動機係指，學者認為人們最基本之動機是控制之慾

望，或足以對抗大自然之能力，例如預測自然之能力、對於必然之渴望，進而人

們相信該事件是可預測的，將足以滿足該動機，由於每個人所得之先前資訊不會

隨著結果資訊而變化，則個人判斷的可能性差異，顯然不會全然來自於認知機制

之影響，而當受到結果知識影響，去認定特定結果具有較高或較低的可預測性時，

動機要素顯然扮演一定之角色 474。 
而所稱自我表現動機係指，相信或使人相信其在結果發生前，便有預知到該

結果的能力是令人愉悅的，不論是令他人印象深刻或是保留顏面，人們會相信或

聲稱相信自己有正確的預估，即使如此人們並不見得會因此有任何好處 475。 
綜上，此理論認為人們會為了提高他人對自己之尊重，進而表現出學識充沛、

全知全能之模樣，進而受到後見之明之偏誤影響，高估自己的預測能力。 
(二) 卸責動機論 
此說認為，由於人們有趨吉避凶之動機，當負面結果發生時，人們會傾向於

逃避責任，進而產生兩種關於失敗與失望之後見之明偏誤，第一種為防禦性處理

（defensive processing），其指出為了避免負面結果所生之罪刑，人們會認為（或

表面上認為）該事件之發生是不可預期的；第二種為回溯性悲觀主義（retroactive 
pessimism），其指出人們基本上會希望減少對於失敗之責任感，因而去說服自己

該事件之發生是不可避免的，而縱然有防衛措施亦是徒勞無功的，而儘管兩種論

點均涉及人們可以避免對於結果產生令人沮喪的內在歸責感，但兩者作了相反的

預估，防禦性處理會產生較輕微的後見之明偏誤，蓋其會傾向於忽略該結果之發

生，而回溯性悲觀主義會產生較嚴重的後見之明偏誤，蓋其應用後見之明偏誤來

逃避責任 476。 
 

四、小結 
心理學家已經嘗試透過各種理論來解釋後見之明偏誤存在之可能成因，本文

試著從記憶層面、決策層面、動機層面，來分析、介紹各個理論對於後見之明偏

誤現象成因及詮釋，然而不論任一理論均有肯定與否定之批評，以及若干實證研

究之支持與反對的驗證，目前科學界亦沒有統一之見解指出後見之明之單一具體

成因，或有可能事實上，上述各種成因交互影響，共同導致後見之明偏誤現象之

存在，是以，在考量後見之明偏誤之防免時，本文認為宜採取更全面性之思考，

考量各種後見之明可能之成因而不偏廢任一理論，進而提出更完善、更完整之解

決方案。 

                                                       
474  Jennifer D Campbell & Abraham Tesser, Motivational interpretations of hindsight bias: An 
individual difference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07 (1983). 
475 Id., at 607-608. 
476 Mark V Pezzo & Stephanie P Pezzo, Making sense of failure: A motivated model of hindsight bias, 
SOCIAL COGNITION, 147-14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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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後見之明之防免策略 

心理學家已嘗試透過記憶層面、決策層面、動機層面來分析、介紹後見之明

偏誤現象成因及詮釋，並且依據後見之明可能的成因，有眾多學者試圖提出各式

解決後見之明偏誤之策略，可給予當專利法在面對後見之明之影響，可能可以應

用之解決手段，是以茲羅列可能之解決方法如下： 
 

一、提醒人們後見之明存在 
論者試圖利用引導語句，提醒人們後見之明之存在或盡可能避免結果知識之

影響，例如：請假設如果在你不知道結果之情形下，你會如何回答 477、你的回

答將用於估計本題目之難度，請假設你不知道該結果下回答 478、實驗發現人們

在知道結果後，會有誇大其了解之程度，亦即我早就知道之效應，是以請進你所

能避免該偏見影響你的決定 479…等實驗引導語句，試圖避免受試者在結果知識

之影響下，對其估計產生後見之明偏誤，然而此種指導語之去除後見之明的效果

並不顯著 480，不過在回憶設計之實驗中，提醒受試者後見之明的存在，可能會

因為受試者仍記得事前預估之內容，而減緩後見之明偏誤之效果，一旦未提醒，

則事後預估仍會受到後見之明偏誤之影響 481。 
 

二、要求人們立於他人立場思考 
論者要求人們易地而處，假設他人在不了解結果知識下，會如何判斷，例如

要求受試者去猜測其他不知情之第三人，會如何判斷該結果發生之可能性，並要

求受試者回答該他人可能會如何思考 482，其目的在於避免人們會為了提高其本

身社會評價之動機，因而跨大其預知能力，則要求人們換位思考，似可以減少該

動機以達成減緩後見之明偏誤之目的，然而其減緩後見之明的效果亦並非顯著
483。 

 
三、增加獲得結果知識與為估計時之時間間距 

論者指出，若人們無法忽略結果資訊，則剛獲得結果資訊後，其受到結果資

訊之影響所產生的後見之明偏誤將會最明顯可見，則拉長結果知識獲得時與估計

時之時間間距，其判斷受到結果資訊可能會被遺忘等因素影響，而減緩其後見之

                                                       
477 Fischhoff, supra note 425, at 307. 
478 Baruch Fischhoff, Perceived informativeness of fac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350-351 (1977).  
479 Id., at 354-355. 
480 Id., at 356-357. 
481 Gordon Wood, The knew-it-all-along effec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352 (1978). 
482 Fischhoff, supra note 425, at 309-310. 
483 Id., at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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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效果 484，然而亦有研究顯示縱然增加時間間距，後見之明的影響仍然存在

且頑強 485。 
 

四、給予否定結果知識之見解 
有論者在回憶設計實驗中，試圖營造某種環境，足以促使受試者確實回憶起

其原本之記憶狀態，進而能夠減緩後見之明之現象，而論者所採用的方式係透過

先給予結果知識，但其後指出該知識之來源欠缺可靠性或根本不正確，則如果原

始知識仍然存在記憶之中，將可以促使人們取回該記憶狀態 486，研究結果指出，

指出該結果知識是錯誤後，接收結果知識的受試者之估計與未接收結果知識者之

估計間沒有顯著之不同，亦即後見偏誤之現象有減小之趨勢，顯然受試者在特定

情況可以取回其原先估計之記憶，縱然其已經接受到結果知識，換言之，論者認

為此種方式似可有效減緩後見之明 487，不過本文認為，此種再次給予否定結果

知識之方式，其究竟是促使人們回憶起原先估計之記憶，抑或是實質上提供新的

結果知識，進而因取得該結果知識而產生另外的後見之明偏誤，造成前開兩組受

試者估計沒有顯著不同之減緩後見之明的表徵，不無疑義，是以此策略是否確足

使減緩後見之明，仍宜進一步研究。 
 

五、要求回答列舉理由 
此說論者指出，要求受試者針對其回答列舉理由，可以減少因為給予結果知

識所產生的後見之明，蓋後見之明之成因可能來自於過度自信之表現，過度自信

會導致不成熟的判斷，使其可能性預估欠缺深思熟慮，進而降低判斷的可信度，

而列舉判斷之理由被認為可以減少過度自信之現象 488，是以要求判斷之理由可

以提高判斷之可信度，以及正確回答之可參考性，進而減緩判斷所生的後見之明
489。 

研究指出，判斷時列舉支持其判斷之理由（所有選項均註明理由）490、列舉

反對結果知識選項之理由（特定選項註明理由）491，均被認為具有減少後見之明

之效果，然而要求列舉過量理由可能反而加重後見之明，蓋可能因為列舉過量理

由之困難性，反而造成人們會反過來認為該選項有較高可信度 492，而在列舉支

                                                       
484 Wood, supra note 481, at 346-347. 
485 Id., at 352. 
486 Lynn Hasher, et al., I knew it all along: Or, did I?,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91 
(1981). 
487 Id., at 91-93. 
488 Asher Koriat, et al., Reasons for confide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LEARNING 
AND MEMORY, 116-118 (1980). 
489 Hal R Arkes, et al., Eliminating the hindsight bia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307 (1988). 
490 Id., at 306-307. 
491 張嘉璧、李玉惠，〈去除後見之明偏誤: 列舉理由程序的應用〉，《應用心理研究》，5 期，頁

82-88（2000 年）。 
492  Lawrence J Sanna, et al., When debiasing backfires: Accessible content and accessibility 
experiences in debiasing hindsigh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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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結果知識選項之理由（特定選項註明理由），相較於列舉否定結果知識之理由

而言，被認為較無助於減少後見之明 493，其原因可能在於，當人們判斷答案是

否正確之時，人們通常自然會對其所選擇之回答列舉支持之理由，而相同情形亦

發生在有後見之明的產生時，人們亦會自發性產生支持結果之理由，進而無法有

效減緩後見之明 494。 
 

六、增加審判者之經驗 
有研究指出，當人們對於該事務相當熟悉時，人們在進行回溯性評估時，受

到先行告知結果之發生的影響較小 495，換言之，對於該事務者具有豐富經驗者，

將較不容易受到後見之明之影響，例如可以更有效的避免接觸若干資訊，以避免

其產生不當的定錨效應，則專業化、受良好訓練之審判者亦有助於避免審判者受

到後見之明偏誤之影響 496，是以盡可能增加審判者之經驗及訓練，將有助於減

緩後見之明。 
 

七、小結 
綜上所述，心理學家試圖透過提醒人們後見之明存在、要求人們立於他人立

場思考、增加獲得結果知識與為估計時之時間間距、給予否定結果知識之見解、

要求回答列舉理由、增加審判者之經驗等等方式，試圖解決高度頑強的後見之明

偏誤，而不論其是否顯著有效的減少後見之明，其等方法均帶給我們不同面向去

思索可能足以解決後見之明之策略，縱然無法將後見之明偏誤有效根除，但能減

少後見之明偏誤之影響，已足以有效提升人們在判斷上之可信度，此等研究也提

供法律界未來在擬定後見之明避免之策略時，提供一個實證研究之根據，進而更

能有效擬定減緩後見之明偏誤的策略，以解決其對於法院判斷上之影響。 

                                                                                                                                                           
COGNITION, 497 (2002). 
493 Martin F Davies, Field dependence and hindsight bias: Cognitive restructuring and the generation 
of reason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70-71 (1992). 
494 Id., at 71. 
495 Christensen-Szalanski & Willham, supra note 420, at 162-163. 
496 Chris Guthrie, et al., Inside the judicial mind, CORNELL L. REV., 821-825 (2000); 杜榮瑞、林孝倫，〈法

官對審計品質之評估: 後果知識與經驗之影響〉，《會計評論》，50 期，頁 15-16（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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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見之明對於法律之影響 

後見之明之偏誤影響廣及各領域，包含政治、歷史判斷、心理治療、醫療診

斷、僱用人評價等等均可見其影響 497，而在法律系統中亦可見其影響，蓋許多

法律上之判斷多半仰賴在裁判時（事後），去回溯判斷行為人行為當下之行為（事

前）是否符合相關之規定，且審判者通常會已經知道結果的發生，進而創造後見

之明偏誤在影響法律判斷上之可能，例如評估行為人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可預

見等 498，且由於後見之明偏見被認為在負面結果判斷上，會有更嚴重之偏誤 499，

而一般而言法律系統中之判斷，多屬於負面的結果判斷，是以後見之明偏誤之影

響在法律系統上被認為更加嚴重，例如被害人嚴重的傷勢會促使較高的賠償金
500。 

而後見之明在法律系統中之影響已引起廣大之注意及研討，論者分析 1981
年到 2016 年涉及法律與後見之明之研究，共計有 5304 篇相關研究，且其中有將

近 66 篇實證研究 501，而其中研究大致可以集中在五個法領域：醫療過失、法庭

調查、民事過失、專利法、刑法。在醫療過失領域之影響係指，醫療法指出，如

果醫生所為之醫療決定，符合當時一般之醫療專業標準者，醫生對其醫療行為所

生之損害不負法律上責任 502，而由於審判者在審判時必然會取得所有負面結果

之資訊，進而在回溯判斷醫生是否符合一般醫療水準時，會有受到後見之明偏誤

之疑慮 503，舉例而言，後見之明可能會影響審查者如何評價醫生之合理能力，

例如後見偏誤會提高醫生探測到不正常影像之能力的標準，儘管一般而言該影像

畫面不正常處相當細微、或是常引起誤解的異常處 504；另外，後見偏誤會影響

人們判斷醫生是否應該為其醫療行為負責，如一旦了解醫療行為產生嚴重負面結

果者，會傾向認為醫生需要因醫療疏失負責 505。 
關於法庭調查領域之影響，舉例而言，在法院審查警察搜索合法性要件判斷

上，緊急搜索合法性必須基於在搜索當下的合理性，亦即該情狀是否符合緊急要

                                                       
497 Arkes, et al., supra note 489, at 305. 
498 Rachlinski, supra note 473, at 572. 
499 Terence R Mitchell & Laura S Kalb, Effects of outcome knowledge and outcome valence on 
supervisors' evalu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09-610 (1981). 
500 Edith Greene, et al., The effects of defendant conduct on jury damage award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28 (2001). 
501 Giroux, et al., supra note 422, at 191. 
502 參照我國醫療法第 82 條第 2、4 項之規定：「…醫事人員因執行醫療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

故意或違反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且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所致者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前

二項注意義務之違反及臨床專業裁量之範圍，應以該醫療領域當時當地之醫療常規、醫療水準、

醫療設施、工作條件及緊急迫切等客觀情況為斷。（筆者強調）」 
503 Giroux, et al., supra note 422, at 191. 
504 John R Muhm, et al., Lung cancer detected during a screening program using four-month chest 
radiographs, RADIOLOGY, 614 (1983). 
505 Robert J Blendon, et al., Views of practicing physicians and the public on medical error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37 (20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9

147 
 

件 506，而搜索的結果不應該是合法性與否之考量基準，然而研究指出在後見之

明之影響下，搜索的合法性可能會基於搜索結果而產生差異，詳言之，審查者必

須基於搜索當下，警察所得認知到之情事，來判斷當時是否有足夠的理由與緊急

情況，並據以判斷警察在搜索當下的合理性，而搜索的結果不應該是考量基準，

然而在後見之明的作用下，搜索結果將會影響審查者在合理性與情況緊急性的估

計，例如在判斷警察濫權之民事賠償實驗中，告知蒐查到不法物品結果，相較於

沒有找到違法物或沒有告知結果而言，在搜索到違法物品的情形中，受試者給予

原告賠償顯著減少 507。此外，後見之明也會影響在警察使用致命武力射擊是否

妥適之判斷上，例如受到受害者之傷害結果的等級與嚴重度、事後事件之調查結

果等因素影響，研究顯示在產生嚴重後果的事件中會產生較大的後見之明 508，

亦有研究顯示在反恐行動中，一旦給予被射擊者是無辜者之結果，相較於未給該

結果前，判斷者會傾向指出，受害者所面臨到的威脅並不那麼嚴重 509。 
關於民事過失領域之影響，例如判斷加害者對侵權行為是否有過失而生損害

於他人，以及其損害賠償之價額 510，在審查加害者是否有過失時，自應依一般

社會上之觀念，認定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所應具有之注意，並判斷行為人

已盡此注意與否 511，而其判斷之基準時點，自應以行為時或傷害結果發生前，

行為人所能盡到之注意義務為準，自不應考量原告之傷害結果的嚴重性等因素影

響過失之判斷，然而在後見之明之影響下，相較於未被告知結果的受試者，被告

知負面結果的受試者，會傾向認定其行為可預見而有過失 512，且原告有嚴重傷

勢者，在受試者經過審慎思考後，將會產生更高比例之過失認定 513。 
而在刑事法領域之影響，例如我國刑法上，行為人須因可預見犯行而有過失

514，才能成立過失犯罪，換言之必須受害人之受害結果，為行為人行為時所能預

                                                       
506 參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2 項之規定：「檢察官於偵查中確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

非迅速搜索，二十四小時內證據有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之虞者，得逕行搜索，或指揮檢察事

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搜索，並層報檢察長。」應注意的是，我國司法警察並無無搜

索票之緊急搜索發動權，應由檢察官指揮執行，似與研究所指之美國規定有些許差異。 
507 Jonathan D Casper, et al., Cognitions, Attitudes and Decision-Making in Search and Seizure Cases 1,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11-112 (1988). 
508 Elaine Walster, 'Second Guessing'Important Events, HUMAN RELATIONS, 244-249 (1967). 
509 Alasdair M Goodwill, et al., The impact of outcome knowledge, role, and quality of information on 
the perceived legitimacy of lethal force decisions in counter-terrorism operations, 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 344-345 (2010). 
510 參見我國民法第 184 條：「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

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

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511 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2139 號民事判決參照。 
512 Matt Groebe, Does Bifurcation Eliminate the Problem: A Closer Look at Hindsight Bias in the 
Courtroom, JURY EXPERT, 17-18 (2011); Reid Hastie, et al., Juror judgments in civil cases: Hindsight 
effects on judgments of liability for punitive damage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609-612 (1999). 
513 Edith Greene, et al., The effects of injury severity on jury negligence decision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690-692 (1999). 
514 參見我國刑法第 14 條第 1 項：「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

者，為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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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而其判斷之基準時點亦當以行為時為準，然而研究指出，在受試者了解到危

險犯罪已經產生死亡結果時，相較於未被告知結果者而言，受試者會傾向於判斷

該死亡結果較可預見 515。 
此外，在公平交易法領域中，研究者指出，審判者在判斷時，常在事後審查

時進行回溯性可能性預估，例如獨佔未遂（attempted monopolization），其判斷

時點自應以被告嘗試為限制競爭行為時加以判斷，如評價在開始嘗試為壟斷行為

時，相關市場與被告市場力量之估計，而此種回溯性判斷，可能會受到被告所提

出其後來市場占比大幅萎縮，作為證明其欠缺市場力量之強力佐證等等結果知識

之影響，進而在判斷上產生偏誤，而在限制競爭陰謀（anticompetitive conspiracies）、
掠奪性定價等判斷上亦被認為會受結果知識之影響 516。 

總此以言，儘管一般人不見得時常需要去回溯預估過去事件，但在司法實務

上，時常不可避免地必須要進行過去特定時點之回溯可能性評估，而其判斷上理

論上自然必須要忽略現在已經發生之事實，然而此種結果知識所產生判斷上的後

見之明偏誤，已被各式實證研究證明十分頑強，且在各式法領域中，如前述醫療

過失、法庭調查、民事過失、公平交易法、刑法等領域中均無所不在，顯見後見

之明偏誤對於法院心證正確性之影響不言而喻，是以此偏誤對於法院而言，顯然

是必然要思索如何去解決之難題，值得學界與實務界持續不斷探索與研究，而本

文在下節中將集中在後見之明對於專利法進步性判斷之影響。 

                                                       
515 Andrew J Evelo & Edie Greene, Judgments about felony-murder in hindsight,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77 (2013). 
516 Christopher R Leslie, Hindsight Bias in Antitrust Law, VAND. L. REV., 1539-157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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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見之明對於進步性判斷之影響 

在專利法中，進步性之判斷必須申請發明非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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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判斷進步性之基礎時點，自應由

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發明申請當下之客觀技術狀態加以判斷，蓋

由於審查者無從得知發明何時發明，是法律規定以專利申請時或所主張相關優先

權日為基準 517，以該時點之技術狀態作為判斷進步性之標準，換言之，審查者

必須要在事後去回溯判斷，在發明申請之當下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但在專利審

查或其後進入司法訴訟檢驗時，往往已距離申請日有不短之時日，則當智財局或

法院在進行專利進步性審查時，審查者或裁判者不但已然了解到近期科技之發展，

更了解到系爭發明申請已經完成之結果，而在發明之成功與技術發展的指引下，

該發明所解決之技術問題便會顯得不再是問題，亦即其進步性判斷極容易受到結

果知識之影響，進而產生後見之明偏誤，使得系爭發明之產生顯得顯而易見，因

而喪失進步性，換言之，在後見之明之影響下，進步性之標準將會顯著提高，影

響進步性判斷標準之準確性、妥當性以及可預測性等，使得進步性標準將會趨於

嚴格但模糊而難以預測，進而進步性所追求專利目的之獎勵創新等目的之達成之

精緻平衡，將會因後見之明偏誤之存在而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破壞，嚴重減損專利

法所提供之誘因，最終可能產生整體社會對於發明動機減損等有害後果，因而，

後見之明偏誤對於專利法之影響不可謂不重大，故本文如下將進一步探究其存在、

存在之範圍及面相、以及如何判別進步性判斷是否受到後見之明之影響。 
 

                                                       
517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 28 條第 4 項之規定：「主張優先權者，其專利要件之審查，以優先權日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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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後見之明影響之存在 

由於進步性判斷要求決策者去回溯到發明當下作為判斷之基準點，然在收到

如發明已經完成之事後資料的情況下，決策者在判斷發明是否為所屬領域具有通

常知識者能輕易完成之判斷上，即判斷發明是否顯而易見而言，理論上將可以預

期後見之明會對進步性判斷產生偏誤之影響，而近期較完整採用實證研究之方式

證實後見之明偏誤對於進步性判斷確實存有重大影響之研究，以 Gregory N. 
Mandel針對法學院學生 518以及具有陪審團資格之路人 519所做的兩份實證研究最

具有代表性，分別簡要介紹如下： 
第一款 針對法學院學生之實驗 
一、實驗方法 
此實驗中作者提出四個假說，其一為，發明已經達成之後見之明資訊，會影

響人們對於發明顯而易見之判斷；其二為，用於去除偏見的指導語並無法消除後

見之明；其三為，後見資訊不會影響人們對於其針對發明顯而易見性判斷之信心；

其四為，結果資訊會增加發明會成功之回溯性可能性評估 520。 
作者募集法學院學生作為受試者，並給予兩種來自真實專利案件改編後的案

例，要求受試者判斷該等專利申請案之發明是否顯而易見，其一案例為籃球教學，

用於教導他人如何丟籃球，申請人指稱發明一種全新教導如何投籃之教材，使學

生在學習投籃時可以握住真實的球，但不需要一對一教學，該申請案之先前技術

包含如何投籃的教學影片、描述投籃時如何抓放球之文章與教科書、指出特定投

籃如何拿球之卡片、指出特定投籃的握法之有凹陷的籃球、以及可以學習不同投

籃方法的籃球工作坊。其二案例為魚餌，發明人製作一種含有鹽味且味道不會在

水中變淡的假餌，其先前技術包含，建議用具有味道的誘餌來吸引魚之文章、使

用具有酵母菌之毛皮與烘烤過的鹽來釋放氣味，藉以吸引魚之專利、建議使用鹽

味豬肉作餌之書、以及用鹽醃小魚作餌之書，最後提供受試者該發明人所面臨的

問題之相關描述 521。 
本實驗採用假設設計，每個受試者會拿到任一個案例，並被區分為預估組（或

稱控制組）、後見組（或稱實驗組）、去除偏見組，三組均會獲得上開所有判斷資

料，預估組會被告知研究者正在試著解決相關問題，後見組會被告知研究者最後

成功開發出解決相關問題之解決方法，去除偏見組所獲得之內容與後見組同，但

額外被告知後見之明之存在且應該要避免在回答時受到後見之明之影響。受試者

均被詢問如下三個問題：其一，在先前技術資訊的指引下，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

常知識者而言該問題的解決方法是否顯而易見（是／否）；其二，受試者對於其

                                                       
518 Mandel, supra note 26. 
519 Gregory Mandel, Patently Non-Obvious II: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Hindsight Issue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 in KSR v. Teleflex, YALE JL & TECH. (2006). 
520 Mandel, supra note 26, at 1407. 
52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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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易見判斷之自信程度（百分比）；其三，發明人達成發明之可能（非常可能

為 7 到不太可能為 1）；由於實驗組與對照組所取得的指導內容相同，差別僅在

於是否獲得發明已經完成之結果資訊，是以兩組間實驗結果之差異將會是該結果

資訊表現與否的貢獻，而後見組與去偏見組之資訊差異為使否有去除後見之警語，

則兩組間實驗結果之差異將是該警語所致 522。 
 
二、實驗結果 
在第一個問題亦即該解方是否顯而易見的回答中，不論是第一籃球案例以及

第二魚餌案例，後見組對於顯而易見的回答均顯著高於預估組，然而後見組與去

偏見組並無顯著差異 523。 
在第二個問題亦即自信心指數的回答上，此問題將用於實驗是否後見資訊會

影響受試者判斷的信心，然而兩案例中後見組、預估組與去偏見組的信心上，整

體而言並沒有顯著差異，值得一提的是，在籃球案例中，具有結果知識與認為發

明顯而易見之個案上，該等受試者具有較高的自信 524。 
在第三個問題亦即發明完成可能性回答上，此問題用於實驗是否後見資訊會

增加發明完成可能性之判斷，而在兩案例中，後見組對於發明完成可能性之回答

均顯著高於預估組，然而後見組與去偏見組並無顯著差異 525。 
 
三、實驗結論 
此研究顯示結果知識，對於專利法的非顯而易見性判斷上有顯著之影響，當

受試者被告知發明相關資訊後，相較於未被告知後見資訊的受試者而言，將有更

高機率認為該發明為顯而易見，此為後見之明將影響顯而易見判斷之重要證據。

再者，去偏見用的指引在此次實驗中並未有去除後見之明之顯著效果。最後，雖

然僅有部分實驗結果支持，但具有結果知識並認為發明顯而易見者有較高的自信

心，此可能指出後見之明會提高錯誤判斷的自信心 526。 
 

                                                       
522 Id., at 1407-1408. 
523 Id., at 1409-1410. 
524 Id., at 1410. 
525 Id., at 1411. 
526 Id., at 1411-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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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針對具有陪審團資格路人之實驗 
一、實驗方法 
此實驗中作者除為了證明結果知識會影響發明完成可能性之評估外，更試圖

以實證研究方式評估 TSM 測試法與 Graham 測試法之效用，其提出四個假設，其

一為，結果知識會提高決策者在事後判斷中，發明將會被達成之可能性；其二為，

結果知識不會影響人們，對於其判斷顯而易見上的信心；其三為，採用 TSM 測

試法並不會減緩決策者的後見之明，亦不會使決策者傾向判斷發明非顯而易見；

其四為，應用 Graham 測試法並無法減緩後見 527。 
作者在公共場所尋找具有陪審團資格的路人來進行實驗，並給予相同於法學

院學生實驗中棒球案例的先前資訊，並且額外指出發明人係為運動用品店發展棒

球教材者，亦即提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標準，且其上司要求其發明全新

的投籃教學教材，使學生可以握著實體籃球來學習，卻不用進行一對一教學；此

外，由於 TSM 測試要求結合先前技術之動機，因此受試者將額外被分類為兩組，

其一並未提供任何結合先前技術動機之資訊，亦即其所獲得之資訊與先前預估組

別相同，其二則透過上司給予結合引證動機，其指引有方法可以簡單結合拿球之

影像以及真實握球姿勢 528。 
本實驗亦採用假設設計，每個受試者會拿到任一個案例，並被區分為預估組

（或稱控制組）、後見組（或稱實驗組）、教示組、Graham 組，四組均會獲得上

開判斷資料，預估組會被告知研究者正在試著解決相關問題；後見組會被告知研

究者最後成功開發出解決相關問題之解決方法，並指出其解方；教示組所獲得之

內容與後見組同，但額外指導受試者依照 TSM 測試法，來判斷發明是否顯而易

見；上開所有組別各有兩小組，其一會告知前開結合引證之動機，另一則否；

Graham 組所獲得之內容與後見組同，且不會提供結合引證動機，但額外告知

Graham 測試法，並要其依照該測試法判斷發明是否顯而易見 529。 
受試者均被詢問如下三個問題：其一，在先前技術資訊的指引下，對於所屬

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該問題的解決方法是否顯而易見（是／否）；其二，

受試者對於其是否顯而易見判斷之自信程度（百分比）；其三，發明人達成發明

之可能（非常可能為 7 到不太可能為 1）；由於實驗組與對照組所取得的指導內

容相同，差別僅在於是否獲得發明已經完成之結果資訊，是以兩組間實驗結果之

差異將會是該結果資訊表現與否的貢獻，而後見組與教示組及 Graham 組之差異，

僅在於是否有教示與 Graham 之指引，因而後見組與指引組之差異將會示該等指

引之貢獻 530。 
 
 

                                                       
527 Mandel, supra note 519, at 5. 
528 Id., at 6. 
529 Id., at 6-7. 
530 Id.,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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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結果 
在第一個問題亦即該解方是否顯而易見的回答中，後見組相較於與預估組而

言，不論有無教示資訊，顯而易見率均顯著上升；另外，不論是否有教示資訊，

當提供 TSM 測試法之指引時，教示組受試者相較於後見組而言，較不容易認為

發明顯而易見，但各組差異不具有統計上之差異；此外，Graham 之指引對於發

明非顯而易見性的判斷並沒有顯著的影響 531。 
在第二個問題亦即自信心指數的回答上，不論是否有教示資訊，均未顯示結

果知識對於受試者判斷信心產生顯著影響，此外，TSM 測試法或 Graham 測試法

之指引，亦均未對於受試者判斷信心產生顯著影響 532。 
在第三個問題亦即發明完成可能性回答上，整體而言，結果知識對於受試者

事後去預估發明成功的可能性，有顯著影響；然而，TSM 測試法或 Graham 測試

法之指引，對於受試者事後預估發明成功的可能性而言，並沒有顯著影響 533。 
 
三、實驗結論 
此研究再次顯示結果知識，對於專利法的非顯而易見性判斷上有顯著之影響，

當受試者被告知發明相關資訊後，將有更高機率認為該發明為顯而易見。此外，

研究結果顯示，結果知識並不會影響受試者對於其判斷非顯而易見性結果之信心；

最後，本研究指出，TSM 測試法與 Graham 測試法之指引，均不具有減低後見之

明的顯著效果 534。 

                                                       
531 Id., at 7-8. 
532 Id., at 9. 
533 Id. 
534 Id., at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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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小結 
儘管上述研究仍有若干未盡完備之處，如採用新生與路人來判斷發明是否具

有進步性之實驗方法並不精確，縱然實驗為了避免過高程度的通常知識者而刻意

選用較簡單之案例，但一般人未必能夠了解必須以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來判

斷進步性，因而通常以自己比擬為通常知識者，然而一般人與籃球教學從業人員

之相關背景知識與能力上即有顯著不同，將影響受試者對於資料選擇及判斷上，

未必有足夠的敏銳度去分析先前技術之資訊，恐流於直覺判斷，影響研究成果之

準確程度；再者，作者可能受限於實驗持續時間等因素，未必能夠提供完整全面

的先前技術資訊與充裕的思考判斷時間，亦恐使受試者欠缺縝密思辨而流於直覺

快速判斷，進而使受試者可能更容易受到結果資訊之影響，使後見組別受試者產

生更大程度的後見之明偏誤，影響研究成果準確度；其三，要求未經妥適相關訓

練之素人操作 TSM 或 Graham 判斷法，將會嚴重影響操作該測試法之準確程度，

流於形式上操作之判斷法必然無法完全發揮其制度原應有之功能，因此 TSM 與

Graham 判斷法均無效果之研究結果將非全然可採；然而不可否認前開研究作為

首個進步性研究，可以作為進步性判斷會受到後見之明偏誤之明確實證證據，足

以促使實務及學界應更加重視後見之明偏誤對進步性判斷之影響。 
綜上所述，不論從心理學理論之推論，以及前開實證研究之結果觀之，將可

以證實後見之明偏誤之存在及其對進步性判斷之影響，亦即，一旦審查者取得發

明已經完成等事後資訊，將會影響進步性審查準則所要求之回溯性事後判斷的準

確度，換言之，進步性之判斷將會嚴重受到後見之明偏誤的干預，使得系爭發明

更加難以通過進步性之審查，進而產生進步性標準不當提高等不良後果，因此本

文認為後見之明偏誤之問題相當嚴重不容忽視，本文以下將進一步探討對於專利

進步性判斷可能受到後見之明影響之層面及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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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後見之明類型與影響之範圍 

依據後見之明之定義，即相較於事情發生前，一旦事情發生後，人們會傾向

認為該事情之發生是可預測的，其中所謂一旦事情發生後，即係意指人們接受到

結果相關之知識，而此等知識會對於回溯性預測產生判斷上偏誤。 
在專利進步性判斷上，本文以此等結果知識之來源，區分為來自該系爭發明

本身之結果知識，及來自系爭發明外之結果知識，前者係指審查者利用系爭發明

本身所提供之資訊，如發明已經完成之結果以及其發明權利申請範圍及說明書等

所載之發明相關內容，作為判斷系爭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之判斷素材；後者則係

指審查者利用發明外其他發明申請後所產生之資訊，如整體科技進展、產業演進

方向等現今整體科技水準之相關知識，作為判斷系爭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之判斷

素材。 
對照後見之明之定義而言，系爭發明本身以及系爭發明外之結果知識均並非

審查者申請前（結果發生前）所能得知之資訊，係需要待系爭發明提出後或科技

產生演進後方能獲得之知識，故該等知識均屬於申請後（結果發生後）才可得之

結果知識，其應用均會有可能使人們的判斷上產生後見之明偏誤，當均落入後見

之明所討論之範疇，可被稱為後見知識。再者，根據專利進步性判斷之標準，係

以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基於申請時之通常知識理解相關先前

技術中所揭露的整體內容為基準，自然作為判斷素材之先前技術與通常知識，不

應包含系爭發明本身以及系爭發明外之結果知識，是以，前開兩種後見知識均是

為避免審查者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所應該盡可能避免審查者接觸或排除於審

查者腦海之後見知識。 
系爭發明本身以及系爭發明外之結果知識兩者之區別實益在於，該等後見知

識之來源不具有相互包含的關係，且兩者對於審查者判斷上所產生之影響強度、

層面、機制、以及避免或減緩該後見知識之策略均非完全一致，自有加以區分之

必要，而避免或減緩該後見知識之策略將在下節文中加以分析，茲先就兩者之來

源、影響強度以及影響層面與影響機制，分述如下： 
 

一、系爭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 
(一) 結果知識之來源 
系爭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其來源一係可能來自審查者利用系爭發明已經完

成之結果，如審查者已經從該發明之申請本身了解到該技術已經被發明完成，則

該發明已經被完成本身之結果知識，如前開 Gregory N. Mandel 實驗所證，即足

以造成審查者後見之明之偏誤；其來源二係可能來自於審查者利用系爭發明之權

利申請範圍及說明書、申請書等所載之發明內容，作為審查者核駁系爭發明之參

考依據，無庸置疑的該結果知識之應用將會產生嚴重後見之明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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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果知識之影響層面與影響機制 
系爭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的運用，可能會對於現行 Graham 測試法所有層次

中，均產生後見之明偏誤的影響。 
在「確定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範圍」、「確定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確

認該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間的差異」此三層面中，均涉及到發明與

先前技術本身技術內涵之詮釋，是以假設審查者應用系爭發明之技術內容作為藍

本，扭曲或逢迎先前技術知識內容，使得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之技術內容趨於一

致、過度相似或進入容易思及之範圍，進而讓系爭發明欠缺進步性而加以核駁，

此將使進步性判斷受到嚴重後見之明之影響。 
此外，在「確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之層面

中，若審查者已經預先了解系爭發明已經完成，抑或是利用系爭發明技術本身之

資訊，進而形塑出超越發明申請當下通常技術水準的通常知識者，即發明已然完

成則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自然將具有較高之水平，以此標準來判斷系爭發明之

進步性，此將致進步性判斷受到嚴重後見之明之影響。 
最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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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中，如果透

過系爭發明所揭露技術內容本身作為判斷該技術是否具有進步性之素材，抑或是

將發明所揭露之技術作為藍圖般，拼湊或變化先前技術以完成系爭發明所揭露之

全部技術，無疑將得出系爭發明在先前技術之指引下容易思及之結果，使得系爭

發明淪為簡易拼湊、變化之產物，進而欠缺進步性，換言之，當系爭發明之知識

本身已經存在於審查者意識中，並用來判斷該發明是否為顯而易見時，系爭發明

將會顯得如同刻在額頭上一樣顯而易見，則無庸置疑的該結果知識之應用將會產

生嚴重後見之明偏誤。 
 
(三) 結果知識之影響強度 
應用系爭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來作為進步性判斷之素材，無疑是以系爭發明

為武器來攻擊系爭發明，某種程度產生精準打擊之效果，因而此系爭發明本身之

結果知識的應用，無疑將會使審判者產生後見之明偏誤，嚴重影響進步性判斷的

正確性，是以應盡可能避免該結果知識對於審查者之判斷與心證。 
 

二、系爭發明外之結果知識 
(一) 結果知識之來源 
系爭發明外之結果知識，其來自於隨著時間之推進，整體科技進展、產業演

進方向等整體科技水準發展之結果，自然而然反映於現代社會生活中，進而無形

的影響審查者對於整體科技水準之認知，舉例言之，假設系爭發明為蘋果第十代

手機之相關技術，然於審查者進行其發明之進步性判斷時，判斷當下客觀整體技

術水準將可能已經到達蘋果第十二代手機之技術水平，使得審查者會容易傾向認

為先前第十代技術實不具技術高度性而容易思及，換言之，審查者將可能不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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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此等隨時間演進而提高之科技水準以及科技演進方向等結果知識，作為判斷

進步性之素材 535，因而認定系爭發明不具進步性，則在此種情形下，毫無疑問

的審查者在進步性判斷上顯然已經受到後見之明偏誤的影響。 
 
(二) 結果知識之影響層面與影響機制 
系爭發明外之結果知識的運用，亦可能會對於現行 Graham 測試法所有層次

中，均產生後見之明偏誤的影響。 
在「確定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範圍」、「確定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確

認該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間的差異」此三層面中，均涉及到發明與

先前技術本身技術內涵之詮釋，假設審查者應用現代科技水準為基礎，將先前技

術或系爭發明之技術內容，以發明申請後之現在科技發展內涵加以解釋，可能使

系爭發明或先前技術之要素的內涵受到科技發展之影響，如產生非發明申請當下

通常知識者所能理解之技術要件、或是超出先前技術所欲展現的技術內涵等，此

等技術詮釋將可能使得系爭發明顯得不具有明顯的進步特徵，或落入容易思及之

範圍，進而使得系爭發明欠缺進步性而被加以核駁；此外，在現行審查標準下，

審查者可以應用一般知識及通常技能作為先前技術之內容，則若審查者對於一般

知識與通常技能之技術內涵的認知受到發明申請後技術發展之影響，將會顯著提

高一般知識之水準，可能使得系爭發明顯得不具有非顯而易見進步，則此等情形

均將使進步性判斷嚴重受到後見之明偏誤之影響。 
再者，在「確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之層面

中，發明申請後現代科技內涵若應用於形塑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其水準無疑

會超越具有發明申請當下之通常技術水準的通常知識者，則作為判斷基準之通常

知識者的能力將會有顯著提升，若以此標準來判斷系爭發明之進步性，自將使進

步性判斷受到嚴重後見之明之影響。 
最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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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中，如果將

發明申請後現代科技水準用於判斷中，將有可能傾向認為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之

差異並非顯著而易於思及、或因為科技發展方向之指引，使得系爭發明所提供之

解決選項顯得理所當然、甚或是系爭發明之產生乃係因為科技發展之必然等，進

而使得系爭發明欠缺進步性，則無庸置疑的該結果知識之應用將會產生後見之明

偏誤。 
 
 

                                                       
535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行專訴字第 121 號判決指出：「無論於行政審定或司法判斷時，均

與申請時有時間上之落差，在此時間差中，技術必然會有相當之進步，時間差距越長，技術進

步越多，故欲排除技術之發展造成行政審查委員或司法審判者之後見之明，絕不能僅以專利之技

術特徵已為先前技術所揭露即當然認為申請時所屬技術領域中之通常知識者即可輕易思及並運

用。（筆者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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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果知識之影響強度 
由於系爭發明外之結果知識係從審查者每日的日常生活中影響著其對於科

技內涵的判斷，其影響難以測量但不可否認其重要性，蓋現代社會中科技快速發

展乃係常態，而機械、電子等領域中更是日新月異，而此等科技進展無孔不入地

透過媒體、科技商品、服務等管道影響著審查著對於科技水準的感知，而審查者

受到此等結果知識潛移默化之影響，將可能有意無意的應用系爭發明外之結果知

識來作為進步性判斷之素材，使其影響著系爭發明之技術審查，進而使得審查者

對進步性標準不當的提高，此等影響程度及強度事實上難以估計，但乃是不可輕

忽的後見之明偏誤之來源，不可不謹慎面對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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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各國改善後見之明對於進步性判斷影響的策略 

第一項 美國 

第一款 現行實務改善後見之明之政策 
美國現行司法判決先例上，主要依循 Graham 案所建構之非顯而易見性判斷

流程，並多以輔助性證據之使用、TSM 測試法、推定專利有效性、提醒後見之明

存在等作為避免後見之明之策略 536。 
詳言之，如同先前所介紹之 Loom Co. v. Higgins 案 537中，法院使用輔助性考

量中他人的失敗作為佐證非顯而易見的指標，並以之為排除後見之明影響的策

略。 
此外，在 In re Dembiczak 案 538中，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其採用 TSM 測試

法，可避免在沒有任何結合動機下，審查者恣意以發明為藍圖，從先前技術中拼

湊出申請專利客體來核駁專利，以排除後見之明之影響。而最高法院在KSR案中，

僅認為應更彈性的適用 TSM 測試法，並未排除 TSM 測試法之適用，並指出現行

Graham之架構亦足以對抗後見之明之影響 539，上訴法院在其後指出，彈性的 TSM
測試法可以有效的避免後見之明，並且更可以著重在發明前之證據 540。 

再者，在 Al-Site Corp. v. VSI Int'l, Inc.案中，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亦指出，被核

准之專利受極強的有效性推定 541，挑戰專利無效者必須要提出清楚且有說服力

之證據 542，而此種加重他方證據要求之策略，有被認為具有填補後見之明偏誤

之效果 543。 
另外，專利實務上亦有提出避免審查者使用後見知識之指引與建議，以透過

提醒審查者後見之明存在，來達成減緩後見之明影響之效果，例如在美國智慧財

產法協會（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ssociation）所出版的專利陪審團指

引中，要求陪審員在判斷非顯而易見性時，不應應用後見知識，換言之不應考量

現今之知識與系爭專利本身之教示，並且不應將系爭專利作為藍圖來選擇或結合

先前技術，並應試圖將自己回溯到申請日之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位置 544。

另外在美國聯邦巡迴律師協會（Federal Circuit Bar Association）所出版的專利陪

                                                       
536 Mandel, supra note 26, at 1421. 
537 Loom Co., 105 U.S. 580. 
538 In re Dembiczak., 175 F.3d 994 (Fed. Cir. 1999). 
539 KSR Intern. Co., 550 U.S. at 420-422. 
540 In re Translogic Technology, Inc., 504 F.3d 1249, 1260 (Fed. Cir. 2007). 
541 35 USCA § 282(a). 
542 Al-Site Corp. v. VSI Int'l, Inc., 174 F.3d 1308, 1323 (Fed. Cir. 1999). 
543 Christine Jolls, et al.,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 STANFORD LAW REVIEW, 1529 
(1998). 
544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ssociation (AIPLA), Model Patent Jury Instructions, Revision 
07.2018, at 35, available at:https://www.aipla.org/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 
2018-07-23-clean---aipla-model-patent-jury-instructions.pdf?sfvrsn=8664a8dd_0. 

https://www.aipla.org/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2018-07-23-clean---aipla-model-patent-jury-instructions.pdf?sfvrsn=8664a8dd_0
https://www.aipla.org/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2018-07-23-clean---aipla-model-patent-jury-instructions.pdf?sfvrsn=8664a8dd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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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團指引中，亦有提醒判斷非顯而易見性時，不應使用後見之明，換言之，僅能

考慮在發明時所已知之知識 545。 
最後，官方在審查準則中亦有提醒陪審員，不應應用後見之明作為判斷專利

顯而易見性之指引，且指出應注意回溯到發明當下狀態來判斷非顯而易見性，以

避免後見之明 546，並應注意審查者僅能使用，發明時所屬領域具通常知識者所

有之知識，不包含僅由申請人所揭露之資訊 547。 
 

                                                       
545 Federal Circuit Bar Association (FCBA), Model Patent Jury Instructions, Revision 07.2016, at 49, 
available at: https://fedcirbar.org/Portals/0/File%20Manager/Resources/Publications/Model%20Pate 
nt%20Jury%20Instructions/FCBA%20Model%20Patent%20Jury%20Instructions%20(UPDATED%20DRA
FT%20July%202016).pdf. 
546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Ninth Edition, Revision 08.2017, Last Revised 
January 2018, Chapter 2141.01, at 2100-202. 
547 Id., Chapter 2146, at 2100-264. 

https://fedcirbar.org/Portals/0/File%20Manager/Resources/Publications/Model%20Patent%20Jury%20Instructions/FCBA%20Model%20Patent%20Jury%20Instructions%20(UPDATED%20DRAFT%20July%202016).pdf
https://fedcirbar.org/Portals/0/File%20Manager/Resources/Publications/Model%20Patent%20Jury%20Instructions/FCBA%20Model%20Patent%20Jury%20Instructions%20(UPDATED%20DRAFT%20July%202016).pdf
https://fedcirbar.org/Portals/0/File%20Manager/Resources/Publications/Model%20Patent%20Jury%20Instructions/FCBA%20Model%20Patent%20Jury%20Instructions%20(UPDATED%20DRAFT%20July%20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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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仍受後見之明影響之批評與改善策略 
第一目 針對現行實務之批評 
本文以下統整學者對於美國現行實務判斷非顯而易見性運作上，仍可能受到

後見之明影響之缺失的批評，以作為我國之借鏡： 
 

 單純提醒後見之明的存在並不具有減緩後見之明之效果 
儘管 KSR 案中，最高法院提醒審查者必須注意後見之明的影響 548，但實證

研究顯示，單純警告或提醒後見之明之存在，未必具有對抗後見之明之良好成效
549，因而不應過度期待提醒後見之明存在的方法，在減緩後見之明上之效果 550。 

 
 

 恣意進用通常知識恐會產生後見之明偏誤 
美國最高法院在 KSR 案中，肯認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可以採用通常知識

作為判斷非顯而易見性之素材，且其在適用上無須強硬要求具備實體之證據，則

通常知識之採用顯然過於彈性，容易促使審查者在非顯而易見性判斷上，不自覺

受到後見之明之影響，蓋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並非真人，過於彈性的舉證方

式以及模糊的結合動機之來源，易使審查者任意尋找結合先前技術之理由而非本

於先前技術之教示或建議，進而產生後見之明之擔憂 551。 
此外，允許審查者恣意使用欠缺實體證據佐證的通常知識，來作為非顯而易

見性之核駁基礎，恐將使審查者擁有主觀恣意判斷且無庸舉證之空間，使得非顯

而易見性判斷基礎欠缺客觀性 552，而有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可能。 
 
 

 現行輔助性證據之應用不足以對抗後見之明 
現行美國實務上可被運用的輔助性考量有，長期未被滿足之需要、商業上的

成功 553、他人無法達成系爭發明 554、產品出現時的稱讚 555、他人的抄襲、反向

教示 556、他人的授權 557、不可預期之結果與優勢 558等。 
首先應注意的是，其中不可預期結果與優勢標準，事實上早有判決認為是非

                                                       
548 KSR Int'l Co., 550 U.S. at 421. 
549 Mandel, supra note 26, at 1410. 
550 Mandel, supra note 3, at 342; Simic, supra note 134, at 252-253. 
551 Simic, supra note 134, at 253-254; Greendyke, supra note 230, at 434. 
552 Michael O. Warnecke & Brandy R. McMillion, the ksr standard for obviousness a pendulum shift to 
20-20 hindsight, ANDREW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 REPORTER, 15-16 (2008). 
553 Graham, 383 U.S. at 16. 
554 Metabolite Labs., Inc. v. Lab. Corp. of Am. Holdings, 370 F.3d 1354, 1368 (Fed. Cir. 2004).  
555 Vulcan Eng'g Co. v. Fata Aluminium, Inc., 278 F.3d 1366, 1373 (Fed. Cir. 2002).  
556 Ecolochem, Inc. v.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Co., 227 F.3d 1361, 1380 (Fed. Cir. 2000). 
557 SIBIA Neurosciences, Inc. v. Cadus Pharmaceutical Corp., 225 F.3d 1349, 1358 (Fed. Cir. 2000). 
558 Hybritech Inc. v. Monoclonal Antibodies, Inc., 802 F.2d 1367, 1380 (Fed. Cir. 1986); Pfizer, Inc. v. 
Apotex, Inc., 480 F.3d 1348, 1372 (Fed. Ci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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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易見的客觀標準 559，亦有指出具備非顯而易見性之結果，當對於為所屬領

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難以預料 560，而在 KSR 案中亦肯認，依照已知方法來結

合相似要素，且僅產生可預期之結果時，其結合將有可能會顯而易見 561，換言

之，不可預期之結果判斷標準至少應已包含於法院所承認之相乘效果判斷法中，

是以該判斷標準之重要性，應非作為輔助性標準之具有幫助性而非決定性的判斷

標準 562，而是必須被妥適考慮的重要判斷標準 563，況其事實上不可預期結果之

標準係以系爭發明之技術效果，作為非顯而易見性判斷依據，並非以外在之產業

現狀等客觀整體發明環境之證據來佐證非顯而易見性，自不應歸於輔助性考量判

斷法中。 
再者，現行實務在輔助性考量之應用，被認為不具有充分解決後見之明之功

能，其原因之一在於，實證研究指出美國法院實務並不常使用輔助性考量作為非

顯而易見性之判斷基礎，該研究發現在 18 個月的判決中，僅 44%的非顯而易見

決定之判斷上應用到輔助性考量，而其中僅 29%判決中結論為非顯而易見，而再

其中僅有 1 至 2 個判決明確指出，輔助性考量證據與非顯而易見性之結論具有關

聯、或足以反駁顯而易見性之結論 564，因而現行實務下輔助性考量證據對於判

決之影響輕微，顯不足以對抗後見之明。 
此外，有見解指出，輔助性考量並非良好反應技術進步之指標，蓋其受到多

個外在因素之影響，而僅其中之一為技術之超越性創新 565，如商業上成功，其

可能來自於市場規劃與進入市場之能力、廣告、產品型態、銷售者能力等因素 566；

而在他人的抄襲上，縱然顯而易見之發明亦有被抄襲之可能 567，此外亦可能因

抄襲者認為其發明顯而易見，則抄襲者不會有侵權訴訟之危險，方才為之 568；

而授權可能是來自於商業上的策略、談判底牌、為了減少訴訟成本、或是維持商

業合作等原因，未必起因於發明具有顯而易見性 569。 
另外，有見解質疑依靠輔助性證據的因素來證明非顯而易見，將反而產生後

見之明，蓋其推斷發明是非顯而易見，是出於「如果顯而易見則其他人自己就會

                                                       
559 In re O'Farrell, 853 F.2d 894, 903-904 (Fed. Cir. 1988); Ortho-McNeil Pharmaceutical, Inc. v. Mylan 
Laboratories, Inc., 520 F.3d 1358, 1365 (Fed. Cir. 2008). 
560 Aventis Pharma Deutschland GmbH v. Lupin, Ltd., 499 F.3d 1293, 1302-1303 (Fed. Cir. 2007); Forest 
Labs., Inc. v. Ivax Pharms., Inc., 501 F.3d 1263, 1269-70 (Fed. Cir. 2007). 
561 KSR Intern. Co., 550 U.S. at 416. 
562 Sud-Chemie, Inc. v. Multisorb Technologies, Inc., 554 F.3d 1001, 1009 (Fed. Cir. 2009) Quate:” 
evidence of unexpected results and other secondary considerations will not necessarily overcome a 
strong prima facie showing of obviousness.”然而，本判決仍撤銷地方法院判決要求妥適判斷不可預

期結果之證據來判斷進步性，See Id., at 1009-1010. 
563 Conley, supra note 29, at 297-298. 
564 Mandel, supra note 26, at 1422-1423. 
565 Robert P Merges, Commercial success and patent standards: 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innovation, 
CALIF. L. REV., 876 (1988). 
566 Ecolochem, Inc. v.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Co., 227 F.3d 1361, 1376 (Fed. Cir. 2000). 
567 Merges, supra note 565, at 872-873. 
568 Mandel, supra note 26, at 1424. 
569 Merges, supra note 565, at 86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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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發明」的後見認知 570。然而本文認為此一結論並不正確，蓋「如果顯而易

見則其他人自己就會創造發明」論證本身並未使用後見知識，其論證之基礎前題

事實在於，發明當下並未存在其他人之發明，因而推論出系爭發明之發明人所創

造之發明並非顯而易見，換言之，即係指他人的失敗作為佐證系爭發明顯而易見

之基礎，並未應用發明後所產生之知識作為判斷之基礎，亦未應用他人失敗之結

果來佐證他人必然失敗之事實，自當不生產生後見之明之問題。 
 
 

 推定專利有效性未必能減緩後見之明 
由於以推定有效性來平衡後見之明，其推定所造成舉證負擔提升，對於審查

者判斷上的效果未有定論，有研究反而認為證明程度之變化對於審查者而言沒有

發揮預設的效果 571，此外，這樣的推定是否足與後見之明所生之影響相抵銷亦

屬未知，亦非其有效性推定法律所預設達成之目的，且在專利授予與否之審查階

段中亦無法發揮效用 572，是以推定專利有效性未必能減緩後見之明。 
 
 

 嘗試顯著性之運用恐生後見之明偏誤 
嘗試顯著性最早被認為出現在 In re Leum 案中，其指不論是在開放或封閉系

統中進行反應，系爭專利所指出的反應性質均具有嘗試顯著性 573，而最高法院

亦早在 Mandel Bros 案中已加以應用，該案認為在先前技術指出尿酸可以減緩衣

服腐蝕之指引下，專利權人會立即轉用尿素並可以立即獲得成功 574，而所謂立

即轉用（promptly turned to）與嘗試顯著性具有相同意涵。 
然而，其後專利上訴法院開始拒絕適用嘗試顯著性測試法，除指出其不符合

美國專利法第 103 條規定外 575，亦明言嘗試顯著性在研究領域中十分常見，蓋

研究本身便不會盲目地進行，而是會依循可能成功的跡象來發展，因此若以嘗試

顯著性判斷法作為具備專利性與否之基準，將導致刺激產業整體投資與促進嘗試

性研究之誘因之專利立法目的無法達成 576。而後在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儘管曾有

判決指出，除了如下兩種情形下不得應用嘗試顯著性：「其 1 為修正所有多變量，

並嘗試眾多可能直到達成 1 種可能成功之結果，然而先前技術中，並沒有任何對

                                                       
570 Mandel, supra note 26, at 1424. Quote: “hindsight perception that the facts giving rise to the 
alleged inference arose because the invention was non-obvious and hindsight perception that other 
individuals would have created the invention themselves if it were obvious.” 
571 Dorothy K Kagehiro & W Clark Stanton, Legal vs. quantified definitions of standards of proof,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76 (1985). 
572 Mandel, supra note 26, at 1437-1438. 
573 In re Leum, 158 F.2d 311, 312 (C.C.P.A. 1946). 
574 Mandel Bros. v. Wallace, 335 U.S. 291, 295 (1948). 
575 Application of Huellmantel, 51 C.C.P.A. 845, 849 footnote 3 (C.C.P.A. 1963). 
576 In re Tomlinson, 53 C.C.P.A. 1421, 1426 (C.C.P.A. 1966); 其後相同見解如 Abbott Laboratories v. 
Sandoz, Inc., 544 F.3d 1341, 1351-1352 (Fed. Ci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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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變量之暗示，或是指引可能成功的選項。其 2 為在理想的實驗領域中探索新技

術或一般性方法，而先前技術對於達成特定形式之系爭發明或如何達到系爭發明，

僅有綱要性的指引。」其他情形仍有適用嘗試顯著性之可能 577，然而當時多數

判決仍拒絕嘗試顯著性作為顯而易見性判斷基礎 578。不過最終最高法院在 KSR
案中，明確肯認嘗試顯著性得作為非顯而易見性的判斷標準 579，後聯邦巡迴上

訴法院亦適用嘗試顯著性作為非顯而易見性的判斷依據，並表示並沒有僅適用於

特定領域之問題 580，因而現行實務上嘗試顯著性可作為非顯而易性判斷標準。 
然而廣泛應用嘗試顯著性恐會導致後見之明偏誤的問題，蓋由於研究本身便

不會盲目地進行，而是會依循可能成功的跡象來發展，而其若因此研究成功，反

而導致該發明之結果具備嘗試顯著性，此種利用發明人所採用之解決問題的方法

及發明人的成功，來使該發明欠缺顯而易見性，顯係使用發明本身之知識來攻擊

該發明本身，明顯流於後見之明偏誤；此外，此種結論不僅不利於投入大量精力

與花費來進行特定物質研究之研究者 581，且在不確定性高之研究領域中，通常

合理的研究選項會更容易受限，例如生藥醫學領域更是需要合理預期有成功之可

能，方會進一步實驗 582，除非研究者打算進行不合理的研究方法，然而在嘗試

顯著性標準適用下，其顯然使專利制度被用以保障不合理的行為或運氣，拒絕理

性研究所生的發明，顯然不利於促進高風險創新發明之完成，並會導致高強度研

究的新產品減少，亦有使過往追求專利必須要有閃耀般的創意才華之非顯而易見

性標準復辟之可能 583。 
本文認為，嘗試顯著性判斷法本身蘊涵高度審判者之主觀假設，透過發明成

功之結果知識的指引，將容易使得系爭發明提供之解決選項是唯一之必然，忽視

任一技術解方之選項都可能面臨未知之困難，再者，透過科技發展之結果來回推

科技發展之成因，將顯得發明之成功相當容易且符合科技趨勢之必然，亦即透過

嘗試顯著性之應用，可能讓審查者不自覺受到科技發展之結果亦即系爭發明外之

結果知識之影響，使得該發明所生之解方顯得不具有非顯而易見性。 
總結以言，現行嘗試顯著性判斷法將有可能導入發明外之結果知識，透過系

爭發明已經完成之系爭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的應用，產生嚴重後見之明偏誤，進

而得出系爭發明具有嘗試顯著性而不具有非顯而易見性之結論。 
 
 

                                                       
577 In re O'Farrell, 853 F.2d 894, 903 (Fed. Cir. 1988). 
578 In re Deuel, 51 F.3d 1552, 1559 (Fed. Cir. 1995); In re Geiger, 815 F.2d 686, 688 (Fed. Cir. 1987). 
579 KSR Intern. Co., 550 U.S. at 421. 
580 In re Kubin, 561 F.3d 1351, 1360-1361 (Fed. Cir. 2009). 
581 In re Merck & Co., Inc., 800 F.2d 1091, 1100 (Fed. Cir. 1986); Warnecke & McMillion, supra note 
552, at 18. 
582 Andrew V Trask, Obvious to Try: A Proper Patentability Standard in the Pharmaceutical Arts, 
FORDHAM L. REV., 2668 (2007). 
583 Conley, supra note 29, at 299-300; Greendyke, supra note 230, at 43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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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的創造性可能引入後見之明 
KSR案指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並非機器人，而具有一般性的創意 584，

然而通常知識者若具有創造性恐有引發審查者後見之明之疑慮 585，蓋其可能過

度提供審查者主觀推演之空間，使審查者更容易受到後見之明偏誤之影響，進而

產生發明不具非顯而易見性之結論，影響非顯而易見性結論之透明度以及可信度
586。 
 
 
 
 
 

                                                       
584 KSR Intern. Co., 550 U.S. at 421. 
585 Harvard, supra note 231, at 382. 
586 Jun Wu, Rewinding Time: Advances in Mitigating Hindsight Bias in Patent Obviousness Analysis, KY. 
LJ, 579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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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改善策略與建議 
本文以下整理學者並提出本文，對於現行美國專利實務及前開學者所批評之

缺失，應如何改善後見之明偏誤之改善策略與建議，以期作為未來我國實務上改

良進步性判斷法之參考： 
 

 輔助性考量之適用 
(一) 輔助性考量之適用 
輔助性證據本於真實的客觀事實，幫助審查者還原發明當時之技術現狀 587，

對於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而言是穩固的證據基礎 588，是以應加強輔助性考量在

實務上之應用。 
(二) 輔助性考量判斷精準度之改良 
由於現行輔助性考量的使用上常受到其他非技術本身因素之影響，反而造成

輔助性考量證據之可信程度下降，學者認為應強調他人的失敗證據之重要性，蓋

他人的失敗足以證明，系爭發明在平行研究間的努力以及該發明的成功，因而他

人失敗可以是最直接且重要之技術進步之證據，且他人的失敗的證據容易取得，

例如可以透過競爭者與相關產業界研究者之證言等，是以應更著重於以他人的失

敗作為輔助性考量之判斷依據 589。 
如在商業上成功宜結合他人的失敗一同判斷，使用兩種要素來避免商業上成

功與創新發明間的虛偽關聯，確保專利是獎勵發明而非獎勵市場策略之成功；此

外，並應考量基本面要素所造成商業上成功，如在新產品之競賽中，既有產品收

益的惡化、市場經驗與公司的特殊優勢所造成的研究優勢、專利權人的市場靈敏

度、專利權人的廣告與促銷活動等 590。 
而在其他輔助性考量中，亦可結合他人的失敗以排除與技術創新無關之原因，

如他人的授權不應出於避免訴訟、商業策略之考量；而長時間的需求事實上只是

表彰他人的失敗而非證明他人的失敗，且有可能源自於競爭者並未妥適掌握市場

脈動，或故意放棄市場機會等原由，是以亦宜結合或回歸探求他人的失敗之證據

作為判斷。而他人的抄襲上，如果其抄襲之理由在於抄襲者無法完成該發明時，

換言之，其在結合他人的失敗判斷基準後，將會是具有說服力的可專利性理由
591。 
 

                                                       
587 Daralyn J Durie & Mark A Lemley, A Realistic Approach to the Obviousness of Inventions, WM. & 
MARY L. REV., 988 (2008).  
588 Minn. Mining & Mfg. Co. v. Johnson & Johnson Orthopaedics, Inc., 976 F.2d 1559, 1575 (Fed. Cir. 
1992). 
589 Merges, supra note 565, at 875. 
590 Id., at 874-875. 
591 Id., at 875-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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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證間結合動機之要求 
為避免審查者任意拼湊引證進而可能造成後見之明之問題，因此適當應用

TSM 測試法可以透過較為客觀的方法來檢驗先前技術之是否可以結合，以免純粹

透過後見之明來拼湊引證 592，且運用現行彈性的 TSM 動機要求，亦即包含所屬

領域之通常知識與解決問題的本質等均可作為結合之動機，其標準客觀且具有可

操作性，對於避免後見之明被認為具有一定之效果 593，研究亦指出 TSM 測試法

並不會對審查產生偏見，任意揚棄 TSM 測試法可能反而會導致後見之明 594，此

外，現行美國實務並未有相結合引證數量之限制 595，此種結合大量引證之傾向，

更可能加重發明本身結果知識對於審查者所產生的後見之明偏誤，因此更應要求

審查者必須提出結合引證之精確理由 596。 
 

 雙軌審查制（bifurcation） 
為減緩後見之明，專利審判必須要最大程度的假設系爭發明並不存在，是以

論者建議在判斷專利是否顯而易見之問題上，必須採取雙軌審查制度，在前階段

亦即無陪審團參與之審前聽證（pre-trial hearings）階段時，先確定類同先前技術、

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程度、專家證言之採納與否、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

者之知識、發明人所面臨的問題或發明所解決之問題，而在決定好前開判斷非顯

而易見性之相關證據後，則進入後階段亦即審判階段，法官或專家不得提及發明

之內容，僅能提示前階段所決定之證據，由陪審團判斷系爭發明之進步對於所屬

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是否為顯而易見 597。 
此外，此一雙軌制亦可以應用於專利審查階段，透過兩個獨立的審查者，首

位審查者進行一般專利審查流程但不審查專利之非顯而易見性，而應先搜尋類同

先前技術、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的程度之相關資訊等，並確認所屬領域具有

通常知識者之知識、發明人所面臨的問題或發明所解決之問題，並將此資訊提供

給第二審查者，而第二審查者不得接觸所請發明，僅透過前開資訊來判斷申請發

明之非顯而易見性 598。 
若審查者認為問題並非顯而易見，則發明應屬非顯而易見；而若審查者認為

顯而易見，則審查者必須先提出該顯而易見之解方，並再與系爭發明所提供之解

方加以比較，以確定是否發明確實為顯而易見 599。 
此一方法除了可以減緩發明本身知識對審查者的影響，亦可以避免過度解構

                                                       
592 Mandel, supra note 3, at 339-340. 
593 Mandel, supra note 26, at 1434. 
594 Mandel, supra note 519, at 15-16. 
595 如前述 In re Gorman 案中應用達 13 個引證之組合。 
596 Zachary Quinlan, Hindsight Bias in Patent Law: Comparing the USPTO and the EPO,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818-1819 (2014). 
597 Mandel, supra note 26, at 1448. 
598 Mandel, supra note 519, at 16-17. 
599 Id., 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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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要件進行分析，而係判斷先前技術之指引下對於發明解決問題之方法是否顯

而易見，以避免專注於發明本身，使審查者更接近發明者在發明前的狀態，以達

成避免後見之明之效果；此外，縱然訴訟中專利申請獲准本身會提醒審查者發明

已經完成，但並不會提示特定發明為何，是以該後見之明偏見之影響並非巨大，

故此種雙軌制審查模型將會具有良好減緩後見之明之效果 600。 
 

 嘗試顯著性的改良 
論者指出，美國專利局在 KSR 案後所提出的七大顯而易見之初始印象中 601，

嘗試顯著性之論證較為薄弱，因而嘗試顯著性之論證應搭配不可預期之結果判斷

法加以補充，換言之，嘗試顯著性所建構的初始印象，應當然可以被不可預期之

結果加以推翻 602。 
本文認為嘗試顯著性之論證上，給予審查者過多主觀推演之空間，且如前述，

其容易引入後見之明偏誤，對非顯而易見性判斷上有不當影響；再者，在比較先

前技術與系爭發明之差異時，自應比較存在於先前技術中的技術內容，不應比較

先前技術中不存在之內容，或是用根本不同於先前技術內容之技術內涵來判斷顯

而易見性 603，換言之，若先前技術本身並沒有給予成功的指引，即不應該將系

爭發明之成功結果，化作先前技術本身所提供之內涵，將其當作為先前技術的貢

獻而使系爭發明不具顯而易見性；而若應用 In re O'Farrell 案所指出的兩個不得適

用嘗試顯著性的狀況之規則 604，事實上仍是以在先前技術中，是否已經具有對

於特定解方之足夠的成功教示，以作為判斷非顯而易見性之基礎，與一般判斷非

顯而易見性時，判斷先前技術是否足以完成系爭發明之判斷方法，論理上並無二

致，是以未必有額外獨立為非顯而易見判斷法之必要，反有不當應用所生後見之

明偏誤之可能，故本文認為嘗試顯著性雖可以作為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論理，但

應限縮適用並妥適搭配其餘非顯而易見性判斷方法（如合理成功期待、不可預期

之結果等）加以適用，例如，在較不具可預測性之生藥領域中，認定結果可否預

測時更應妥適且謹慎 605，必須妥適判斷依據先前技術之揭露中，是否已足以建

構系爭發明之解方可被預期之結論，進一步言之，應判斷在先前技術已有展現出

多種可能的解方時，是否先前技術已經有給予移除其一解方，或是有合理理由指

出其一解方較為優越的指引 606，並搭配合理成功期待之判斷基準，即個案必須

                                                       
600 Mandel, supra note 26, at 1447-1450; Adam Powell, KSR Fallout: Questions of Law Based on 
Findings of Fact and the Continuing Problem of Hindsight Bias, HASTINGS SCI. & TECH. LJ, 267 (2009). 
601 USPTO,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Ninth Edition, Revision 08.2017, Last Revised 
January 2018, Pp 2011-211 – 2011-231. 
602 Conley, supra note 29, at 298-300. 
603 In re Geiger, 815 F.2d 686, 690 (Fed. Cir. 1987). 
604 In re O'Farrell, 853 F.2d 894, 903 (Fed. Cir. 1988). 
605 Trask, supra note 582, at 2666-2668. 
606 Yu Cai, Using Hindsight in Determining Patent Obviousness: Observations on PharmaStem v. Viacell, 
JURIMETRICS, 406-407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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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對於特定事實的合理成功期待，以肯認該發明之非顯而易見性 607，以避免後

見之明之影響，方為妥適。 
 

                                                       
607 Paul England & Scott Parker, Obviousness in the new European order,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 PRACTICE, 808 (2012); Vogt, supra note 28, at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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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歐盟專利局 

第一款 現行實務改善後見之明之政策 
歐盟專利局在現行實務上，主要利用問題解決法作為避免後見之明之策略，

並在問題解決法之各步驟中，採用避免單純外在之先前技術比較、客觀技術問題

不得包含特定解方之指引、要求結合複數引證之動機等標準，作為進一步防免後

見之明之策略，分別詳述如下： 
判決指出，正確使用問題解決法來評估進步性，有助於更加客觀地去判斷，

是否相較於先前技術而言，系爭發明為顯而易見，以避免具有後見之明之分析（ex 
post facto analysis）608。 

在選擇最近先前技術時，透過深究先前技術之發明目的，據以選擇最近先前

技術，可以減緩因為單純比對先前技術外在技術特徵所產生的後見之明 609，蓋

發明之結構與功能在發明時就已經形成了，而特定結構在發明時未必已經為顯而

易見 610，換言之，單純結構對照可能使審查者受到系爭發明之影響，輕易認為

該結構為顯而易見。 
為避免客觀技術問題之形成中，受到後見之明偏誤之影響，如在所形成之客

觀技術問題中包含對特定解方之指引，將可能使審查者得知系爭發明之內涵而產

生有後見之明偏誤之風險 611，因此在客觀技術問題中不得包含該等指引。 
在結合複數引證之案例中，並非判斷所結合之個別要素是否已知或顯而易見，

而係判斷是否先前技術已經足以引導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完成此種特定結

合之整體技術特徵，若答案為否定者，用已知個別特徵來結合出如此特定之組合

顯非可能 612，換言之，必須要詢問為何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會結合多數引

證，亦即必須探討結合複數引證之動機，特別是有大量引證之案例中，必須要有

理由促使通常知識者結合引證，而非認知到發明之存在才認定引證之結合係顯而

易見 613，否則該結合仍應具備進步性 614，是以單純引證可以結合不足以證明系

爭發明欠缺進步性 615，以避免利用系爭發明之指引，來拼湊各先前技術之各個

技術片段所可能產生之後見之明偏誤 616。結合引證之動機，可以包含兩引證均

                                                       
608 Case T 564/89 (1993), at 4.3; Case T 0258/05 (2007), at point 8.2; Joachim A Stellmach, 
Assessment of inventive step for organic chemical reactions: Structure–reactivity-relationships in the 
frame of the problem-solution approach (PSA), WORLD PATENT INFORMATION, 15 (2011). 
609 Case T 0246/04 (2007), at point 6.1：委員會指出，在選擇最近先前技術時，為了避免後見之明，

最近先前技術不能僅係技術表面之特徵上有最佳的相似性，而必須具備解決相同首要問題的構想，

或與發明有相同之目標，並且僅有最小限度的結構或功能上之差異。 
610 Quinlan, supra note 596, at 1812. 
611 Case T 422/93 (1995), at point 3.6.1. 
612 Case T 869/96 (1998), at point 4. 
613 Case T 406/98 (2000), at point 3.7. 
614 Case T 1014/07 (2012), at point 12. 
615 Case T 278/14 (2018), at point 3.5.4. 
616 Case T 564/89 (1993), at point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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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相同之客觀技術問題 617，但不得僅因兩者為相同的技術分類 618，此外，應

注意若複數引證間之揭露彼此衝突，則兩引證將不應結合作為認定進步性之依據，

否則將係故意曲解、受到後見之明影響之結論 619。另外，結合多數引證才能達

成系爭發明，則將反而是具備進步性之表徵 620。 

                                                       
617 Case T 552/89 (1991), at point 2.2. 
618 Case T 0745/92 (1994), at point 1.4 & Catchword. 
619 Case T 881/09 (2012), at point VI. 
620 EPO,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November 2018, Part G – Chapter VII, 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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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仍受後見之明影響之批評與改善策略 
第一目 針對現行實務之批評 
本文如下統整學者對於歐盟現行實務判斷進步性運作上，仍可能受到後見之

明影響之缺失的批評，以作為我國之借鏡： 
 

 比對系爭發明以尋找最近先前技術可能產生後見之明 
當審查者尋找最近先前技術時，將依照系爭發明之揭露以尋找起始點，則系

爭發明會提供審查者指引，詳言之，審查者依照系爭發明指示所得到的起始點，

可能足讓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所面臨之問題，已為顯而易見或非顯而易見
621，且其源自於系爭發明要件之對照，有受系爭發明本身知識影響而產生後見之

明偏誤的可能。 
 

 錯誤之客觀技術問題可能產生後見之明 
在形成客觀技術問題時，由於係以系爭發明以及與系爭發明最相近之先前技

術來決定促進完成發明的動機問題，亦即係以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來定義完成

發明的動機之回溯性事實推論，有產生後見之明之風險 622，且客觀技術問題與

其後之是否具備進步性的判斷緊密相關，特別是若在所形成之客觀技術問題中蘊

含對特定解方之指引，將對審查者暗示解方，進而會使系爭發明容易被認為欠缺

進步性，更將產生有後見之明偏誤之風險 623。 
 

 忽略輔助性考量之重要性 
在輔助性考量證據之重要性上，歐盟專利局認為其僅具有輔助證據之效果，

僅在問題解決法認定結果不明確時，作為輔助性之判斷 624，然而過度依賴先前

技術與系爭發明之比較作為主要之進步性判斷依據，將可能會促使系爭發明本身

之結果知識所產生之後見之明偏誤的影響更加放大，因此若忽視或低估輔助性考

量作為平衡後見之明證據之重要性，將無助於後見之明偏誤之減緩 625。 
 
 
 
 
 

                                                       
621 Quinlan, supra note 596, at 1811. EPO,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November 2018, Part G – 
Chapter VII, at 19 亦指出：「審查者必須注意，其所搜尋出的引證文件，必然出於所請發明要件組

成之先見之明。」 
622 Quinlan, supra note 596, at 1814; England & Parker, supra note 607, at 806. 
623 England & Parker, supra note 607, at 807. 
624 Case T 1397/07 (2010), at point 7.8.3. 
625 Quinlan, supra note 596, at 1816-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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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改善策略與建議 
本文以下整理學者對於現行歐盟專利實務應如何減緩後見之明偏誤之改善

策略與建議，以期作為未來我國實務上改良進步性判斷法之參考： 
 

 增進輔助性考量之適用 
輔助性證據本於真實的客觀事實，可幫助審查者還原發明當時之技術現狀

626，對於進步性之判斷而言是穩固的證據基礎，進而給予輔助性考量證據更高的

重要性，並且明文化其證明程度與輔助要求（如除去非技術層面之考量等），將

有助於明確化輔助性證據之應用，提升其作為避免後見之明偏誤策略之功效
627。 
 

 深化專家證人證言之採用 
進步性之判斷常涉及高度之技術專業，是以不論是判斷先前技術之技術內涵、

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本身、及發明是否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容易思及

等不確定法律概念等時，專家證人之證言可以使審查者更了解技術之內涵，有助

於促其回到發明申請時當下之狀態，進而確保審查者所為之判斷能夠盡可能的客

觀及符合技術現狀 628，並可避免審查者受到相關結果知識之影響而恣意詮釋技

術內涵，進而產生後見之明偏誤。 
 

 採用英式四步驟判斷法 
有學者認為，採用英國實務之 Pozzoli/Windsurfing 之四步驟判斷法 629，即第

一步，定義抽象的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以及定義其人所具備之通常知識。

第二步，定義系爭發明之進步概念，若無法定義時，則分析、解釋系爭發明。第

三步，定義先前技術狀態之引證內容，與系爭發明之進步概念或系爭發明之解釋

間，兩者可能存在之差異。第四步，觀察在沒有系爭發明之知識下，是否該差異

所建構之進步（steps）對通常技術者而言已是顯而易見，或仍然需要一定程度

的發明（any degree of invention）630。此判斷法可透過比較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

之差異，避免單純要求最近先前技術所可能產生之後見之明 631，且客觀技術問

題實質上是表彰發明人之想法，事實上並非客觀，而比較先前技術之差異並考量

多種可能性，亦可避免後見之明 632。 

                                                       
626 Durie & Lemley, supra note 587, at 988.  
627 Quinlan, supra note 596, at 1819. 
628 Sylvan Browne, The Detriment of Hindsight, NO. 202 MANAGING INTELL. PROP., 31 (2010). 
629 Actavis Group PTC EHF and others v. ICOS Corporation and another, [2019] UKSC 15, at 20. 
630 本文認為，此判斷法事實上與美國 Greham 架構並無明顯差異。 
631 England & Parker, supra note 607, at 807-808. 
632 Quinlan, supra note 596, at 1817-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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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我國 

第一款 現行實務改善後見之明之政策 
現行我國實務指出，妥適確立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判斷是

否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應用進步性輔助判斷因素、提醒審查者不

應應用系爭發明或申請日後始發表的文獻所揭示之資訊等策略，可作為避免審查

者後見之明之工具。 
詳言之，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63 號判決指出：「所謂該發明『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一般性定義係指一虛擬之人，具有該發明

所屬技術領域中之通常知識及執行例行工作、實驗之普通能力，而能理解、利用

申請日或優先權日之前之先前技術者而言，專利法規定此一虛擬之人，其目的在

於確立進步性審查之技術水準為何，以排除進步性審查之後見之明 633。」最高

法院指出系爭發明具有進步性與否，應以客觀之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加以判

斷，該具通常知識之人係一虛擬之人，其並非專利審查官，亦非專利有效性訴訟

之法官，更非技術審查官，採取通常知識者加以判斷之目的在於排除審查者採用

自身主觀基準進行進步性審查，所可能產生之後見之明偏誤。 
此外，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647 號判決指出：「審查進步性時，通

常會涉及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結合，為避免恣意拼湊組合引證案內容，造成後

見之明，審查時應考量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有動機能結合

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而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若有動機能結合，則可判斷具有否

定進步性之因素。判斷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有動機能結合

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時，應考量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關連性或共通性 634。」

審查準則亦指出：「判斷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有動機能結

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時，應考量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關連性或共通性，而非

考量引證之技術內容與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技術內容之關連性或共通性，以避免後

見之明 635。」總結而言，專利實務見解指出，為了避免審查者受後見之明偏誤

之影響而恣意拼湊、組合引證之內容，且絕大多數之發明，均係結合先前之技術

而賦予全新之技術特徵，是故為避免審查者應用後見之明偏誤來恣意拼湊引證
636，複數引證間必須有結合動機，方可以結合複數引證來證明系爭發明不具有進

                                                       
633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5 年度判字第 503 號、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91 號判決、最高行

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589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556 號判決亦同見解。 
634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651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8 年度判字第 470 號、智慧

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專訴字第 111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48 號、

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29 號判決亦同見解。 
63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彙編》，2017 年版（7 月），頁 2-3-18。 
636 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1 年度行專訴字第 121 號指出：「先前技術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專

利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完成之判斷標準，不能僅將先前技術以機械式之拼

湊比對為之，因為絕大多數之發明，均係結合先前之技術而賦予全新之技術特徵，且雖判斷發明

是否具有可專利要件，應以發明申請時所屬技術領域中之通常知識者為標準，但無論於行政審定

或司法判斷時，均與申請時有時間上之落差，在此時間差中，技術必然會有相當之進步，時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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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性，否則將會產生理由不備之違法 637。 
再者，智慧財產法院行政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75 號判決指出：「為避免典型

判斷的主觀恣意所造成的後見之明，本件應有導入進步性輔助判斷因素之必要。」

換言之，法院指出可以採用進步性輔助判斷因素之客觀證據，如商業上成功等輔

助性考量 638，並認其有助於減緩審查者判斷上的後見之明。 
最後，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29 號判決指出：「進步性之審查不得以

發明說明中循序漸進、由淺入深的內容所產生的『後見之明』作成能輕易完成的

判斷，逕予認定發明不具進步性；而應將系爭發明的整體與舉發證據進行比對，

以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申請時的通常知識之觀點，作成客

觀的判斷 639。」則最高法院重申並提醒審查者，不應應用系爭發明本身之結果

知識，來作為進步性的判斷基礎 640，亦不能利用系爭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來解

釋系爭發明之要件 641，亦不能使用申請日後之技術文獻 642，而僅能依照先前技

術所揭示之內容，是否已足以使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完成系爭發明之觀點，

加以判斷之。 

                                                                                                                                                           
距越長，技術進步越多，故欲排除技術之發展造成行政審查委員或司法審判者之後見之明，絕不

能僅以專利之技術特徵已為先前技術所揭露即當然認為申請時所屬技術領域中之通常知識者即

可輕易思及並運用。」 
637 如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687 號判決：「若有具體多數引證案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

不具進步性者，則應就各該具體多數引證案之組合論述之，不宜就單一引證案與系爭專利之相異

技術，以不確定法律概念如功效相同，即逕予論斷不具進步性，以減少爭議。」 
638 輔助性判斷因素類型如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4 年度判字第 487 號所指出：「下列輔助性判斷因

素亦得以佐證該新型並非能輕易完成：(1)、新型創作具有無法預期的功效；(2)、新型創作解決

長期存在的問題；(3)、新型創作克服技術偏見；(4)、新型創作獲得商業上的成功；(5)、新型創

作以簡化之結構而能達成相同或更佳之功效。」 
639 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126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4 年度判字第 308 號、最高

行政法院判決 104 年度判字第 452 號亦同見解。 
640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4 年度判字第 699 號意旨參照。 
641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48 號行政判決指出：「原告為使證據 1 所揭露之技術內

容符合系爭專利請求項 1 所界定之技術特徵，所為切除部分結合部並延伸葉片至延伸部上緣之做

法，難謂無後見之明，原告所述並不足採。」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2 號亦

同見解。 
642 如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6 年度民專訴字第 103 號指出：「專家證人所提輔助之佐證資料應

站在系爭專利申請當時之技術水準予以論述判斷，若以申請日之後所揭示之技術相關文獻予以論

述申請時之技術特徵，難免會落入後見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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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仍受後見之明影響之批評與改善策略 
第一目 針對現行實務之批評 
我國實務上所採取之進步性判斷架構基本上承襲 Graham 測試法所採取之事

實判斷要件以及流程，惟實務在進步性判斷上仍有若干值得商榷之處，茲羅列學

者與本文所提出應如何改善後見之明偏誤之改善策略與建議，分析如下： 
 

 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界定問題 
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界定上，我國在審查準則判斷上，雖有羅列

若干判斷要素，如該技術所面臨問題之類型、先前技術解決該等問題之技術手段、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創新速度、該科技之複雜度、該領域實務從事者之教育水準

等，其判準顯然參考自美國實務 In re GPAC Inc.643案。 
然而專利實務運作上顯示，法院認為若由相關先前技術之內容即足以反映或

認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則可逕行確定該技術水

準 644，而多數實務亦採取此種見解 645，指出只需就技術內容是否能輕易完成系

爭專利之發明進行辯論，即可逕行認定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水準
646，此種見解將先前技術內容之客體，與據以判斷進步性之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

識者之主體混淆，該見解之來源可能是來自於全然繼受到 Graham 案對於所屬領

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誤解，發明當下所有先前技術之技術水準，乃屬先前技術客

體問題，而如何界定判斷非顯而易見性所需之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為主體

問題，兩者間層次不同，現今實務界顯然仍存有混淆判斷主體與客體之問題，似

有商榷之餘地。正確的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判斷上，仍應回歸前開審查準

則所引入之 In re GPAC Inc.案的若干判斷要素，正確詮釋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

者之知識要件與致能要件 647，況專利所牽涉之技術領域甚廣，而專利本身所具

備的技術背景更是極其專業且龐雜，如通訊、機械、生技領域間技術水準歧異極

大，因而在專利中所謂通常知識者之通常知能的判斷上，明顯不具有可一體適用

的單一標準，是以法院更應妥適說明並應詳加論理，而非因為實際訴訟上操作之

困難而未妥適認定其標準 648，以確保審查者判斷更加正確而令人信服。 
此外，法院實務認定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要素上，認為知識要件係指：

「已知之普通知識，包括習知或普遍使用之資訊以及教科書或工具書內所載之資

                                                       
643 In re GPAC Inc., 57 F.3d 1573 (1995), at 1579. 
64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彙編》，2017 年版（7 月），頁 2-3-17。 
645 亦有論者指出：「所屬技術領域中之通常知識者，於專利法上之地位固然重要，但對許多傳統

之技術領域，或是結果較可預期之技術領域而言，其實由先前技術之提出，應該即可得知誰是此 
「人」，這或許就是實務上少對此標準有所著墨之原因。」參見：熊誦梅，〈衆裡尋他千百度: 談
所屬技術領域中之通常知識者—從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一二七七號判決談起〉，《月旦

法學雜誌》，191 期，頁 144（2011 年）。 
646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67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民事 107 年度民專訴字第

102 號判決要旨參照。 
647 如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8 年度判字第 363 號要旨參照。 
648 如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503 號判決要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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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應非以學歷區分係高中、大學或碩博士，若以學歷定義，則為一定範圍不特

定之人，並非虛擬之人 649。」本文以為，單純以學歷作為通常知識者之知識要

件上，確實有治絲益棼之現象，蓋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已為一種抽象之法律

概念，需要諸多事實與證據來詮釋其內涵，然而學歷本身顯然並非足夠具體之知

識表徵，詳言之，所謂學士生、碩士生、抑或是博士生本身，表面觀之雖有學識

程度上之不同，但實際上如何能比較某科系之碩士生與博士生，在面對特定先前

技術客體時，所能得出顯而易見結論之差異，是以不免令人產生流於審查者主觀

判斷之質疑，因此學歷或可作為一種認定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其研究、分

析、學識等能力之參考因素，但仍不宜僅以學歷直接定義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

者 650，於此範圍內法院見解實質贊同。然而，法院在此處指出所屬領域具有通

常知識者，若以學歷定義，則為一定範圍不特定之人，並非虛擬之人，其論理上

尚有討論之空間，蓋所謂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定義上，係指「該發明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係一虛擬之人，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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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審查準則 651與實務 652之共同見解，是以所

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始便是在該所屬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之虛擬人，定

義上即屬於一定範圍之內的不特定人，實務反認其為非一定範圍內不特定之人，

其見解恐有前後不一致之疑慮，細究其論理可能係將虛擬之人等同為一般不特定

之人，且可能受到民事法中所謂善良管理人之影響，認其屬於具有高度抽象化之

虛擬人，係指社會一般誠實、勤勉而有相當經驗之人 653，然在專利法對於所屬

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定義上，自始被侷限於所屬領域之中，已非一般民事法中

著重之社會一般不特定人，因此，法院實務上未來似宜注意此間差異，並妥適認

定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 
此外，學者研究指出 654，通常知識者之水準高低將影響進步性認定之差異，

蓋以較低程度的通常知識者為基準，將會使發明更容易具有進步性，但法院在面

對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認定上，經常未給予兩造當事人就此一議題進行辯

論，且技術審查官或審判者經常將自己本身擬制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此

現象無疑違反專利法要求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應為一虛擬人，此恐將會導致

採取虛擬人之制度設計以避免審判者主觀意志主宰進步性判斷，進而防止後見之

明等目的被侵蝕，是以，法院欠缺辯論逕行認定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尚非妥

適，應落實專利法之要求，明確界定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知識要件與致能

                                                       
649 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503 號判決意旨參照。 
650 學者亦指出：「認定『實作能力』於判斷通常知識者水準時，其權重應高於學歷或經歷」，參

見：張哲倫，前揭註 44，頁 156。 
65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彙編》，2017 年版（7 月），頁 2-3-14 – 2-3-15。 
652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63 號判決意旨參照。 
653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 96 年度上字第 230 號判決意旨參照。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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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6（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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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不應自比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 655，並促使兩造當事人就此一要件

充分辯論，以落實專利法設立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立法目的。 
最後，有論者指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具備有一般知識與通常技能，

其中所謂一般知識，應限縮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所共通知悉之一般知識，

確保該虛擬人係屬於知識之接收者而非知識的創新者，以避免過度放大一般知識

之範圍與內涵，進而導致後見之明偏誤 656。 
 

 組合複數引證以判斷專利進步性之問題 
(一) 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判斷標準本身之問題 
審查基準指出，審查進步性時，通常會涉及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結合，其

應考量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之技

術內容而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若有動機能結合，則可判斷具有否定進步性之因

素 657，實務見解亦指出，審查時應考量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而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若有動機能結合，

則可判斷具有否定進步性之因素。判斷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

否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時，應考量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關連性或

共通性 658。此等見解基本上相似前述於 KSR 案後美國法院實務所採取之標準，

亦即採取類似 TSM 測試法作為判斷方法，要求在欠缺可預期結果外，仍需要結

合引證之理由以判斷組合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且依照審查準則 659及實務見解
660，在欠缺結合動機下，縱然各要件在先前技術中均已知，仍應認組合專利具有

進步性，換言之，可認現行專利實務肯認主觀面相之技術實效可作為進步性判斷

依據，相似於美國 TSM 測試法肯認在沒有結合動機下，縱然本案發明之組合並

沒有產生客觀表面上多於先前技術之技術結果，亦能獲取專利，此一傾向實質贊

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實務指出「二件以上之先前技術與申請專利之發明屬

相同或相關之技術領域，所欲解決之問題、功能或作用相近或具關連性，而有合

理組合動機，且申請專利之專利技術內容，可為該等組合所能輕易完成者，則該

                                                       
655 李素華，〈進步性判斷之「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德國立法例之觀點〉，《專利師》，

5 期，頁 49-51（2011 年）。 
656 沈宗倫，〈專利進步性評價的新視野與展望—簡評我國進步性審查基準之修訂〉，《萬國法律》，

214 期，頁 26-27（2017 年）。 
65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彙編》，2017 年版（7 月），頁 2-3-18。 
658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8 年度判字第 470 號意旨參照。 
659 「若無「否定進步性之因素」，則無法建立不具進步性之論理，得判斷該發明具有進步性。」

參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彙編》，2017 年版（7 月），頁 2-3-18。 
660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97 號判決意旨：「雖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與原證 2、4、
6、8 之技術領域具有關連性，然其所欲解決之問題、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及所產生之功效均不

相同，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難謂有合理之動機以組合該等證據，況原告分別以多個

證據中之部分結構組合拼湊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內容，亦難謂無後見之明，故原證 2、4、6、8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筆者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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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先前技術之組合可據以認定該申請專利之發明不具進步性 661。」其判決所陳

述之組合動機，事實上表彰的是先前技術與申請專利之發明間的關聯，亦即如同

美國類同技術（analogues prior art）標準一般，係在圈選與申請發明比較之合理

適切（reasonably pertinent）的引證 662，亦即決定該先前技術是否具有被納入進

步性比較之適格性，此測試乃係作為判斷是否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會有動機

去結合引證之起始調查，即決定該引證對於進步性判斷是否重要，用以避免任意

選擇相比較之引證而產生後見之明，而後方才以 TSM 測試法接續判斷 663，要非

在指結合複數引證間之動機的要件，此等實務見解 664則似有誤解「申請發明與

先前技術之關係」與「相結合之先前技術間的關係」兩不同層次之問題，尚非無

可議之處，且以系爭發明之內容，作為結合複數引證之動機，顯係不當利用發明

本身之結果知識，蓋專利法要求判斷先前技術是否足以完成發明時，不應受到系

爭發明之影響，則判斷複數引證得否相結合，自不應引用系爭發明之技術內容，

況判斷發明申請前之複數引證之結合動機時，應用申請前不應存在之系爭發明作

為判斷依據，邏輯上不僅不適當，更係應用系爭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進而產生

後見之明偏誤之虞，似有修正之必要 665。 
此外，以「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功能或作用相近或具關連性」作為結合動

機之來源而言，尚無問題 666，且近期主流實務上亦多有採取解決問題之關聯性

來認定結合之動機，實值肯定；惟若干實務見解僅以技術領域具有相關聯性，便

論證出有組合複數引證之動機 667，似將產生有論述不足之疑慮，且實務見解已

指出，單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技術領域是否相同或相關，並不足以直接推論

出是否有組合複數引證之動機，仍須參酌其餘所欲解決問題、所產生功能、作用

之共通性、或有無教示及建議之相關資訊 668，此一見解值得肯定，而審查基準

                                                       
661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427 號判決意旨參照。 
662 In re Bigio, 381 F.3d 1320, 1325 (Fed. Cir. 2004), quoting” Rather, a reference is analogous art to 
the claimed invention if: (1) the reference is from the same field of endeavor as the claimed 
invention (even if it addresses a different problem); or (2) the reference is reasonably pertinent to the 
problem faced by the inventor (even if it is not in the same field of endeavor as the claimed 
invention). (Emphasis)”  
663 In re Kahn, 441 F.3d 977, 986-987 (Fed. Cir. 2006). 
664 其餘如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447 號判決指出：「證據 2 既與系爭專利所欲解決的問

題相同、用以解決問題的技術手段亦相同，且可達到相同的功效，如此，證據 2 可謂已具有充

份的技術教示，足令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簡單組合證據 1、6 所揭露技術特徵而

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創作。（筆者強調）」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713 號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專上字第 20 號判決之見解亦同。此等判決明顯將申請發明與先前技術

本身之關係，當作結合先前技術間教示之關係，似未妥適應用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測試法。 
665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7年度判字第 68號亦稱：「原判決以證據 1之技術內容及所欲解決問題，

與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及所欲解決問題加以比較，作為證據 1 及 2 有無組合動機之判斷標準，固

非妥適。」 
666 如前述，美國實務認為 TSM 測試法之結合動機可以來自：先前技術引證本身、所屬技術領域

具有通常知識者可以獲得之通常知識、發明人所解決問題之本質及相關知識、從近期科技的變化、

發明時周圍的環境、非技術性改良等。 
667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91 號行政判決意旨參照。 
668 如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970 號判決指出：「原審未於判決理由項下說明系爭專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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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技術領域是否相同或相關單列為肯定進步性之因素，本文則認為實屬不妥應予

修正。 
此外，有實務見解以技術領域具有相關聯性，進而推演指出所屬領域具有通

常知識者在面臨其一技術領域之問題時，會相互參照另一領域之解方，進而認定

引證間實質上解決相同問題，則兩引證間具有結合動機 669，然而此一論證邏輯

有取代解決相同問題標準之嫌，蓋實質上審查者僅論證出引證間具有技術領域相

關聯，若以可以合理期待相關聯領域技術可以相互參照，即可認定引證間實質上

解決相同問題，顯然將架空解決相同問題之判準之要求，進而實質上產生僅需引

證間具有相關聯技術領域即有結合動機之結論，似非妥適；況應當確實探究兩引

證間是否有真實解決相同或相似問題，而非逕行以相關聯技術領域可以相互參酌

而認定兩者實質上解決相同問題，明顯有忽視個別引證本身之技術特性，未整體

探求引證技術內涵，卻不當拆解、片面認定個別技術特徵作為進步性判斷基礎之

違誤，恐係受到系爭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故意拼湊引證以完成系爭發明，

將產生後見之明偏誤，因此此一見解似欠妥適。 
另外，「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與「結合不同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教示或建議」

兩者事實上不具有上下包含關係 670，探究審查基準之涵義，此處教示與建議係

指，存在於相關引證之技術內容中已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之教示與建議 671，亦

即其意義可能在於，在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之框架下，例示其結合動機、建議之

來源，惟其用語不夠精確將引人疑竇，究竟其教示係意指先前技術所明示的技術

                                                                                                                                                           
時於該項領域具有通常知識之人，究竟具備如何之技術水準，可依其通常知識及技術，按被證 1、
被證 11 之教示，完成系爭專利之發明，即以被證 1 及被證 11 均同屬太陽能電池之技術領域，

是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當面臨如何提高製程效率、產品良率及其外觀色彩之相關

問題時，應有其動機參考該等證據之技術內容並予以應用或組合，認被證 1 與被證 11 之組合足

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見原判決第 87 頁），遽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仍有判決不備理由

之違誤。（筆者強調）」此判決即明確指出僅以先前技術間為相同技術領域，逕行推論引證間有組

合動機顯有理由不備之違法，而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63 號判決亦同見解。 
669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行專更(一)字第 4 號判決指出：「按「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可就

兩方面分析，一為引證中記載之所欲解決問題，二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易

於思及之所欲解決問題，已於前述。如各別觀察證據 1、3 揭示之所欲解決之問題雖有不同，然

如前所述，由輔助證據附件 8、9、14 至 23 揭示，散熱風扇和主軸馬達為相關連之技術領域，

證據 1、3 具有技術領域之關連性，即當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面臨散熱風扇的工

程問題，可以參考主軸馬達的技術方案；反之，面臨主軸馬達的工程問題，也可以參考散熱風

扇的技術方案。當該通常知識者在證據 3 揭示的風扇基礎上，在面臨風扇薄型化與加強轉軸牢固

等問題時，客觀上可合理期待其參考證據 1 之主軸電動機揭示的技術方案，利用雷射焊接進行固

定之功效，及雷射焊接特性具有焊道微細、形成牢固結構、適合薄材精密焊接等諸優點，將證據

1 所揭露雷射焊接的技術內容，應用於證據 3 轉軸之連結，以解決風扇薄型化、轉軸的牢固等問

題，故整體觀之，證據 1、3 建立在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日常工作積累的技

術水平上，再加以應用，即證據 1、3 實質上解決相同問題。（筆者強調）」此判決即係先認定證

據 1 與證據 3 為相同技術領域，進而推論引證 1 所屬技術領域所面臨之問題可以參照證據 3 所提

供之技術解方，而推論兩者實質上可以解決相同問題，則兩者具有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因此

兩者可以相互結合。 
670 沈宗倫，前揭註 656，頁 30。 
67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彙編》，2017 年版（7 月），頁 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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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建議，抑或是所謂結合不同引證的技術內容之動機的教示，因而造成審查準

則例示後反而徒增困擾，建議應予統合為「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教

示或建議」為已足。 
最後，審查基準在單純拼湊之判斷標準上，指出若申請專利之發明僅是單純

結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結合後之發明的各技術特徵於功能上並未相互作用，

仍以其原先之方式各別作用，致結合後之發明的功效僅為結合前各引證之技術內

容的功效之總合者，為單純拼湊（aggregation），則可判斷具有否定進步性之因

素，並指出該等複數引證或另一佐證之技術內容對於該單純拼湊存在教示或建議，

則視為有力於否定進步性判斷 672。此處之判斷基準，顯然採取類似美國實務過

往所採取之相乘作用測試法，且將拼湊複數引證之結合動機降為輔助性有力證據，

亦即毋庸結合動機即可認定進步性，似有揚棄 TSM 測試法改採相乘測試法之意

味，然而此等論述與前開「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章節，判決及審查準則指出若

無動機結合複數引證即可認有進步性之論點，有顯著差異，兩者間之矛盾不言而

喻，而相乘作用測試法現今在美國實務界並未佔據主流之地位，且有忽略發明人

主觀技術實效貢獻之虞，因此本文建議，為解決審查準則之體系矛盾並重視發明

人主觀技術實效之貢獻，單純拼湊之判斷方式應予刪除，或併入前開一般結合專

利判斷法則，始為妥適。 
 

(二) 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判斷標準適用之問題 
1. 恐受後見之明影響之論理順序 

現行專利實務在判斷進步性之論理順序，大致依照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

字第651號判決意旨所引入之Graham案分析架構，均係先分析系爭專利之內容，

包含系爭專利之技術手段與功效、系爭專利欲解決之問題及欲達成之功效、系爭

專利請求項分析等 673，再分析先前技術之技術內容，進而比較先前技術之技術

內容的個別或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不具進步性。 
而在比較是否具有進步性之論理上，多數判決首先分析先前技術範圍與技術

內容是否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之所有技術特徵，若為肯定者，再進一步分析複

數引證間是否有結合之動機，若為肯定且系爭專利未有無法預期之功效等者，則

先前技術之組合，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不具進步性 674；而若無結合動機，

                                                       
67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彙編》，2017 年版（7 月），頁 2-3-23。 
673 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98 號要旨參照。 
674 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49 號、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8 年度行專

訴字第 33 號、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31 號、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29 號、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24 號、智慧財產法院行政

判決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8 號、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3 號、智慧財產法

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96 號、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86 號、智

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82 號、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67 號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7 年度民專訴字第 64 號、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60 號、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專訴字第 56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

第 53 號、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48 號、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專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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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系爭專利請求項應具有進步性 675。若是否完全揭露之問題為否定，且非簡單

變化、無法達成如系爭發明之功效者等，則多不實質論述複數引證間之結合動機
676677。 

另一方面，少數判決首先判斷先前技術之技術關連性及證據組合動機，若為

肯定者，方才再進一步比對分析先前技術與技術內容，是否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

項之所有技術特徵或為先前技術之簡單變更，且系爭專利未有無法預期之功效等

者，則先前技術之組合，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不具進步性 678。 
本文認為，前者先比對先前技術之組合與系爭專利請求項之技術特徵的差異，

再論證是否有動機結合之論證順序，將有受到後見之明偏誤之風險，蓋首先，先

前技術之組合必須能夠被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結合使用方具有適格性，方得

以該組合作為進步性比對之基準，亦即論理邏輯上複數引證的組合必須先有組合

之動機，方有近一步討論該組合是否足使系爭發明具有進步性之必要，是以自應

優先探討結合之動機。第二，從一般發明人之研究順序觀之，欲利用複數引證之

組合來作為解決問題之方法時，必當先由引證間的相互關係來搜尋適當之引證，

並應會先注意引證間是否相容，才會應用複數引證之結合作為參考，換言之，應

具有結合引證之動機，方會促使發明人結合引證教示之內涵，是以發明邏輯上所

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自當先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方會進一步認知先前技術組

合與系爭專利之差異是否顯而易見。第三，若所屬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始無

動機或無法產生先前技術之組合，則顯然該論證順序先比較先前技術與系爭專利

間之差異，無非是以系爭專利作為藍圖來拼湊組合先前技術，明顯受到發明本身

之結果知識的影響，產生後見之明偏誤，是以自應優先探討是否有動機結合複數

引證，方為妥適。第四，此種論證方式容易使審查者先射箭再畫靶，透過拼湊出

系爭發明已經完全為先前技術所揭露之結論後，方才透過空泛的技術領域之關連

性之結合動機 679，或於「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兩

                                                                                                                                                           
第 20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20 號、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行專

訴字第 16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10 號、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

民專上易字第 2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行專訴字第 64 號判決要旨參照。 
675 如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6 年度民專上字第 28 號要旨參照。 
676 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12 號、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8 年度行專

訴字第 2 號、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84 號、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行專訴

字第 55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專訴字第 36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行專訴

字第 16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61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

度行專訴字第 8 號、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行專訴字第 99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6
年度民專上字第 41 號要旨參照。 
677 僅少數判決仍有繼續論述引證間無結合動機，如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7 年度民專訴字第

111 號、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66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8 年

度行專訴字第 53 號要旨參照。 
678 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68 號、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

更（一）字第 4 號、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46 號、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38 號、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27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

決 106 年度民專訴字第 82 號要旨參照。 
679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行專訴字第 67 號判決：「原告雖主張證據 2 雖揭露胎壓感測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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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判斷上，因為已然了解先前技術組合與系爭發明之技術差異後，為了創造組合

動機，進一步形塑出兩引證間之共通性 680，其結論有時雖未必全然違反於先前

技術本身所欲解決之問題，但論證上有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影響之可能，顯然

已經流於後見之明，而喪失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標準本身所欲解決後見之明偏誤

之目的。 
舉例而言，如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29 號判決 681：「證據 3 是

                                                                                                                                                           
非證據 2 之核心，證據 2 係輪胎更換裝置之技術領域…惟…證據 2 係以胎壓偵測為其先前技術之

一，而其揭露之技術內容主要利用電子標籤將輪胎相關資訊，以無線方式傳輸至外部裝置，甚而

其採用之無線頻段 433MHz，亦與胎壓偵測器所採用之頻段相同，可見其採用之技術原理、功能，

均與胎壓偵測相同或相關，應與證據 3 屬於相同或相關技術領域。（筆者刪減、強調）」 
此判決顯示，儘管證據 2 本身主要非胎壓偵測領域，但有技術片段涉及該領域，故仍屬相同或相

關之技術領域，顯然審查者會使用擷取片段之技術特徵來拼湊引證之結合動機，或採用相當上位

之相同或相關技術領域的論證，作為結合動機之來源，然此種論證方式是否受到發明本身之後見

知識的影響，才恣意擠出結合動機不無疑義，且未整體觀察技術、過於上位的論證亦造成論證空

泛欠缺應有論理之說服力，似用於合理化審查者事實上先射箭再畫靶的論證，其論證妥適性將有

討論之空間。 
680 如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6 年度民專訴字第 103 號指出：「被證 1 與被證 2、3、4 均為藥

學領域，且被證 1 至被證 3 組合則已教示如何將西里柯斯比製備為具增進生物可利用性之藥學

劑型，是該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事者當有動機組合被證 1 所教示之西里柯斯比之吡唑基苯磺醯

胺類藥學及相關賦形劑組成物之記述內容，被證 2 劑型設計所教示並建議粒子尺寸減小係可增加

溶解度並進而提高生物可利用性之性質，及被證 3、4 所教示及建議特定西里柯斯比化合物於製

劑上可作為口服膠囊劑型及賦形劑相關含量來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 8、9 之發明，是原證 13
之意見及原告主張並不可採（註：無動機組合被證 1 至 4）…（筆者刪減、強調、加註）。」 
判決中雖指出被證1至3之結合動機為均「教示如何將西里柯斯比製備為增加可用性脂藥物劑型」，

然而事實上，被證 1 揭示包含西里柯斯比化合物為有效成分用於治療炎變疾病之藥學組成物；被

證 2 教示粒子尺寸減小可增加溶解度並進而提高生物可利用性；被證 3 則教示特定西里柯斯比化

合物於製劑上可作為膠囊之劑型；被證 4 係藥物賦形劑手冊，揭示藥劑所常用之稀釋劑、崩解劑、

膠黏劑、潤濕劑、潤滑劑及其所使用之含量。可見被證 1-4 並非全部均係解決西里柯斯比製備之

問題，足見判決事實上是應用系爭發明本身之後見知識，拼湊被證 1-4 完成系爭發明後，方籠統

指出被證 1-4 均解決系爭發明之問題而有結合動機，顯受到後見之明影響，並非妥適。 
681 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49 號行政判決亦有類似論述：「證據 8 為應用於水面建設

光伏電站之技術，使用連桿 8 及螺栓 I9 以固接各個光伏電站方陣；證據 9 為太陽能發電面板安

裝用基座，主要將多個太陽能發電面板安裝用基座 1A 以連結管 11A、凸緣接頭 12 及應力緩合用

接頭 15 彼此橫向排列連結。為提高證據 8 水面建設光伏電站之連接強度，將同為太陽能板設置

技術之證據 9，使用類似法蘭盤的凸緣環狀結構搭配複數結合孔、螺栓等方式鎖固，可以挑選相

對連接件左右兩側進行水面之結合孔鎖固，可因應水面之限制，證據 8 與證據 9 間具有合理之

組合動機。（筆者強調）」此判決似以證據 9 可以用於提高證據 8 之強度，且為相同技術領域，故

兩者具有結合動機，然而證據 9 可以作為證據 8 之加強，未必代表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即會

利用證據 9 來加強證據 8，判決未充分論理何以通常知識者會以證據 9 之技術來提升證據 8 之強

度，僅以兩者結合可以完成系爭發明，便主張兩者具有組合動機，實有應用系爭發明作為藍圖來

拼湊引證之嫌，有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高度風險，亦有實質採取相乘效果判斷法之疑慮，並

未妥適應用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判斷法。 
另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3 號：「在證據 2、3 均為馬達技術領域，具有技

術領域關聯性外，對於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與證據 3 相較差異者，為偵測元件技術特徵，證據 2
揭示…可使馬達更易於啟動，由於證據 2 揭示同時使用產生扭矩磁化部及位置檢測組件，能易

於啟動各類無刷馬達，證據 3 之技術內容揭示者為一種無刷微型馬達，具有結合二證據的教示或

建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 2 與證據 3 技術內容，為使馬達易於啟動之目

的，自有動機於證據 3 之微型馬達增設一偵測元件。而證據 2 與證據 3 之結合，係依證據 2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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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單向（前向）取像的內視鏡，既然證據 3 揭示一個單向取向的內視鏡，該影

像擷取模組並設於容置部中，則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證據 4 已揭

露管體內有兩個影像擷取模組之情形下，若面臨欲將同一管體內之兩個影像擷取

模組分設在不同部件中以方便組裝時，自有動機參考證據 3 已揭露之設有一影像

擷取模組的容置部連接管體的技術特徵，將證據 4 成像管 30 之其中一個成像裝

置設置於證據 3 的容置部中，而完成系爭專利之容置部與管體分別各設置 1 個影

像擷取模組之技術特徵…（筆者刪減、強調）。」事實上證據 3 僅揭示單向內視

鏡，而證據 4 揭示的是一個複向內視鏡，然而判決所認定之兩者所欲解決問題之

共通性是「將同一管體內之兩個影像擷取模組分設在不同部件中以方便組裝」，

此種論證顯然是受到發明本身屬於複向內視鏡之結果知識的影響，使審查者可以

已經了解到發明所解決之問題後，進而形塑出組合複數引證之動機，因此不可否

認的是，此種論證邏輯容易使審查者先射箭再畫靶，明顯受到後見之明偏誤的影

響，似欠妥適。 
此外，此種論證邏輯更使得實務上常有模糊「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以及「申

請專利之專利技術內容，可為該等組合所能輕易完成」之論證，如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民專上字第 28 號判決：「被證 43、45、46 及 48 並未實質揭露將含 30
至 90 莫耳％之氧化碲的玻璃組成物應用於形成太陽能電池之電極，而被證 36
僅揭示太陽能電池電極之燒製溫度與銀導電糊之使用，亦未揭示應用 30 至 90
莫耳％之氧化碲的玻璃組成物於形成太陽能電池之電極，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依據被證 36 與被證 43、45、46 及 48 中任一組合所揭露的內容，

並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識，面臨燒製含氧化碲之玻璃料的導電糊以形成太陽能電

池電極的技術問題時，實不具有足夠之教示、建議或動機，以被證 36 去組合被

證 43、45、46 及 48 中任一者，而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技術內容，且其組合

亦未教示如系爭專利般具有易於控制燒穿、良好歐姆接觸及燒製溫度依附性低等

功效。是以，被證 36 與被證 43、45、46 及 48 中任一者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筆者刪減、強調）」682。判決中指出，先前技術

                                                                                                                                                           
術內容於證據 3 之微型馬達增設一偵測元件，證據 2 之電樞線圈軸向高度，對證據 2 與證據 3
之結合並無影響，證據 2 與證據 3 結合後，可達到薄型化馬達之目的，足徵原告主張不可採（註：

主張無結合證據 2、3 動機）。（筆者刪減、強調、加註）」此判決直接將系爭專利與先前技術之

差異特徵（即欠缺偵測元件），作為結合先前技術之動機（即為了使馬達易於啟動而增加偵測元

件），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不言而喻。 
682 其餘如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專上字第 19 號判決：「被證 1 教示了包含西里柯斯比之吡唑

基苯磺醯胺類藥學組成物之發明，並記載於口服時該化合物可使用之相關佐劑；而被證 2 又揭

示…藥物表現出的有效表面積將直接與藥物的顆粒大小成比例。因此，粒徑越小，定質量的藥物

所表現出的有效表面積越大，溶解速率越高，其已教示粒子尺寸減小可增加溶解度並進而提高生

物可利用性。因此，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被證被證 1 及 2 的內容時，係可

理解欲使用口服藥物，則將粒子尺寸減小係可增加溶解度並進而提高生物可利用性。是以，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有動機將被證 1 及 2 予以組合。（筆者刪減、強調、加註）」本

判決亦將先前技術之教示足以完成系爭發明之問題，誤為先前技術間有無動機相互結合之問題，

並非妥適。其他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34 號，亦有相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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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沒有揭示特定比例之氧化碲的電極，因而在面對以「含氧化碲形成太陽能電池

電極的技術問題」時，沒有動機結合複數先前技術來完成爭發明。然而，既然複

數引證間均沒有揭示氧化碲之電極，氧化碲技術問題便不應該是複數引證間之結

合動機，而應該是依照先前技術之組合，無法解決發明所解決之技術問題，亦即

為先前技術之組合無法輕易完成發明層次之問題，判決中之論述「面臨氧化碲技

術問題，不具有足夠之教示、建議或動機，以被證 36 去組合被證 43、45、46
及 48 中任一者」之論證邏輯混淆兩種層次之問題，進而論證出之具有進步性與

否的判斷恐非適當，且其顯係透過比對發明本身與先前技術來形塑結合動機，將

系爭發明所解決之問題，當作「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之先前技術間有相同所欲

解決的問題，毫無疑問應用到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且引證發生時系爭發明根本

尚不存在，先前技術本身當不會被用於解決系爭發明之問題，此種論證明顯受到

後見之明偏誤之影響，並非妥適。 
總此以言，本文建議應為先論證先前技術之結合動機，再分析先前技術組合

與系爭發明間的技術差異，且不應將系爭發明所解決之問題，與結合複數引證之

動機之「先前技術間所解決之相同問題」兩者混為一談，蓋複數引證具有結合動

機，亦不能隨即論證出先前技術之教示足以完成系爭發明 683，方為妥適。 
 

2. 複數引證組合間有不同結合引證動機，有受後見之明影響之可能 
實務指出，二件以上之先前技術屬相同或相關之技術領域，且所欲解決之問

題、功能或作用相近或具關連性，則可認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合

理組合動機，進而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可判斷為具有否定進步性之因素。此種

判斷標準本身故無疑義，但實務在適用此判斷標準來組合三個以上先前技術時，

若引證間僅為相同或相關之技術領域而非所有引證間均具有問題、功能或作用之

關聯性 684，或各組引證間有不同的問題、功能或作用之關聯性，而審查者仍據

以組合所有引證之技術特徵 685，然各組間是否事實上具有結合動機不無疑義，

                                                       
683 如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970 號判決：「原審未於判決理由項下說明系爭專利申請時於

該項領域具有通常知識之人，究竟具備如何之技術水準，可依其通常知識及技術，按被證 1、被

證 11 之教示，完成系爭專利之發明，即以被證 1 及被證 11 均同屬太陽能電池之技術領域，是

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當面臨如何提高製程效率、產品良率及其外觀色彩之相關問題

時，應有其動機參考該等證據之技術內容並予以應用或組合，認被證 1 與被證 11 之組合足以證

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遽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仍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筆者刪減、強調）」

本判決亦明確指出，「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以及「申請專利之專利技術內容，可為該等組合所

能輕易完成」為兩不同層次之問題，不得僅以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隨即推論所屬領域具有通常

知識者可以輕易完成系爭發明。 
684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專訴字第 91 號判決：「查引證 1、2 與 3 皆為置物架，故為相同

技術領域，具有技術領域之關連性；且參引證 2…又參引證 3…兩引證係透過管件組裝形成之置

物架，同時於組裝利用管件中介之鎖固件以進行管件間之固定，故引證 2 及 3 具功能或作用之共

通性。據上，就置物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有合理之動機予組合上開先前技術…（筆

者刪減、強調）」本判決僅指出引證 1-3 具有技術領域關聯，且引證 2 及 3 具有功能作用之關聯

性，但未指出引證 1 與引證 2-3 是否亦具有功能或作用之關聯性。 
685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專上字第 19 號判決：「被證 1 已揭示包含西里柯斯比化合物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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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將有潛在應用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作為進步性判斷基礎之可能，蓋其可能是透過

以系爭發明作為藍圖拼湊先前技術後，再透過尋找甚至是創造先前技術兩兩間的

結合動機，進而表面上滿足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標準之要求，但實質上仍係受後

見之明偏誤影響以拼湊引證，因而此種複數引證組合間有不同結合引證動機，並

非妥適，且若僅各引證兩兩間相互有關連性，發明人在未有引證兩兩組和相互間

之結合動機時，亦難認一般發明人會任意將兩者加以拼湊，且此種方式使審查者

有過大的論證空間，使其可依照發明本身按圖索驥，審查者之判斷受到後見之明

影響之風險過大更非妥適。儘管現實中一般發明者在單一發明中可能會解決多數

不同之問題，然而發明者仍不可能任意拼湊多數先前技術，必然多數先前技術間

仍應有一定程度的功能或作用上之關聯性，或會從一主要技術為基礎，進而尋找

其餘所解決問題、功能或作用具有關聯性之先前技術作為改良，方足以合理促使

發明者願意嘗試該先前技術之組合。 
是以本文認為，在論證三個以上先前技術之組合時，審查者應指出所有引證

間均有結合之動機 686，或至少有一主要引證與其餘各引證間均有結合之動機 687，

                                                                                                                                                           
效成分用於治療炎變疾病之藥學組成物…而被證 3 則已教示特定西里柯斯比化合物於製劑上可

作為膠囊之劑型，是結合被證 1 及 3，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已可（註 1）輕易

完成西里柯斯比之口服膠囊藥學組成物…西里柯西比低溶解度、通常不溶於含水介質中，當以膠

囊方式口服投予時，單純之西里柯斯比無法即溶與分散以供胃腸道迅速吸收…為克服西里柯斯比

低溶解度造成生物可利用性低之問題，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當有動機設計（註

2）增加西里柯斯比溶解度之藥學製劑配方等來達到增加其溶解度而克服低生物利用性之問題，

被證 2…已教示粒子尺寸減小可增加溶解度並進而提高生物可利用性，是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

具有通常知識者，當有動機嘗試減小西里柯斯比微粒尺寸，並依例行試驗而輕易完成減低西里柯

斯比微粒尺寸至系爭專利請求項之「該等粒子的 D90 在該等粒子的最長維度上小於 200 微米」

技術特徵，而當設計西里柯斯比藥學組成物之劑量、粒子大小，且於製劑上，除有效成分外亦（註

3）需使用藥學上可接受之載劑或賦形劑一併組合來達成藥劑有效成分輸送、溶解、崩解及吸收，

而被證 1 已具體列出常用可選擇之適用於西里柯斯比吡唑基苯磺醯胺類化合物之藥學賦形劑，故

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當有動機選擇其賦形劑，並參酌被證 4 所列賦形劑及其

使用含量來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 8 之賦形劑種類及含量之技術特徵。因此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

具有通常知識者，當有動機取被證 1 並結合被證 2、3、4 之技術內容，依例行試驗而輕易完成

系爭專利請求項 8 之發明…（筆者刪減、強調、加註）」。 
細觀此判決可發現，判決並沒有明確指出被證 1 與被證 3 之結合動機，僅於註 1 處指出兩者組合

可輕易完成系爭發明之技術特徵；再者，而判決亦沒有明文被證 2 與被證 3 之結合動機，但從論

述邏輯上可推測係於註 2 所指出之，兩者結合係為了解決增加溶解度之問題，但事實上被證 3
明顯沒有指出解決溶解度之問題，以此為結合動機已屬有疑；再者，判決指出被證 1 與被證 4
之結合動機為註 3 所示，解決需求賦形劑來達成有效成分運輸之問題。綜上，法院事實上僅指出

被證 2 與被證 3、被證 1 與被證 4 兩兩間之結合動機，便進一步指出通常知識者有動機取被證 1
並結合被證 2、3、4 之技術內容，退步言，縱認法院有指出被證 1 及 3 之結合動機，法院仍未

明確指出被證 1 與 2 之結合動機，然卻逕行推論被證 1234 均可相互組合，將有論證不足之疑慮。

另外，此種論證方式除未明確界定所有引證均相互有結合動機外，由引證 1 與 4、2 與 3 有結合

動機即認定引證 1234 均有結合動機，未明確指出 14 與 23 之關聯（縱認有 1 與 3 之結合動機，

1與2或23之結合是否成立亦屬未知），且其結合動機之形塑明顯有依照系爭發明所解決之問題，

一步一步從先前技術拼湊出系爭發明之問題，明顯使用系爭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其進步性判斷

似有流於後見之明偏誤之可能。 
686 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82 號指出：「證據 3 所揭露之機車引擎與證據

5 之年鑑所列全球各廠牌各車種所使用之引擎型式及其詳細規格表，屬燃燒發動機之相同技術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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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此種結合方除可以避免審查者任意拼湊引證所造成後見之明之疑慮，更可以符

合現實上一般發明人的通常研究方法，反映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合理思

考邏輯，較為妥適。 
 

 
 輔助性判斷標準之適用問題 

實務上肯認輔助性判斷作為進步性考量之因素，如無法預期的功效、解決長

期存在的問題、克服技術偏見、獲得商業上的成功 688，但過往有實務指出輔助

性證明資料僅為進步性之輔助性判斷因素，應先為系爭專利與引證間之技術比較，

倘已明顯而可認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時，即無以進步性輔助判斷之必要 689，顯

認在欠缺技術層面上進步性證據時，輔助性標準僅具有輔助性作用，毋庸納為進

步性參考基礎。 
此一見解容有討論之餘地，蓋輔助性證據在實務判決的運用，係作為不同於

以往單純以發明來對比先前技術的非顯而易見性判斷標準，採用發明當下所處的

產業背景作為判斷標準，以客觀產業實際證據來佐證進步性之存否，具有相較於

直接比對技術而言，有較好的避免後見之明之效果 690，換言之，輔助性證據與

技術比較之證據類型與性質不相同，應不具有上下、補充之關係，兩者無法相互

取代，各對進步性判斷上均有實質貢獻，且美國實務亦上指出，當有輔助性證據

出現時，即應加以參酌 691，不論其是否最終會影響到進步性判斷 692，此外，輔

                                                                                                                                                           
域，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設計製造證據 3 之機車燃燒發動機時，本會參酌證據 5
所揭露市售機車引擎既有之規格，而證據 4 為配合證據 3、5 使燃燒發動機符合廢氣排放標準所

應具備之物，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設置證據 3、5 之機車燃燒發動機所必須具有

之觸媒時，自會有動機參酌證據 4 所揭露之技術內容，故證據 3、4、5 均包含燃燒發動機所具

有的引擎散熱及排氣之功能，是以，證據 3、4、5 具有技術領域之關連性、功能或作用之共通

性，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組合證據 3、4、5 之技術內容…（筆者刪減、

強調）」明確論述三引證間相互間均有技術領域之關連性、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應有結合之動

機，應屬妥適。 
其他如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67 號判決，亦均有清楚論述三個以上引證間相互之關

聯性。 
687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專上易字第 2 號判決：「被證 1、2、3 皆係用於防火或防煙之活

動門簾的結構或方法，三證據間於技術領域上已具有明顯之關連性；又被證 1、3 皆係利用捲軸

以下降或上昇屏幕(或防煙垂簾)，二者在功能或作用上具有共通性，而被證 1、2 皆係透過裝設

可撓性之密封件或氣密條以解決煙霧或其他氣體竄入縫隙之問題，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自有合理動機參酌被證 2 所教示之「利用夾槽夾設氣密條」之固定手段將被證 1 之可撓性密

封件之一端固定於箱口兩側，並於被證 1 上簡單裝配如被證 3 之配重壓條及凹入空間，即可輕易

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 4 之創作，故被證 1、2、3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4 不具進步性。

（筆者強調）」除指出被證 123 均有技術關聯外，被證 1-2 及被證 1-3 間均有功能作用上共通性，

可認被證 1 為主要引證，並據以進一步結合其餘複數引證。其他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10 號，亦有相同論述。 
688 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87 號判決要旨參照。 
689 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專上字第 29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民專上易字第 4 號判

決要旨參照。 
690 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75 號判決要旨參照。 
691 In re Piasecki, 745 F.2d 1468, 1472 (Fed. Cir. 1984); In re Eli Lilly & Co., 902 F.2d 943, 945 (Fed. C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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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性考量（secondary considerations），有「次要因素、輔助性判斷因素」等翻譯，

但其意涵並非次要或可有可無之標準，而係作為扶助、協助、幫助主要進步性判

斷支持性證據，換言之，在判斷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之技術差異後，仍應判斷輔

助性考量證據，作為支持、驗證先前進步性判斷，以及矯正、反省主要判斷可能

之錯誤，則輔助性考量雖不足以取代主要判斷作為唯一支持進步性之依據，但不

代表在主要考量判斷結論產生後，便可不考慮該證據之存在，而係均應作為進步

性判斷的考量依據，將輔助性考量作為支持主要考量之依據，其重要性不應被主

要進步性判斷標準加以屏蔽，是以法院直接拒絕考量輔助性證據似非妥適，究其

原因恐係望文生義，將輔助性標準確實作為「輔助」之地位，而此種法院之理解

顯有商榷之餘地。 
 
 

                                                                                                                                                           
1990). 
692 Pfizer, Inc. v. Apotex, Inc., 480 F.3d 1348, 1372 (Fed. Ci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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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改善策略與建議 
本文以下整理學者並提出本文，對於現行我國專利實務應如何改善後見之明

偏誤之改善策略與建議，以期作為未來我國實務上改良進步性判斷法之參考： 
 

 結合複數引證進步性判斷法之改正 
在進步性判斷操作法本身，審查準則中將「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與「結合

不同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教示或建議」兩者認定為具有前者包含後者之關係 693，

然而此種方式容易模糊其教示究係指有動機結合引證之教示，抑或是有動機完成

系爭發明之教示，而司法實務上 694亦時常將兩者混用，有混淆「申請發明與先

前技術本身之關係」、「結合先前技術間教示之關係」、「申請專利之專利技術內容，

可為該等組合所能輕易完成」三個不同層次問題之虞，進而在論理上更是有將系

爭發明所解決之問題，當作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之「先前技術間有相同所欲解決

的問題」判斷要件 695，毫無疑問應用到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使進步性判斷產

生嚴重之後見之明判斷問題，是以本文建議，宜將前開審查準則改正為「有動機

結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教示或建議」，並指明此層次是在探討複數引證間，

有無動機結合引證之教示。此外再分列出「有完成系爭發明之教示與建議」，並

指明此層次係在探討，先前技術之組合是否對於系爭發明之完成有建議、教示，

以避免將系爭發明所解決之問題，與結合複數引證之動機之先前技術間所解決之

相同問題，兩者混為一談。依此種方式明確分立兩層次之問題，避免論證上有所

混淆，並且有助於避免審查者誤用系爭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有助於避免後見之

明偏誤之產生。 
此外，實務上亦已指出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為重要組合專利判斷基準，並為

避免後見之明之策略 696，然審查準則能指出，單純拼湊即可判斷具有否定進步

性之因素，並僅將拼湊複數引證之結合動機列為參考之有利證據 697，亦即毋庸

結合動機即可認定進步性，除與前開「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之實務判斷準則有

所歧異外，採取此一標準亦無法確保審查者不會透過拼湊先前技術來完成系爭發

明，恐使專利有效性大幅降低 698，並且無法有效達成避免後見之明之功能，是

以本文建議應予刪除，或改列在有完成系爭發明之教示與建議層次中判斷，換言

之，仍應需要有結合引證之動機後，方進一步判斷系爭發明是否為先前技術所單

純拼湊而成，進而完善進步性判斷準則，避免後見之明偏誤之產生。 

                                                       
69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彙編》，2017 年版（7 月），頁 2-3-18。 
694 如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447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713 號判決、智

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專上字第 20 號判決要旨參照。 
695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民專上字第 28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專上字第 19 號判

決要旨參照。 
696 如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647 號判決要旨參照。 
69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彙編》，2017 年版（7 月），頁 2-3-23。 
698 宋皇志，〈論進步性審理之進步空間—智慧財產法院九十七年度行專訴字第十九號行政判決評

析〉，《月旦法學雜誌》，191 期，頁 159（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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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論證三個以上先前技術之組合時，審查者應指出所有引證間均有結

合之動機，或至少有一主要引證與其餘各引證間有均有結合之動機，以避免審查

者任意拼湊引證所造成後見之明之疑慮。 
 
 

 進步性判斷論述邏輯順序之改正 
近期智慧財產法院在判斷進步系爭邏輯論證上，多數判決首先分析先前技術

與技術內容是否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之所有技術特徵，再進一步分析複數引證

間是否有結合之動機，若為肯定且系爭專利未有無法預期之功效等者，則先前技

術之組合，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不具進步性 699，此種先比對先前技術之

組合與系爭專利請求相之技術特徵的差異，再論證是否有動機結合之論證順序，

將有受到後見之明偏誤之風險，容易使審查者先射箭再畫靶，透過拼湊出系爭發

明已經完全為先前技術所揭露之結論後，方才透過空泛或根本來自於系爭發明本

身知識之結合動機來結合引證，產生嚴重後見之明偏誤，是以本文建議妥適的論

述邏輯順序應先論證先前技術之結合動機，再分析先前技術組合與系爭發明間的

技術差異；此外應注意分析引證間之動機時，應使用引證本身之資訊而非源於系

爭發明之知識，並詳盡分析各個先前技術間技術領域、所欲解決的問題及可達成

的功效為何 700，以進一步比對引證間是否具有結合動機，方為妥適。 
 

 提高專利無效舉證之證明程度 
有論者指出從美國研究發現，後見之明平均帶有 15%的偏見優勢，則為平衡

專利權人先天之劣勢，應調整一般民事訴訟之證據證明法則，從優勢證據法則（亦

即優越蓋然性，超過 50%可能為真），提高至高度蓋然性（亦即超過 70%可能為

真），以達成類似歸零校正之效果，換言之，專利原則應被推定為有效，而主張

專利無效者，要負擔之舉證責任應達清楚而具有說服力之程度 701，以有效抵銷

                                                       
699 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49 號要旨參照。 
700 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60 號：「證據 2 之技術領域、所欲解決的問題

及可達成的功效，如證據 2 說明書第 6 頁【先前技術】中記載…，由此可知，證據 2 之技術領

域、所欲解決的問題及可達成之功效分別為：塑膠材料製造成型之技術領域；欲解決習知塑膠成

型品會翹曲變形影響結構強度之問題；可達成避免塑膠成型品應力集中造成翹曲變形，同時增

加結構強度之功效。再查…證據 3 之技術領域、所欲解決的問題及可達成的功效，包括如證據 3
第 7 頁第十四點記載…由此可知，證據 3 之技術領域、所欲解決的問題及可達成之功效分別為：

塑膠材料製造成型之技術領域；欲解決習知塑膠成型品會翹曲變形影響結構強度之問題；可達

成避免塑膠成型品應力集中造成開裂，同時增加強度之功效。綜上，證據 2 與證據 3 均屬於塑

膠材料製造成型的相同技術領域、兩者所欲解決習知塑膠成型品會翹曲變形影響結構強度的問題

具有共通性，且兩者均可達成避免塑膠成型品應力集中造成翹曲變形，同時增加結構強度之功效

相同，故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合理動機將證據 2 與證據 3 作結合。（筆者強調）」

此判決明確從引證本身之資訊來探知其技術領域、所欲解決的問題及可達成之功效，方進一步探

討引證間之結合動機，此方式不僅符合論理邏輯，並較能避免審查者應用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來

拼湊引證，有助於解決後見之明。 
701 張哲倫，前揭註 44，頁 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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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見之明對審查者之影響。 
 
 

 客觀證據之重視 
論者指出，進步性之論理可區分為心證部分以及證據部分，而心證部分容易

受到法院審判者主觀之影響，而產生有後見之明偏誤之情形，因而在進步性之判

斷上應著重在客觀證據，方有助於避免後見之明 702。 
 
 

 輔助性判斷標準之強化 
輔助性標準採用發明當下所處的產業背景作為判斷標準，以客觀產業實際證

據來佐證進步性之存否，具有避免後見之明之效果，故應將其作為進步性判斷不

可或缺證據之地位 703，盡可能提出客觀事實作為進步性判斷之佐證，更可作為

支持、驗證先前進步性判斷，以及矯正、反省主要判斷可能之錯誤，驗證技術比

較之判斷結果是否妥適，避免審查因過於主觀而容易受到後見之明偏誤之影響，

是以本文認為應提升輔助性考量作為進步性判斷不可或缺證據之地位。 
而近期實務有改認為在欠缺技術層面上進步性證據，亦即有否定進步性因素

時，仍應進一步考量輔助標準 704之見解，實質贊同。 
 
 

 妥適形塑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 
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作為判斷進步性與否之主體，不同主體所為之判斷

將會嚴重影響進步性判斷標準之寬嚴，實務判決亦自承專利法規定此一虛擬之人，

其目的在於排除進步性審查之後見之明 705，是以審查者應落實專利法之要求，

明確界定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知識要件與致能要件，不應自比為所屬領域

具有通常知識者 706，並促使兩造當事人就此一要件充分辯論，以落實專利法設

立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立法目的 707，有助於避免審查者流於後見之明。 
 

                                                       
702 林國塘，〈談專利審查品質與無效抗辯成立過高之問題〉，《TIPA 智慧財產培訓學院精選文章》，

頁 5（2014 年）。 
703 李素華、張哲倫，前揭註 23，頁 251-252。 
704 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82 號。 
705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63 號判決要旨參照。 
706 李素華，前揭註 655，頁 49-51。 
707 劉懿嫻，〈美國專利法非顯而易知性之新觀點: 相同條件下的客觀指標〉，《科技法學評論》，7
卷，2 期，頁 200-201（2010 年）。 張哲倫，前揭註 44，頁 166-170。 李素華、張哲倫，前揭註

23，頁 247-250。 呂紹凡，〈判斷專利進步性要件之再檢討〉，《萬國法律》，193 期，頁 44-45（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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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證人制度之導入 
進步性之判斷常涉及高度之技術專業，是以在判斷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

本身，及發明是否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容易思及等不確定法律概念等時，

不論當事人或是法院，均應仰賴相關領域專家之協助，確保審查者所為之判斷能

夠盡可能的客觀及符合技術現狀，而非單純仰賴個別當事人之主張甚或是僅依照

審查者、技術審查官自身的見解加以判斷，此將有可能容易使得審查者受到發明

相關結果知識之影響，進而產生後見之明偏誤，是以法院在審查系爭發明是否具

有進步性等問題時，應盡可能多引入領域專家之建言，將可使法院在判斷上更加

正確，而實務見解已有指出在認定專利權利範圍時，宜參考專家證詞之意見 708，

且實務上亦有實際引入專家意見作為判決之依據 709。 
然而，現行法院在專利判斷上引用專家意見仍屬少數，且現行實務上僅將專

家意見作為一般書面證據，或是必須由法院委託專家鑑定人，其性質上為訴訟法

上之鑑定 710，除未給予當事人申請專家證人之權利外，亦未給予使當事人對專

家證人有相互詰問之權利，致並未尊重當事人之程序主體權及保障證明權外，亦

無法確保該證詞是否禁得起兩造攻防之考驗，無法透過交互詰問之制度來發見真

實。 
不過，現行新制定之商業事件審理法中，已有引入專家證人之制度 711，欲

透過專家證人制度來補強現行鑑定制度之不足，並尊重當事人之程序主體權及保

障證明權，其立法參考英美法制引入專家證人制度，使當事人經法院許可後得以

聲請專家證人，使其能就特定範圍主題，本於其專業以提供意見，充實事實審 712。

然而，此商業事件審理法並無法於智慧財產案件中加以適用 713，且整體制度設

計上仍偏向為訴訟法上之鑑定人 714，如以法院具有主導權，當事人雖可以聲請

                                                       
708 如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417 號判決指出：「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得參酌內部證據與外

部證據，前者係指請求項之文字、發明說明、圖式及申請歷史檔案；後者指內部證據以外之其他

證據。例如，創作人之其他論文著作與其他專利、相關前案、專家證人之見解、該發明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觀點、權威著作、字典、專業辭典、工具書、教科書等，並以內部證據

之適用為優先。（筆者強調）」 
其他如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專上字第 3 號判決：「於解釋請求項時，對於其中之用語及技術

特徵，應給予最合理的解釋。對於請求項中之用語，若於說明書中另有明確之定義或說明時，應

考量該定義或說明。對於請求項之記載有疑義而須釐清時，應考量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圖式

及申請歷史檔案等內部證據，若仍有疑義時，應另考量專業字典、辭典、工具書、教科書、百科

全書及專家證詞等外部證據。（筆者強調）」 
709 如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6 年度民專訴字第 103 號：「原告委請元培醫學科技大學生物科技

暨製藥技術系講座教授○○○博士針對賦形劑的技術內涵提供專家意見…（筆者強調）。」 
710 如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3708 號判決：「而英美法上憑其專業知識、技術等專家資格，

就待證事項陳述證人意見之專家證人，尚未為我國刑事訴訟法所採用，然就其依憑特別知識經驗

而陳述或報告其專業意見之本質以觀，可認相當於我國刑事訴訟法上之鑑定，自應適用關於鑑定

之規定。（筆者強調）」 
711 商業事件審理法第 47 條至第 52 條。 
712 商業事件審理法第 47 條立法理由參照。 
713 商業事件審理法第 2 條參照。 
714 商業事件審理法第 52 條立法理由亦指出：「三、專家證人性質上近似於鑑定人，除別有規定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9

193 
 

專家證人但仍需法院允許，且其專業意見仍以書面為主、親自到場證言為輔，無

法確保均能以交互詰問專家證人之方法來發見真實，對專利案件當事人之程序主

體權保障而言仍屬不足。 
事實上專家證人可以協助法院作為當事人與法院間技術問題之溝通橋梁 715，

有助於法院完整掌握當事人間的技術問題、證據內容、判斷爭點，避免法院因為

欠缺技術專業而產生的溝通困難，並確保法院之判斷正確且非流於主觀恣意，是

以，智慧財產法院宜妥適引入專家證人之制度，使審查者能更加客觀判斷技術相

關之問題，有助於避免後見之明偏誤之產生。 
 
 

 雙軌審查制之引入 
學者建議可以引入美國論者所主張之雙軌審查制，分離尋找系爭專利相關引

證技術者與實質判斷進步性者，進一步減緩後見之明對審查者之影響，以落實進

步性判斷法之正當法律程序 716。 
 
 

                                                                                                                                                           
外，其具結程序應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三十四條有關鑑定人具結之規定。（筆者強調）」 
715 李素華、張哲倫，前揭註 23，頁 252-254。 
716 李懷農，〈建構進步性審查之正當法律程序〉，《專利師》，32 期，頁 14-15（2018 年）。 謝祖

松，〈美國專利法上「具有通常技術者」之探討〉，《臺北大學法學論叢》，76 期，頁 76-79（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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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總評 

本文認為結果知識之來源有二，其一來自於審查者利用系爭發明已經完成之

結果以及其發明本身所載之相關知識等，作為判斷系爭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之判

斷素材，亦即系爭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的應用；其二係指審查者利用整體科技進

展、產業演進方向等現今整體科技水準之相關知識等，作為判斷系爭發明是否具

有進步性之判斷素材，即系爭發明外之結果知識的應用，而兩者致生後見之明偏

誤之成因不同，其避免或減緩該結果知識之策略自非完全一致，分析如下。 
綜合觀之，各國實務學說上避免後見之明偏誤之策略約為，善用輔助性考量、

應用問題解決法、適用雙軌審查制、舉證程度之提升、善用專家證人制度、進步

性判斷法之調整（如嘗試顯著性標準、結合複數引證標準、論證邏輯次序之改正），

而其等對於後見之明偏誤之解決途徑以及所針對之結果知識之類型未必相同，是

以在思考所採取之避免後見之明策略時，宜妥適究明其作用機制，進而能達成對

症下藥之功效。 
輔助性考量證據係提供外於先前技術之客觀產業整體技術資訊等，來作為系

爭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之佐證，亦即該證據意圖呈現真實的客觀事證，進而還原

發明申請當下整體客觀產業狀態，以提供客觀證據來幫助審查者作為判斷進步性

之依據，換言之，輔助性考量之證據的適用，乃係希望提供審查者，一種外於單

純比較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之技術差異的進步性判斷準則，則可避免審查者過度

依賴技術比較之證據，減少審查者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並透過還原發

明當下整體客觀產業狀態，避免審查者受到發明申請後技術發展影響，亦即受發

明外結果知識之影響，是以輔助性考量標準之運用，有助於減緩發明本身以及發

明外結果知識兩者對於審查者之影響，因此本文認為，輔助性考量作為有效避免

結果知識運用之工具，且與一般技術差異比較所得之證據種類與性質均不相同，

無法相互取代，應加強其運用，將有助於減緩後見之明偏誤之影響。 
問題解決法之制度理念在於，先由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共同形成客觀技術問

題後，以之作為判斷是否具有進步性的比對依據，則可避免在進步性審查過程中，

審查者持續性接觸、對比系爭發明所可能受到系爭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的影響，

有助於更加客觀地去判斷，是否相較於先前技術而言，系爭發明為顯而易見；此

外，透過以技術目的整體觀察來尋找最近先前技術，已有助於避免單純對照先前

技術與系爭發明所可能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再者，透過妥適定義客觀

技術問題，避免該技術問題指向特定解方，亦有助於避免可能受系爭發明本身結

果知識影響之技術問題，進一步影響到進步性之判斷，以減緩後見之明偏誤之產

生；因此總結而言，修正後之問題解決法可有助於避免審查者受到系爭發明本身

之結果知識之影響，雖無去除發明外結果知識影響之效用，惟其可有效避免審查

者持續接觸系爭發明所可能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嚴重影響，因此本文認為，

相較於英美法過度集中針對比較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之差異，審查實務可參考問

題解決法，作為較有效避免過度接觸結果知識之工具，將有助於減緩後見之明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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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之影響。 
雙軌審查制之制度理念，在於避免判斷進步性之審查者直接比對系爭發明與

先前技術本身，透過雙階層審理策略來達成實現類似於歐盟問題解決法之理念，

亦即盡可能避免判斷進步性之審查者過度認識系爭發明之存在，有助於減緩發明

本身結果知識對於審查者之影響，惟此方法並無法避免審查者受到科技演進之影

響，換言之，此方法無法有效解決發明外結果知識對於審查者之影響，乃此一制

度不足之處，不過本文仍認為，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作為最容易產生且影響最嚴重

後見之明偏誤之來源，而雙軌審查制有助於極大程度避免發明本身結果知識所產

生的後見之明偏誤，仍有應用之必要。 
舉證程度之提升之制度設計目的在於，透過提高主張專利無效者之舉證義務，

來平衡後見之明對專利申請或權利人所產生之不利益，然而美國亦有研究指出舉

證負擔提升，對於審查者判斷上未必有補償之效果，且未有明顯證據顯示後見之

明與舉證義務對於審查者影響的比例相等，且舉證比例之變化在實務上未必容易

操作，此外，此方法沒有論理可以支持其有助於避免接觸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以及

發明外結果知識，以防免後見之明偏誤之影響，是以本文認為，此方法是否對於

後見之明偏誤之避免有所助益不無疑義，不建議作為避免後見偏誤之策略。 
專家證人制度係在引入系爭發明所屬技術領域專家之證言，進而彌補審查者

對於技術知識之不足，使審查者有豐富技術資訊以正確做出進步性與否之決定，

蓋專家證人有助於還原發明申請當下之技術實態，可避免審查者受到自身發明外

結果知識之影響，並且專家證人本於其專業知識，可以對於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

之技術分析、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程度、系爭發明所解決之問題等給予建

言，透過兩造專家證人相互思辨、交互詰問，足以促使審查者更完整且全面的了

解技術狀態，有助於避免審查者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進而緩解其進步

性決定受到後見之明偏誤之影響。綜上，專家證人制度之運用，有助於減緩發明

本身以及發明外結果知識兩者對於審查者之影響，因此本文認為，審查實務應導

入專家證人制度作為有效避免結果知識之工具，將有助於減緩後見之明偏誤之影

響。 
進步性判斷法之調整方面，結合、修正複數引證標準之要求的目的，係透過

要求結合複數引證動機，來避免審查者可能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所生之後見之

明偏誤的影響，以系爭發明為藍圖，進而恣意結合、修改引證來認定進步性，且

歐美及我國均已預見審查者任意結合、變化引證所可能產生後見之明之風險，並

均進而加強結合或修正動機之要求，因此結合、修正引證之動機的要求，當可作

為有效避免結果知識之工具；而論證邏輯次序之改正，亦可避免審查者先射箭再

畫靶，有助於避免審查者過度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 
另外，嘗試顯著性標準之改正，透過加強對於先前技術教示之判斷以及將其

與其他進步性判斷法搭配適用，更是為了避免審查者因為先接觸系爭發明所產生

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的影響，以及避免審查者因自身經驗隨科技進展所產生的發

明外結果知識之影響，進而不當運用嘗試顯著性判斷法，使進步性判斷結論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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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見之明偏誤。綜合上述，上開進步性判斷法之調整，均係為避免結果知識運用

之工具，有助於減緩發明本身以及發明外結果知識兩者對於審查者之影響，實務

應妥適參考以修正現行進步性判斷法，將有助於減緩後見之明偏誤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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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避免進步性判斷中後見之明的審查模型 

第一節 後見之明影響與否之判斷 

在現今進步性審查流程上，審查者審查時必然晚於所請發明之申請時點，則

審查者對於申請當下之先前技術狀態之判斷，必然將是一種回溯性之判斷，並且

會受到申請者所提供之資訊以及科技發展之影響，因而審查者對於進步性具備與

否之判斷，勢必不免或多或少受到系爭發明本身以及系爭發明外結果知識的影響，

產生後見之明之偏誤，而此等偏誤源於人類認知心理效應之影響，以現代科技水

準以及心理學研究而言，意圖完全消除該偏誤之影響事實上相當困難亦不切實際，

但仍應以妥適應用現有研究基礎，最大程度減低後見之明對進步性判斷之影響，

而首要任務便是認知到何種情況有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可能，是以本文如下

擬羅列審查者受到不可容許後見之明影響之類型，以作為未來實務在判斷審查者

論理是否受到不當後見之明影響之參考： 
 

第一項 使用不適當之先前技術 

現行進步性之判斷，係以先前技術作為比較系爭發明之基礎，並以之作為系

爭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之判斷依據，是以若審查者受到系爭發明本身或系爭發明

外結果知識之影響，進而使用不適當之先前技術，將會產生不被容許的後見之明

偏誤，審查者自應加以避免，而受到此種後見偏誤影響之案例特徵在於：採用不

相關之先前技術、應用無明確證據證明其存在之通常知識、應用發明申請後之通

常知識等案例類型，但並不以此為限。 
 

 採用不相關之先前技術 
在審查者採用不相關之先前技術之案例類型中，審查者尋找先前技術時，若

其應用與系爭發明毫無相關之技術文件，作為進步性判斷之先前技術，將有受後

見之明偏誤影響之可能，蓋一般發明人在發明時不可能會了解所有領域之所有知

識，因此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在解決其發明所面對之問題時，當會尋找合

理可能觸及並提供解方之先前技術，如相近似之技術領域的文獻，或不同領域但

與所解決技術問題有合理關聯之文獻，以符合發明者研發時之真實情況 717，因

此審查者所使用之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當有一定程度之關聯，若審查者應用與系

爭發明全然無關之引證，將可能係受到系爭發明之暗示而按圖索驥，恣意蒐羅與

系爭發明有相似外觀或相同特定關鍵字之先前技術，並引為引證作為判斷進步性

之依據，明顯有受到系爭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進而產生不當之後見之明偏

誤。 

                                                       
717 Application of Wood, 599 F.2d 1032, 1036 (C.C.P.A.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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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者應用無明確證據證明其存在之通常知識 
在審查者應用無明確證據證明其存在之通常知識之案例類型中，審查者以欠

缺明確佐證之通常知識，作為結合複數引證之結合素材、結合動機，或是引為修

改先前技術之素材等，進而以之作為進步性判斷之基礎，將有可能導致進步性之

判斷流於恣意，蓋審查者恐係受到系爭發明本身之技術內容的影響，進而主觀認

為或有意羅織特定技術差異為領域中之通常知識，並以該通常知識作為填補先前

技術之缺口，即為彌補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間的技術差異，而逕行應用欠缺證明

之通常知識作為先前技術之來源，進而認定系爭發明欠缺進步性，此種情形下，

審查者顯然係受到系爭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產生後見之明偏誤。 
此外，審查者亦可能係受到技術的客觀進展所影響，主觀認定特定技術已為

領域中通常知識，進而在未有明確證據證明發明申請時該通常知識已經存在下，

透過羅織未有明確證據之通常知識來認定系爭發明之技術組合、進展等欠缺進步

性，換言之，隨科技之進展，通常知識之水準自然水漲船高，若無證據證實該通

常知識為申請時即存在之通常知識，審查者所應用之通常知識將可能是來自於發

明申請後始產生之常識，抑或是審查者自身主觀恣意認定之通常知識，因此以其

用於判斷進步性，毫無疑問將受到發明外結果知識之影響，而產生後見之明偏誤。

總此以言，應避免審查者應用無明確證據證明其存在之通常知識，使審查者可能

事實上並非應用發明申請當下可以取得之通常知識作為進步性的判斷依據，而有

違專利法要求僅得使用申請時所可以取得之先前技術的限制外，更可能使得審查

者受到不當後見之明偏誤的影響。 
儘管美國實務在 KSR 案中為避免過度要求書面證據所產生之判斷僵化，開放

通常知識可以在無需具體證據證明其存在時，仍可作為先前技術而加以應用，然

若過當使用欠缺任何證據證明其存在之通常知識作為進步性判斷依據，將給予審

查者引入發明外結果知識之大門，而實際上美國審查準則中，已明確限縮欠缺書

面證據之通常知識的適用，必須為立即毫無疑問地被認為是廣為人知之通常知識，

且審查者核駁決定的理由所依據之技術輪廓必須要清楚且正確，必須提供合理科

學或技術原則上之精確的事實上證據，來支持該通常知識之結論 718，此一限制

作為衡平無佐證通常知識適用上之彈性，以及避免審查者主觀恣意所可能產生之

後見之明偏誤，是為妥適之標準。 
舉例而言，在美國 DSS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c. v. Apple Inc.案 719中，系

爭發明揭露一種包含一個主裝置與多個周圍裝置之無線通訊網路，用於雙向無線

傳輸資訊，主裝置與周圍裝置間資料網路以低工作週期之 RF 波（low duty cycle RF 
bursts）模式加以運作，具有高傳輸穩定度、低功耗、避免周圍系統干擾等功效。

而本案最重要先前技術為 Natarajan，其為一種在無線通訊中節省能源之方法，

主要用於節省行動裝置中無線連接轉接器的電池消耗，上訴委員會認為，儘管

                                                       
718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Ninth Edition, Revision 08.2017, Last Revised 
January 2018, Chapter 2141-2145, Pp 2100-238—2100-240. 
719 DSS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c. v. Apple Inc., 885 F.3d 1367 (Fed. Ci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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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rajan 未揭露該儀器以低工作週期 RF 波模式運作，但一般基地台均以此模式

運作，且基地台亦如同行動裝置般具有無線連接裝置，因此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

識者將Natarajan之節省電源的技術應用於基地台，不過是通常技藝之應用而已，

是以欠缺非顯而易見性 720。 
上訴法院指出，通常知識可以適度地用於非顯而易見性判斷中，但上訴法院

提出三個警告，其一，通常知識一般用於提供一個已知的結合動機，而非填補欠

缺的請求項限制要件。其二，使用通常知識來填補欠缺的限制要件，僅限於該限

制條件出乎意料的簡單，並且該技術十分直觀。其三，通常知識之使用，特別是

用於填補先前技術所欠缺之限制要件時，均不能取代合理的分析以及證據的支持。

上訴委員會以通常知識來填補先前技術所欠缺的低工作週期波模式，然而低工作

週期波顯然不是簡單的技術，且該技術在系爭發明中扮演重要之角色，用以達成

其低能源消耗之技術目標，而委員會僅結論性的使用通常知識，顯然不符合前開

要求，亦未妥適考量 Natarajan 儀器與基地台有不同的傳輸需求，因此系爭發明

應具備非顯而易見性 721。 
此判決明確指出美國法院在適用通常知識作為核駁非顯而易見性之依據時，

必須符合的三個限制，不得如本案上訴委員會一般，僅結論性的使用通常知識來

填補系爭發明與先前技術間的缺口，進而作為核駁之依據，顯然法院已經有意識

到審查者主觀恣意使用通常知識，可能係審查者以系爭發明為藍圖來拼湊甚至創

造通常知識來完成系爭發明，毫無疑問將受到發明本身與發明外結果知識之影響，

而產生後見之明偏誤。 
我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4 年度判字第 326 號亦指出：「法院審理時，亦係

以舉發人所主張之舉發事由與舉發證據所形成之爭點為審理對象。舉發人對於組

合成系爭發明之重要技術特徵，應負舉證責任，不容以「習知技術」為由，而主

張免負其責 722。」換言之，我國法院事實上也要求舉發人舉證習知技術之存在，

不容僅以空泛陳述之習知技術作為進步性判斷之依據，實質贊同。 
 

 審查者應用發明申請後之通常知識 
在審查者應用發明申請後之通常知識之案例類型中，審查者使用發明後始產

生之知識、技術內容、技術詮釋等，作為結合複數引證之結合素材、結合動機，

或是修改先前技術之材料等，進而作為進步性判斷之基礎，除有違反專利法僅得

應用發明申請前先前技術之規定，更無疑係使用發明外結果知識，將產生嚴重的

後見之明偏誤。 
 

                                                       
720 Id., at 1369-1373. 
721 Id., at 1373-1377. 
722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4 年度判字第 307 號亦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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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不適當認定技術內涵 

現行進步性判斷之首要步驟，便係發明本身與先前技術之技術內涵的詮釋，

若審查者扭曲先前技術的技術內容，使得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之技術內涵趨於一

致、過度相似或進入容易思及之範圍，進而將系爭發明以欠缺進步性加以核駁，

此將使得進步性判斷受到嚴重後見之明之影響，而導致此狀況之原因，可能來自

於審查者應用系爭發明申請書所載之技術內容作為藍本，亦即受到發明本身結果

知識之影響，有意或無意產生後見之明偏誤，因而發生認定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

技術兩者之內涵趨於一致的錯誤。 
此外，若審查者應用發明申請後的現今科技發展知識，來重新詮釋系爭發明

之技術內容，將可能使系爭發明或先前技術之要素受到科技發展之影響，如採用

非發明申請當下通常知識者所能理解之技術要件與詮釋、或應用超出先前技術所

欲展現的技術內涵等，則審查者顯受到發明外結果知識之影響，因而造成系爭發

明落入容易思及之範圍錯誤。 
此等均係不當受到結果知識之影響，不當認定技術之內涵，產生不可容許後

見之明偏誤，審查者自應加以避免，而受到此種後見偏誤影響之案例特徵在於：

使用系爭發明之內容來曲解先前技術、未整體觀察而認定技術內涵、使用發明後

知識來認定技術內涵等案例類型，但並不以此為限。 
 

 使用系爭發明之內容來曲解先前技術 
在使用系爭發明之內容來認定先前技術之案例類型中，審查者扭曲先前技術

知識內容來迎合系爭發明之技術內涵，使得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兩者技術內容趨

於一致、過度相似或進入容易思及之範圍，進而使得系爭發明欠缺進步性而加以

核駁，此將使得進步性判斷受到嚴重後見之明之影響。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民專上字第 33 號判決指出：「乙 1 證 3 揭露一種多

孔性生物擔體，…第 9 頁實施例三中記載「多孔性生物擔體係以實施例一之方式

製作，其孔隙率約為 97%，孔洞直徑大小為 0.3-0.5mm」（見原審卷一第 335 頁）。

由上可知，乙 1 證 3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4 中有關「聚氨酯材料發泡製成之複

數微生物載體」、「每一孔隙的平均孔徑為 0.5～2mm 之間」之技術特徵。（筆者

強調）」先前技術亦即乙 1 證 3 之技術特徵為孔洞直徑大小為 0.3-0.5mm，而系

爭發明之技術特徵為孔徑為 0.5～2mm，兩者孔洞直徑數值上欠缺相互包含關係，

先前技術明顯孔徑較小，而系爭發明孔徑較大，然而審查者未說明為何孔徑大之

技術特徵包含孔徑小之技術內涵，卻逕認定先前技術已揭露系爭發明之技術特徵，

似受到系爭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透過認知到系爭發明之技術內涵後，有意

扭曲先前技術之技術特徵來迎合系爭發明之技術內涵，進而認定兩者技術特徵相

同，有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風險，屬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案例類型。 
再者，如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專上字第 19 號判決指出：「被證 2 則教示

粒子尺寸減小可以增加表面積，使藥物粒子更增加生物可利用性之藥劑學通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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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是可知熟習該項技術者倘欲改良已知藥物之生物可利用性時，當有動機嘗試

減低藥物之粒子尺寸以增加表面積，並可預期此舉有助於增加藥物之生物可利用

性。系爭專利請求項 8 雖限定西里柯斯比粒子之尺寸分布為「以使得該等粒子的

D90 在該等粒子的最長維度上小於 200 微米」（以下簡稱「D90＜200 微米」），惟

參照系爭專利說明書所載：「如上述，西里柯斯比粒子尺寸之減少，一般將增進

西里柯斯比之生物可利用性」、「雖然對用於該藥學組成物中之最初的西里柯斯比

起始物質而言，該組成物在廣泛範圍的粒子尺寸均屬有效，但發現粒子尺寸之降

低可改良西里柯斯比的生物可利用性」、「例如，如第 11 例所示，將『起始物質

西里柯斯比之 D90 粒子尺寸自 60 微米降至 30 微米』，可實際地改良該藥學組成

物的生物可利用性」等內容，可知系爭專利請求項 8 所限定之西里柯斯比粒子之

尺寸分布為「D90＜200 微米」，實為熟習該項技術者藉製藥時例行之簡單處理（例

如研磨、過篩）使西里柯斯比之 D90 粒子尺寸降低至 200 微米以下，是被證 2
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 8「具有一種西里柯斯比粒子之尺寸分布，以使得該等粒

子的 D90 在該等粒子的最長維度上小於 200 微米」技術特徵。（筆者強調、刪減）」

本判決以被證 2 指出「尺寸減小可以增加表面積，使藥物粒子更增加生物可利用

性」之技術特徵，可以對應系爭發明之「西里柯斯比粒子之 D90 小於 200 微米」

之技術特徵，蓋因系爭發明內已經描述「西里柯斯比粒子尺寸之減少，一般將增

進西里柯斯比之生物可利用性」之內容，然而事實上從被證 2 僅可得知尺寸減小

通常有利於生物可利用性，無法得知西里柯斯比粒子尺寸減小亦可以有利於其生

物可用性，蓋並非每一種藥物均得以尺寸減小以來增加其生物可用性，且林山陽

專家意見指出「當粒子尺寸越小，粒子越會聚集而造成藥物粒子靜電增加及流動

性變差，導致無法均勻混合，致使口服劑型中藥物含量不均，如此將會造成藥效

的差異，縮小粒子尺寸無法解決所有問題」，況僅先前技術並未教示粒子應小於

200 微米之技術特徵，判決僅以先前技術泛指可以縮小粒子，隨即對應出以西里

柯斯比粒子之 D90 小於 200 微米，顯然論理上有一定程度之落差，若僅先前技

術指出粒子可以縮小便可以對應縮小後之所有粒子大小，如 100 微米、50 微米

等，顯有將先前技術過度放大解釋之虞，且若如此解釋則此類型先前技術將可能

會阻擋其後眾多關於特定化理想數值之研究，並非合適，則本判決似過度變化先

前技術之內容，以迎合系爭發明之技術內涵，明顯受到系爭發明之技術特徵所影

響，應用系爭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進而產生有不當之後見之明偏誤的疑慮，屬

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案例類型。 
 

 未整體觀察而認定技術內涵 
在未整體觀察而認定技術內涵之案例類型中，審查者若擷取先前技術的部分、

片段之技術，進而作為判斷進步性之基礎，如納為拼湊引證或修正引證之材料，

而未整體觀察引證內容以決定引證之技術內涵，縱然審查者未明言受到結果知識

影響，仍可能因為已然了解系爭發明所提供之解方，恣意片面擷取所需要之引證，

以將先前技術拼成系爭發明，進而主觀認定其解方欠缺一定程度之進步，明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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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蓋通常發明人會受到先前技術整體之教示所引導，

而非著重在與系爭發明相同的特定關鍵字，若欠缺系爭發明之提醒，發明人顯然

難以判斷先前技術之那個部分具有重要性 723，因而未整體觀察而認定技術內涵，

將可能產生後見之明偏誤。 
而不論是美國實務判決 724、審查準則 725、歐盟審查準則 726、我國審查準則

727、我國實務判決 728，均有明確要求法院在進步性之判斷，應就申請專利之發

明整體為之，非僅針對個別或部分技術特徵，顯見各國早已認知到未整體觀察來

認定技術內涵，而逕行擷取引證之部分技術作為進步性判斷依據，將有受到發明

本身結果知識影響之風險，屬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案例類型。 
舉例而言，如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48 號行政判決指出：「原告

於 108 年 10 月 21 日準備程序庭簡報第 4 頁陳稱：證據第 2 圖已揭露系爭專利請

求項1『該結合部及至少一部分之該葉片延伸至該延伸部上緣』之技術特徵云云。

然查，證據 1 第 2 圖所揭露之葉片 51 明顯未延伸至該延伸部上緣，原告簡報第

4 頁右下圖將右上圖之結合部上部部分切除，而稱葉片即可據以延伸至延伸部上

緣之做法，既非證據 1 所揭露或教示之技術內容，亦非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依據證據 1 所揭露之技術內容會有動機去做的改變，原告為使證據

1 所揭露之技術內容符合系爭專利請求項 1 所界定之技術特徵，所為切除部分結

合部並延伸葉片至延伸部上緣之做法，難謂無後見之明，原告所述並不足採。（筆

者強調）」系爭判決強調，整體觀察證據 1 並未揭露「至少一部分之該葉片延伸

至該延伸部上緣」之技術特徵，惟原告以遮蔽部分圖式之方式，進而推論先前技

術具有「葉片即可據以延伸至延伸部上緣」技術特徵之做法，顯係逕行擷取引證

之部分技術片段，以作為進步性推論之依據，顯係受到系爭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

影響，以系爭發明為藍圖來認定先前技術的技術內涵，產生嚴重的後見之明偏誤，

屬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案例類型。 
 

 使用發明申請後知識來認定技術內涵 
在使用發明申請後知識來認定技術內涵之案例類型中，審查者使用發明申請

後始產生之知識、技術內容、技術詮釋等，來解釋系爭發明或先前技術之技術內

容、效果等，進而作為進步性判斷之基礎，縱然表面上所使用的仍係先前技術，

但實質上應用發明申請後始產生之知識，除實質上違反專利法僅得應用發明申請

前先前技術之規定目的，更無疑係使用發明外結果知識，產生嚴重的後見之明偏

                                                       
723 Application of Mercier, 515 F.2d 1161, 1166 (C.C.P.A. 1975). 
724 Application of Mercier, 515 F.2d at 1166; Hybritech Inc. v. Monoclonal Antibodies, Inc., 802 F.2d 
1367, 1383 (Fed. Cir. 1986). 
725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Ninth Edition, Revision 08.2017, Last Revised 
January 2018, Chapter 2141-2145, Pp 2100-205—2100-206. 
726 EPO,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November 2018, Part G – Chapter VII, at 18. 
72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彙編》，2017 年版（7 月），頁 2-3-16。 
728 最高法院 102 年度臺上字第 427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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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舉例而言，如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專上字第 19 號判決指出：「經查該專

家意見書內所引用的附件 1 至 6 之文獻資料，公開日期均晚於系爭專利優先權日

1998 年 11 月 30 日，所提輔助之佐證資料應於系爭專利申請當時之技術水準予

以論述判斷，若以申請日之後所揭示的技術相關文獻予以論述申請時之技術特徵，

難免會落入後見之明，亦即該等附件 1 至 6 之文獻資料所指之問題，是否為系爭

專利申請後所發現的問題，不無疑義。（筆者強調）」判決明確指出，若以申請日

後之文獻來詮釋所申請之技術特徵，顯然會因為技術之進步，在技術的解釋上與

申請前所能得知的技術詮釋不同，如發現過往未發現之問題等，若仍逕以申請後

始能取得之文獻作為詮釋先前技術之依據，將會有受到系爭發明外結果知識影響

之風險，進而產生後見之明偏誤，屬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案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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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不適當定義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 

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作為判斷進步性與否之主體，主體智識程度之高低

將會嚴重影響進步性判斷標準之寬嚴，若審查者已經預先了解系爭發明已經完成，

抑或是已了解系爭發明技術本身之資訊，有意無意提高發明申請當下通常知識者

之技術水準，亦即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產生後見之明偏誤，將造生不

當提高進步性判斷基準之錯誤。 
此外，若審查者應用發明申請後之進一步發展後之科技水平，來形塑通常知

識者之技術水準，其標準毫無疑問會超越發明申請當下通常知識者所應具備之能

力標準，則審查者顯係受到發明外結果知識之影響，有意無意提升通常知識者之

能力，亦將造生不當提高進步性判斷基準之錯誤。 
前開類型均係不當受到結果知識之影響，不當定義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

顯係受到不可容許後見之明影響，審查者自應加以避免，而受到此種後見偏誤影

響實例可能出現於：審查者未明確定義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水準、審查者

所認定之通常知識者具有高度創造性等案例類型，但並不以此為限。 
  

 審查者未明確定義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水準 
在審查者未明確定義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案例中，由於審查者未明確指

出作為進步性判斷主體者之智識能力為何，容易使審查者流於恣意決定甚或以自

己或技術審查官作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使進步性標準受到審查者主觀好

惡所影響，進而讓判斷主體的標準容易因審查者受到發明本身與發明外結果知識

之影響而有所浮動，產生後見之明偏誤。 
而現行我國實務通常未於判決中明確指出該案件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

之標準為何 729，甚至有認為通常知識者所具備之知識水準及其於專利申請日之

技術水準，其實已經實質隱含於其具體敘述之中，自無須另外加以明確定義 730，

法院以此作為拒絕定義通常知識者的水準之要求，容易使法院有主觀恣意決定通

常知識者之空間，顯然並不具有減緩後見之明之效果，且法律所創設虛擬人標準

以避免審判者主觀意志而生的後見之明等目的亦將被侵蝕，因此法院未給予當事

人就通常知識者標準為辯論的機會，且未具體認定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似非

妥適，屬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案例類型。 
 

                                                       
729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民專上字第 33 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民專上字第 28
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民專上字第 18 號民事判決等多數判決，均未明確指出所屬

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標準。 
730 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 105 年度行專更(一)字第 4 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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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者所認定之通常知識者具有高度創造性 
在審查者所認定之通常知識者具有高度創造性案例中，審查者認定所屬領域

具有通常知識者具備較高程度之創造性，進而通常知識者較能夠對先前技術加以

推演、創新，其是否符合專利法上所預設之通常知識者不無疑義，儘管美國在

KSR 案中強調通常知識者具有通常之創造性 731，但歐盟則並不認為其應該具備有

創造性，不論如何，若審查者將通常知識者具備有高度之創造性時，通常知識者

將從該領域之一般人變成專業之發明者，並且促使審查者可以採用較高程度地技

術推演能力，進而合理化審查者指向性的將先前技術推演至系爭發明，而忽略審

查者高度可能係受到系爭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 732，才獲得該技術推演的指

引，亦有可能會受到外在科技進展之影響，進而輕易完成技術推演，而實質上是

受到系爭發明外結果知識之影響，產生嚴重的後見之明偏誤，為受到後見之明偏

誤影響之案例類型。 
 

                                                       
731 KSR Intern. Co., 550 U.S. at 421. 
732 沈宗倫，前揭註 656，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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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不適當拼湊複數引證 

在透過多數先前技術之結合，進而來判斷系爭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之案例類

型中，若審查者透過系爭發明所揭露技術內容本身作為判斷該技術是否具有進步

性之素材，抑或是以發明所揭露之技術作為藍圖般，拼湊先前技術以完成系爭發

明所揭露之全部技術，得出系爭發明在先前技術之指引下，係簡易拼湊或容易思

及之結論，因而認定發明欠缺進步性時，審查者明顯應用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

導致嚴重後見之明偏誤，產生有恣意拼湊引證之錯誤。 
此種受到結果知識之影響，不當拼湊複數引證，顯係受到不可容許後見之明

影響，審查者自應加以避免，而受到此種後見偏誤影響之案例特徵在於：欠缺結

合引證之動機仍任意拼湊引證、先拼湊引證再尋找結合動機、違反技術邏輯之技

術拼湊、使用系爭發明之技術內涵作為組合動機、拼湊大量引證來論證進步性等

案例類型，但並不以此為限。 
 

 欠缺結合引證之動機 
在欠缺結合引證之動機仍任意拼湊引證之類型中，若毫無任何論理、採用過

於廣泛的結合動機而任意拼湊引證，縱然審查者未明言援用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

其仍毫無疑問係以系爭發明作為藍圖來拼湊引證，蓋殊難想像一般發明者在發明

時會任意選擇兩不相干技術任意加以結合，是以顯係審查者已事後覺察到系爭發

明之技術內涵，進而加以拼湊先前技術以獲得系爭發明不具進步性之結論。 
舉例而言，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52 號指出：「將原

證 4、5 濃度重量份『2.667~250』及『45.26』予以拼湊成『2.667~45.26』，該種

取值方式完全未有支持論理，更遑論藉由該數值範圍再取中間值以為測試，原告

所謂之『簡單調整』方式完全未揭示於原證 4、5 內容，是原告所稱僅為後見之

明，非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所能輕易完成，原告所主張理由並

不可採。」本判決明確指出，原告毫無任何論理但仍任意組合引證教示，進而得

出系爭專利欠缺進步性之主張，顯係以系爭發明作為藍圖來拼湊引證，明顯有後

見之明偏誤，是以毫無論理而任意拼湊引證，係屬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案例

類型。 
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民專訴字第 65 號判決亦指出：「乙證 10 之應用領域

及其所應用之物、機制、效果及作用等，已與乙證 2、3 有所不同，實難逕依被

告上開所陳，認定乙證 2 與乙證 3，與乙證 10 間具有『技術領域之關連性』。況

且，就判斷複數先前技術是否具組合動機時，係由複數先前技術間所具有『技術

領域之關連性』、『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明確記載

或實質隱含教示或建議』等審究是否得以適當組合，被告僅憑主觀臆測即認定系

爭專利與先前技術之差異屬『改惡專利』、『藉由省去非必要構件後所僥倖獲得的

專利權』，並主觀認定乙證 2 與乙證 3 及乙證 10 屬類似或相近技術領域而具有結

合動機，然被告提出之認定方式，並未就系爭專利與先前技術在連動桿、扭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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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栓及擋止部等差異點作客觀之論述，其認定方式實有落入『後見之明』之疑

慮，尚難憑採。（筆者強調）」本判決亦明確指出，被告未明確論證先前技術之結

合動機，忽略引證間的技術差異，而主觀恣意拼湊引證，顯係以系爭發明作為藍

圖來拼湊引證，明顯有後見之明偏誤，係屬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案例類型。 
此外，在若干實務見解僅以僅以引證相互間技術領域具有相關聯性，便指出

有組合複數先前技術之動機 733，除明顯與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647 號

判決標準有違，亦將有論證不足之問題，蓋有時相關連之技術領域範圍極廣，僅

以較廣之技術相關聯性作為結合動機，將有先射箭再畫把之疑慮，即係審查者先

將系爭發明作為藍圖拼湊引證後，為符合結合引證之動機之要求，在欠缺合理之

論理下，仍認定一個較廣的相關技術領域或解決較廣的技術問題 734，因此僅以

技術領域具有相關聯性認定組合動機，顯然並不具有減緩後見之明之效果，已無

法達成設計結合動機標準要求之目的，仍屬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案例類型。 
舉例而言，如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48 號行政判決指出：「判斷

                                                       
733 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53 號指出：「系爭專利為一種可對崎嶇地形鑽

孔之打樁裝置，其與怪手之操作臂連結，係由流體產生裝置提供流體，可用以實施鑽孔工程，並

且不需借助人力操作即可 360 度改變調整打椿施工角度。證據 2 為一種打椿機，特別是一種具有

多自由度操縱功能的振動打椿錘，證據 2 與系爭專利屬相同領域；證據 3 係有關一種藉著將硬化

劑噴射注入於地中，其主要於地上鑽孔，由噴射部將水泥漿液等之硬化劑的溶液噴射注入，並一

面旋轉噴射部一面逐漸地將水槍拉回，而在地中造成樁狀硬化改良體之地盤改良工法及裝置，證

據 3 與系爭專利鑽孔打椿裝置屬相關應用領域。綜上分析，證據 2 與證據 3 屬相同或相關技術

領域，對於該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證據 2 與證據 3 之間具有技術關連性，應具明

確之組合動機。（筆者強調）」此判決明顯僅以證據 2 與證據 3 為相同技術領域，即認定兩者具有

組合動機，有論證不足之問題，且明顯與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標準有違。再者，本判決以證據 2
與系爭專利、證據 3 與系爭專利兩兩間為相同或相關技術領域，來認定證據 2 與證據 3 間為相同

或相關技術領域，似使用系爭專利之知識來認定結合動機，有受系爭發明本身結果知識影響之虞，

且可能模糊類同引證與引證間結合動機兩層次問題，似非妥適。 
734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行專更(一)字第 4 號判決指出：「證據 1、2 所揭露之物分別為主軸

電動機及風扇、馬達，均以馬達旋轉原理為其原理，各自的機制及作用已於前述。為判斷證據 1
與證據 2 之功能及作用於實質上是否相同，並據以判斷上述證據間有無組合動機，參加人所提附

件 8、9、14 至 23 是揭示散熱風扇和主軸馬達（即主軸電動機）為領域相關連之技術，為輔助

證據。…風扇之功能與作用在於利用葉輪上之葉片於轉動時驅動氣流流動，此為風扇的固有特性。

而風扇是藉由馬達旋轉使其帶動，若無馬達旋轉，則風扇之葉片無法轉動，馬達是風扇不可或缺

的核心組件，故在風扇之製造及其結構上，應將馬達與風扇視為不可割裂的整體結構。…建準公

司是主軸馬達和散熱風扇同一製造商，有相關的製造經驗與知識，在面臨風扇的主軸馬達的問題，

有可能參酌主軸馬達的技術，就相同馬達旋轉機構進行改良設計。…綜上所述，依輔助證據附件

8、9、14 至 23 之揭示，國內外多家廠商及研究機構，咸認散熱風扇和主軸馬達為領域相關連之

技術。綜合判斷證據 1、2 與輔助證據附件 8、9、14 至 23 揭示，證據 1、2 具有技術領域之關

連性。（筆者節錄、強調）」本案中證據 1 揭露之物為主軸電動機，證據 2 揭露之物為風扇、馬達，

則風扇與電動機是否為領域相關聯之技術將影響是否具有結合證據 1、2 複數引證之動機，若判

決僅結論性指出兩者均為機械裝置故為相同技術領域，則顯有欠缺論理而認定一個較廣技術領域，

有恣意結合兩引證之虞，難以達成結合動機要求之解決後見之明偏誤的效果，惟本案判決中深入

探究風扇與電動機是否在所屬技術領域中屬於相關聯之技術領域，進而提出多項輔助證據佐證兩

者其領域相關聯，且證實在相關連技術領域會促使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相互參酌，進而得出

先前技術具有結合動機之結論，此種論證可有效發揮該標準減緩後見之明偏誤之制度目的，實質

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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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證據與其他證據間是否有明顯的組合動機，應綜合考量技術領域之關聯性、所

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功能或作用上之共通性、教示或建議等事項，原告起訴理

由僅以證據 1、2、8、12 間為風扇相關技術領域，即將證據 1、2、8、12 結合，

其結合未必屬於明顯，理由如下：就解決問題（目的）與功效而言：證據 l 之發

明目的及功效為『防止扇輪轉子於旋轉時脫出、吸引扇輪轉子停止於最佳啟動角

度、防止落入啟動死點、降低啟動耗電功率』，證據 2 之發明目的（功效）『最少

化模製一體扇葉所需的材料用量、不須扇葉平衡材料，改善模製一體扇葉的堆疊

穩定性』，證據 8 之功效為『通過簡單的結構、能夠在組裝時提高作業性』，證據

12 之功效為『增加組裝便利性、平衡調整裕度及承載可靠度』。顯然證據 1、2、
8、12 欲達到發明目的及功效均不同，各證據間彼此缺少所欲解決問題及作用、

功能之關聯性，即便證據 1、2、8、12 均屬於相關聯或相同散熱風扇技術領域，

客觀上亦缺乏彼此組合動機，遑論原告以證據 1、2、8、12 中之部分結構組合拼

湊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內容，亦難謂無後見之明，故證據 1、2、8、12 之組合不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筆者強調）」此判決便明確指出，若單

以引證相互間技術領域具有相關聯性便指出有組合複數先前技術之動機，忽略引

證間目的與功效之關聯性，而逕行拼湊複數引證，將有論證不足之問題，恐係受

到系爭發明資訊之指引，即受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有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

響之可能，係屬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案例類型。 
 

 先拼湊引證再尋找結合動機 
如本文第三章第四節第三項第二款第一目所述，現行實務進步性論證邏輯順

序，係先比對先前技術之組合與系爭專利請求項之技術特徵的差異，再論證是否

有動機結合之論證順序，將有受到後見之明偏誤之風險，然而現行多數實務仍以

此種論證邏輯加以判斷進步性，如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8 年度民專訴字第

61 號指出：「綜上，基於被證 6、8 已共同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之技術特徵，

且系爭專利請求項 1…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被證 8、9 之組合即

能輕易完成，已如前述，而被證 6 為改良式沾水筆、被證 8 為玻璃尖鋼筆、被證

9 為玻璃沾水筆結構，該等證據均為墨水書寫工具，於技術領域上具有關聯性，

均以墨水流到筆頭以利使用者書寫，其在功能或作用亦具有共通性；是以，所屬

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自有合理動機將被證 6、8、9 組合，而輕易完成系爭專

利請求項 1 之創作。（筆者刪減、強調）」此判決即係先論證先前技術之組合足以

構成系爭發明，而後再論證先前技術之組合動機，似有受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可

能，係屬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案例類型。 
 

 違反技術邏輯之技術拼湊 
在違反技術邏輯之技術拼湊之類型中，如引證間技術上或事實上無法結合、

無法相互作用、結合會產生無法運作之裝置、引證結合會無法符合引證原始所欲

達成之目的等情況下，審查者仍逕行拼湊引證，此等案例主要成因可能來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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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者主要著重於引證之個別要件，而忽略引證教示之全貌而未正確認知引證之

內涵，或審查者未正確認知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在發明時面對該先前技術時

之考量，亦即未察覺引證間若欠缺相容性時，顯然一般通常知識者在發明過程中，

不會採用該引證作為結合引證之材料，但審查者若仍逕行結合引證，縱然審查者

未明言受到結果知識影響，仍可能因為已然了解系爭發明所提供之解方，進而恣

意拼湊引證，主觀認定其解方欠缺一定程度之進步，明顯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

之影響，此等引證之拼湊將被認為不適當，將可能產生後見之明偏誤。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行專更(一)字第 4 號判決指出：「原告於行政訴訟

上訴理由狀第 14 頁第 14 至 21 行及第 28 頁第 5 至 8 行稱：『證據 1 無法在套設

一輪轂於轉子輪轂 50 上，且不會有複數個葉片環設於該輪轂之外圍，及證據 1
在凹陷部 53 與軸 8 抵接的部位設有激光焊接部 54，因此使該轉子輪轂 50 具有

置軸凸部，且軸 8 之頂面亦凸出於轉子輪轂 50 之上壁部 51』云云（見最高行政

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647 號卷第 34 頁背面、第 41 頁背面），惟查：證據 1 技術

領域使用於 HDD 裝置、光碟裝置，由於該等裝置不需要散熱，自然不會有葉片

之構造，如證據 1 之主軸電動機結構轉用於散熱風扇領域時，則可能有葉片之構

造。（筆者強調）」本判決假設證據 1 之裝置可以加裝風扇結構，故可與證據 2
之風扇結構加以結合，進而認定系爭發明欠缺進步性，惟證據 1 揭露之物為主軸

電動機，技術領域為 HDD 裝置、光碟裝置等上安裝的主軸電動機，依現行通用

光碟裝置之設計上顯不會考量裝設風扇作為散熱裝置，並已為判決書中所自陳，

惟本判決仍認若該裝置轉用於散熱風扇領域時，將可能會有葉片之構造，顯然忽

視證據 1 本身技術所欲達成之原始作為光碟裝置中電動機之目的，而逕行拆解證

據 1 之技術結構，並將該結構假設可用於散熱風扇領域，欠缺足夠之論理來假設

其可與風扇相結合，有受到系爭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忽視引證結合會無法

符合引證原始所欲達成之目的，強行拆解先前技術而加以拼湊，進而認定系爭發

明欠缺進步性，似有受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虞，屬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案例

類型。 
再者，在美國 Application of Whiton 案 735中，系爭發明為 PVDF 聚合物，包

含 95%之聚偏二氟乙烯（PVDF），其在 300 華氏下用於製造可擠壓、塑形之塑膠

製品，且為了提高其可塑性，添加有線性聚酯纖維 736。專利局拒絕其專利申請，

其理由主要為引證之結合已足完成系爭發明，其一引證揭示聚偏二氟乙烯之聚合

物的製程，但未提及可以添加塑化劑，另一引證揭示PVC可以添加可塑劑等物質，

而該塑化劑具有不移動、不揮發且穩定相容於 PVC，並且可以在低溫下可以保持

彈性的特性，委員會認為發明僅係使用已知種類之塑化劑來塑化已知聚合物，且

沒有證據顯示用於一種聚合物之塑化劑，不會被期待用於其他種類之聚合物；再

                                                       
735 Application of Whiton, 57 C.C.P.A. 888 (C.C.P.A. 1970). 
736 Id., at 88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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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PVC 與 PVDF 具有類似性，進而系爭發明被認定為欠缺非顯而易見性 737。然

而法院指出，有證據顯示用於 PVC 之塑化劑未必相容於 PVDF，蓋兩者之結構與

特性有所差異，則 PVDF 與聚酯纖維之相容性當並非可預期，因此法院轉而認定

系爭發明具有非顯而易見性 738。此判決指出沒有證據顯示對所屬領域具有通常

知識者而言，揭示 PVC 塑化劑之引證可以用於 PVDF，換言之，引證間技術上或

事實上無法結合、無法相互作用，但專利局審查者仍逕行結合引證以認定系爭發

明欠缺非顯而易見性，明顯忽視無法結合之引證根本無法對於通常知識者給予結

合之教示，恐係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以系爭發明為藍圖拼湊引證，進

而使系爭發明欠缺進步性，有受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虞，當屬受到後見之明偏誤

影響之案例類型。 
 

 使用系爭發明之技術內涵作為組合動機 
在使用系爭發明之技術內涵作為組合動機之類型中，若審查者使用系爭發明

之技術內涵，作為論證先前技術間的結合動機，顯然係應用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

作為拼湊先前技術之藍圖，進而拼湊先前技術來作為欠缺進步性之證據，且專利

法要求判斷先前技術是否足以完成發明時，不應受到系爭發明之影響，則判斷複

數引證得否相結合，自不應引用系爭發明之技術內容，況發明申請前之複數引證

之結合動機，應用申請前不存在之系爭發明作為判斷依據，邏輯上不僅不適當，

更顯然係應用系爭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來拼湊引證，明顯產生不當後見之明偏誤。

此外，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6 年度民專上字第 28 號亦指出：「當有複數的證

據組合時，應考量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該複

數證據之技術內容而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而判斷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複數證據之技術內容時，應考量該等證據之技術內容

的關連性或共通性，而非考量證據之技術內容與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技術內容之關

連性或共通性，以避免後見之明。（筆者強調）」從此判決意旨觀之，顯然我國已

有實務對於使用系爭發明之技術內涵作為組合動機會產生後見之明有所認識。 
舉例而言，如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8 年度行專訴字第 74 號指出：「證據

8 之電磁波遮斷部材 14 可以僅部分設計成不透明層 124，其更可藉由不透明層

124 之遮蔽作用以解決保護卡片表面資訊不被竊取之問題。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為解決保護卡片上之條碼資訊不受任何人竊取之問題（參系

爭專利說明書第 0022 段），自有合理動機能更進一步地將證據 8 之 IC 卡包裝袋 1
之遮斷部材 14 之部分不透明層之遮蔽作用，結合應用於證據 4 之透明包覆體 4
下表面下緣以遮蔽卡片本體 3 之條碼 31（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第二條碼），

以解決保護卡片上之條碼資訊不受任何人竊取之問題，即能輕易完成前述證據 4
所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技術特徵。是原告上開主張，自難認可採。（筆者

                                                       
737 Id., at 889-891. 
738 Id., at 89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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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本判決即係應用系爭發明本身所解決之問題（保護卡片上條碼資訊不被

竊取），即以系爭發明本身之資訊作為結合證據 4 與證據 8 之結合動機，然而證

據 4 本身並未提供保護卡片上條碼資訊之技術特徵 739，換言之事實上此一技術

問題並非證據 4 所關注的，則本判決明顯係因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在於保護卡片

之條碼資訊，因而以系爭發明作為藍圖來拼湊先前技術證據 4 及證據 8，似係應

用系爭發明本身結果知識，有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風險，係屬受到後見之明

偏誤影響之案例類型。 
再如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民專上字第 19 號民事判決指出：「被證 1 教示了

包含西里柯斯比之吡唑基苯磺醯胺類藥學組成物之發明，並記載於口服時該化合

物可使用之相關佐劑；而被證 2(『藥劑學:劑型設計的科學』)又揭示『根據

Noyes-Whitney 方程式，與胃腸液接觸的藥物總有效表面積的增加將導致溶解速

率增加。假設藥物的每個顆粒被胃腸液完全地潤濕，藥物表現出的有效表面積將

直接與藥物的顆粒大小成比例。因此，粒徑越小，定質量的藥物所表現出的有效

表面積越大，溶解速率越高(參第 156 頁第 15~28 行)』，其已教示粒子尺寸減小

可增加溶解度並進而提高生物可利用性。因此，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參酌被證被證 1 及 2 的內容時，係可理解欲使用口服藥物，則將粒子尺寸

減小係可增加溶解度並進而提高生物可利用性。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自有動機將被證 1 及 2 予以組合。（筆者強調）」本判決之判決邏輯係由於

被證 1 及 2 的內容，組合可以達成系爭發明所完成之「將粒子尺寸減小以增加溶

解度及提高生物可利用性」之技術特徵，進而得出兩者具有組合動機之結論，然

而事實上判決根本未提及被證 1 與 2 間有任何之結合動機，如技術相關性、解決

問題共通性等，且因先前技術之組合可以達成系爭發明便可以組合引證，則法院

所指出之兩者具有結合動機論理，顯然係明白承認其應用系爭發明作為藍圖來拼

湊引證，似受到系爭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將可能產生後見之明偏誤之風險，

係屬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案例類型。 
 

                                                       
739 證據 4 為我國第 M316853 號「商業卡片之包裝改良結構」新型專利案，摘要為：「一種商業

卡片之包裝改良結構，其主要係於一卡片頁外表側包覆一透明包覆體，於該透明包覆體一側周緣

橫設有至少一撕斷線，且該透明包覆體於撕斷線之二旁側另分別設有一黏合邊緣，利用該撕斷線

可形成一易於開啟之鏤空開口，而該黏合邊緣則可使複數不同之透明包覆體形成銜接，以形成一

易於使用及攜帶、收存之卡片包裝結構。」亦即此專利之技術內涵在於易於使用及攜帶、收存之

卡片包裝結構，而非保護卡片本身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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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湊大量引證來論證進步性 
現行美國法上並未對相結合之引證數量上限有所限制 740，而我國亦未有實

務見解限制相結合引證之數量，然而使用過量引證加以結合將產生有後見之明之

風險，蓋使用過量引證來拼湊出系爭發明，有高度可能係以系爭發明作為藍圖，

東拼西湊以結合多數引證之各個要件來拼湊出系爭發明 741，以推論系爭發明欠

缺進步性；此外，若審查者必須結合過量引證之個別技術以作為核駁之論理，其

數量超出對於一般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通常合理用於解決其問題所需

之引證數量時，將使審查者有以後見之明拼湊引證之可能，且歐盟審查準則亦指

出，審查者若結合必須多個引證，則其結合而成之特徵，亦有可能是進步性的表

徵 742，因此，若審查者大量拼湊引證以作為進步性判斷之依據，將有可能係受

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進而產生後見之明偏誤，係屬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

響之案例類型。 
 

                                                       
740 In re Gorman, 933 F.2d 982, 986 (Fed. Cir. 1991). 法院指出，重要的不是引證之數量，而係其對

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之示者之意義。 
741  Ashley Allman Bolt, Combating hindsight reconstruction in patent prosecution, EMORY LJ, 
1167-1168 (2014). 
742 EPO,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November 2018, Part G – Chapter VII, 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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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不適當技術推演之論理 

在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間，存有一定之技術落差，亦即系爭發明之技術內涵，

未必全部為先前技術所包含時，則審查者應判斷其間技術落差，是否足使系爭發

明具備進步性，而我國實務上常以是否為簡單變更作為判斷其進步性之基準 743，

美國實務上而另有是否具備嘗試顯著性，作為此種案例之判斷基準；然而，若審

查者在判斷此一技術落差是否具有進步性時，欠缺妥適論證其間差異是否為所屬

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完成，而仍逕行認定系爭發明欠缺進步性者，則有

高度可能審查者受到後見偏誤影響，如受到發明後發展之科技水準影響，或因為

科技發展方向之指引，使得系爭發明提供之解決選項顯得係理所當然，甚至認為

系爭發明之產生乃係因為科技發展之必然，進而使得系爭發明欠缺進步性，換言

之即受到發明外結果知識之影響，導致後見之明偏誤，而產生欠卻論理之技術推

演之錯誤。 
此外，若審查者先了解系爭發明之解方後，主觀認定先前技術稍加變化即可

完成系爭發明，因而認定系爭發明欠缺進步性者，則係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

影響導致後見之明偏誤，亦有欠卻論理之技術推演之錯誤。 
此等不適當技術推演之論理，顯係受到不可容許後見之明影響，審查者自應

加以避免，而受到此種後見偏誤影響實例可能出現於：審查者未明確說明技術推

演之論理、不當預估科技發展之論理、違反技術邏輯之技術演繹等案例類型，但

並不以此為限。 
 

 審查者未明確說明技術推演之論理 
在未明確說明技術推演之論理案例中，若審查者技術推演若欠缺明確論理，

如未指出先前技術提供變更引證之教示，或其技術推演僅係欠缺說理的結論性推

斷等，但審查者仍逕行認定系爭發明屬於簡單變更而欠缺進步性時，縱然審查者

未明言受到結果知識影響，仍可能因為已然了解系爭發明所提供之解方，因而主

觀認定其解方不過爾爾，未落實回歸到申請時點判斷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

者而言，是否先前技術足以提供其完整技術變化之動機以完成發明，明顯受到發

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例如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專訴字第41號民事判決：

「被證 4 係利用一上層載檯、一下層載檯及油壓缸等二層式的設計，而可達到更

多的貨物裝載量，使貨物的運輸更具效率。雖被證 4 未揭示『…』之技術手段，

惟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面臨貨物置放空間擴充之相關問題時，應有

其動機參考被證 4 揭示一上層載檯、一下層載檯及油壓缸等二層式設計的技術手

段，合理嘗試利用被證 4 之上層載檯、下層載檯及油壓缸的構造將其數量簡單改

變增加，如此即可達成與系爭專利 2 可達到更多的貨物裝載量，使貨物的運輸更

具效率之相同功效，系爭專利 2 利用底層平台、中層升降台及頂層升降台等三層

                                                       
743 如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4 年度判字第 698 號要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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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設計之技術手段，並未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故系爭專利 2 請求項 1 為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被證 4 之上層載檯、下層載檯及油壓缸構造的數量簡

單改變即能輕易完成。準此，被證 4 可以證明系爭專利 2 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

（筆者刪減、強調）」判決僅指出簡單改變增加證據 4 之構造即可完成系爭發明，

未深究證據 4 本身等先前技術，是否提供變化先前技術之動機並促使通常知識者

作成前述技術變化，且其變化是否對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屬於有合理

成功期待之可預期結果，僅結論性陳述可以簡單改變先前技術即可完成系爭發明，

有未明確說明技術推演之缺憾，似有以法院自身主觀觀點，而非以所屬技術領域

具有通常知識者在發明申請當時之觀點來判斷是否該發明之變化係簡單變化，其

將可能係受到已了解系爭發明本身所提供的解方所影響，因而認為其解方不過是

簡單變更，似有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疑慮。 
另外如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行專訴字第 38 號行政判決指出：「系爭專利乃

係於 88 年所申請，距今已近 20 年前，且本件系爭專利所屬機車之工業已發展為

技術密集、專利申請件數極多、發展空間有限之領域（in the field of the crowded 
art），於目前的時點進行進步性之判斷時，本容易產生如被告以『後見之明』而

錯誤判斷其欠缺進步性的情況，自應以客觀之標準進行判斷，惟被告與參加人均

未能定義並舉證說明系爭專利申請時所屬領域之通常知識技術水準，並以之判斷

進步性，更在未能提出揭露系爭專利所界定之發明整體技術特徵之證據的情形下，

違反證據 2、3、7 揭露之技術內容及發明目的，僅空言可作如系爭專利之變更、

系爭專利欠缺進步性云者，洵無足取。（筆者強調）」本判決亦明確指出，未深究

先前技術，是否促使通常知識者作成如系爭發明之技術變化，且其變化是否對所

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為顯而易見，而逕行斷定系爭發明為先前技術的簡單

變化，將顯然是應用系爭發明本身結果知識，有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疑慮。 
 

 不當推斷科技之發展 
在不當推斷科技之發展案例中，審查者可能受到發明後發展之科技水準影響、

或因為科技發展方向之指引，即發明外結果知識之影響，抑或是受到系爭發明本

身所完成的特定科技進展影響，即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不當為技術推演，

進而提高發明申請當時的科技水準，認定系爭發明所提供之解方不過為日常實驗

所可得、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可預見等，而給予系爭發明欠缺進步性之評

價，明顯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 
舉例而言，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PharmaStem 案 744判決，該案涉及兩胚胎

幹細胞臍帶血之專利，其一為 681 專利 745，請求項 1 為一種低溫保存療法，包

含可使用之人類剛出生時源於其臍帶血或胎盤血的新生兒或胎兒造血幹細胞，該

細胞群表現有足夠數量可作用於重建成年人之造血系統，以及足夠用於低溫保存

                                                       
744 PharmaStem Therapeutics, Inc. v. ViaCell, Inc., 491 F.3d 1342 (Fed. Cir. 2007). 
745 U.S. Patent No. B1 5,004,681 “Preservation of fetal and neonatal hematopoietic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s of the b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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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細胞群之低溫保存劑。其二為 553 專利 746，請求項 13 為一種重建人類免疫或

造血系統之方法：首先，分離包含造血幹細胞之臍帶血或胎盤血物質。第二，低

溫保存該血液樣本。第三，融化該血液樣本。第四，將該血液樣本給予適當的人

類宿主，則該造血幹細胞可以使用且可在宿主中複製。 
系爭專利是否具有非顯而易見性之主要爭執點在於，是否先前技術已經揭示

臍帶血具有造血幹細胞，法院認為欠缺非顯而易見性，其指出儘管原告方專家證

人證述系爭發明申請時一般認為血液不適合用於組織移植，以及研究者相當驚訝

於系爭發明係首位成功將臍帶血移植入人體，且沒有證據顯示臍帶血具有幹細胞

直到系爭發明之產生 747，然而系爭發明自身所揭示之先前技術已經指出，臍帶

血具有可形成先驅細胞（ progenitors ）之人類造血細胞團簇形成細胞

（ hematopoietic colony-forming cell ），以及人類臍帶血具有造血幹細胞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且臍帶血的幹細胞之濃度遠大於成人 748，而其他先

前技術已經揭露出骨髓移植可以重建造血系統、臍帶血與骨隨相同但與成人血不

同，具有大量的先驅細胞、臍帶血具有高濃度的原生先驅細胞（primitive 
progenitor cells），而人類與大鼠相同，該細胞負責用於出生時從胎兒器官到骨髓

之造血作用移轉 749等資訊，因而縱然先前技術中未有明確、結論性地指出臍帶

血具有幹細胞，從臍帶血中具有大量的先驅細胞之發現（其數量約等同於骨隨中

所有的先驅細胞），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即足以推斷臍帶血中具有幹細胞；

而縱然發明人證實先前被強烈懷疑之臍帶血具有重建造血系統之能力，或證實臍

帶血中具有幹細胞之重大科學進展，仍然不會使該發明具有非顯而易見性，蓋系

爭發明不過是用日常實驗來證實已經被確信之事實 750，且儘管系爭發明對於移

植施術者而言，提供足夠之信心將臍帶血用於重建造血系統之技術適用於人類上，

但法院認為人體體內實驗之證明儘管很有用但與可專利性判斷無涉 751；最後，

系爭發明之說明書指出，出生時所獲得的臍帶血數量可以用於成人之移植，而發

明人可以透過簡單比較骨髓的已知物質來對照通常測試臍帶血之結果，進而達成

其結論 752，因此法院認為系爭發明欠缺非顯而易見性。 
本案法院主要認為先前技術揭露臍帶血具有先驅細胞，即足以推知臍帶血中

有幹細胞之存在，然而科學上先驅細胞較幹細胞而言，具有較侷限之分化與自我

複製之能力，但幹細胞具有最多元分化之能力，可分化違不同種類之先驅細胞，

換言之，證明具有部分分化潛力之先驅細胞之存在，科學上未必能證明具有高分

化潛力之幹細胞之存在；此外，體外實驗結果與體內實驗結果有不小之差異與變

                                                       
746 U.S. Patent No. 5,192,553 “Isol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fetal and neonatal hematopoietic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s of the blood and methods of therapeutic use”. 
747 PharmaStem Therapeutics, Inc. v. ViaCell, Inc., 491 F.3d 1342, 1360-1361 (Fed. Cir. 2007). 
748 Id., at 1361-1362. 
749 Id., at 1362-1363. 
750 Id., at 1363-1364. 
751 Id., at 1364. 
752 Id., at 136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9

216 
 

數，體外實驗結果未必可當然推體內實驗之結果，因此，法院透過拆解、片段擷

取、拼湊先前技術之結果，所做出的科技預測，顯然並非符合一般科學原則之技

術推演，蓋科學預測當具有足夠之科學證據，而法院顯然未以之為論述的基礎，

則有可能係審查者受到發明後發展之科技水準影響，如審判時科學界已經廣為了

解臍帶血具有幹細胞之存在，即受到發明外結果知識之影響，抑或是受到系爭發

明本身所完成的特定科技進展影響，如已經了解系爭發明揭露出臍帶血具有幹細

胞存在之研究結果，即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不當為技術推演，進而得出系

爭發明可以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預見之結果，將使進步性判斷受到嚴重後

見之明偏誤之影響。 
 

 違反技術邏輯之技術演繹 
在違反技術邏輯之論理之案例中，若審查者的技術推演若違反技術邏輯，如

所為之推演技術上或事實上無法實現或無法相互作用、技術之推演會產生無法運

作之裝置、引證變更會無法符合引證原始所欲達成之目的等，而審查者仍逕行為

技術推演，進而以系爭發明屬於簡單變更等原由認定其欠缺進步性，縱然審查者

未明言受到結果知識影響，仍可能因為已然了解系爭發明所提供之解方，進而主

觀認定其解方欠缺一定程度之進步，明顯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產生不

當的後見之明偏誤。 
舉例而言，如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民專訴字第 68 號判決指出：「系爭專利

請求項1並未具體載明擺動件的結構特徵，只要符合請求項所界定『具有一本體，

一自該本體中心一體延伸之一第一樞軸與一第二樞軸』均可謂之擺動件，而乙證

3 之齒輪即具有相同的結構特徵，且乙證 3 所揭露雙齒輪配合雙導紗臂的設計，

雖係專為雙臂導紗所設計，惟欲將乙證 3 雙臂導紗裝置單臂掛紗使用，或簡單抽

離第二齒輪與第二導紗臂作為單臂導紗裝置，並無不可。（筆者強調）」本案判決

認定系爭發明僅為乙證 3 的簡易變更（將雙臂導紗改為單臂導紗即可完成），然

而應注意的是，系爭發明為單臂導紗裝置 753，而乙證 3 為雙臂導紗裝置 754，兩

者結構已明顯不同，且乙證 3 專利說明指出：「該第一導紗臂及第二導紗臂之另

端則分別連動於該第一齒輪及第二齒輪；藉此，可使兩導紗臂達到相輔相成的穩

定送紗功能，且其相對位置又具有極為方便性的互換調節功能，又該導紗裝置與

入紗板之螺固組裝具有極佳之固結效果，以降低針織機維護成本者 755。（筆者強

調）」明顯可得知乙證 3 之雙臂之結合具有額外之功效，且為該發明之重要技術

特徵，然本判決仍逕行指出將乙證 3 簡單抽離一臂後作為單臂導紗裝置，並無不

可，然而該引證之變更將明顯無法符合引證原始所欲達成之目的，是以此判決似

乎有違反技術邏輯之技術演繹之錯誤，似係受到系爭發明為單臂導紗之影響，而

                                                       
753 我國第 I480439 號發明專利「單臂導紗裝置改良」。 
754 我國第 200900549 公開號「雙臂同步運作的導紗裝置」專利申請案。 
755 第 200900549 公開號「雙臂同步運作的導紗裝置」發明專利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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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演繹、變更先前技術，有受到發明本身後見之明之影響，產生不容許後見之

明偏誤之風險。 
另外，在美國 In re Gordon 案 756中，系爭發明為血液過濾裝置，用於體外過

濾患者血液中之血栓、組織或其他外來物質等，而此儀器主要特徵在於血液均由

該裝置之底部進出 757。專利局所提出之引證為一種液體過濾器，主要用於過濾

汽油中雜質與水，而其輸入及輸出口均在儀器頂部，專利局因而認為將該引證所

揭示之儀器上下倒置，使輸入口與輸出口均在儀器底部即可完成系爭發明，是故

系爭發明欠缺有可專利性之區別，欠缺非顯而易見性 758。然而上訴法院指出，

先前技術之液體過濾器會部分利用重力來分離汽油與灰塵和水，因此該先前技術

應當不會促使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將該儀器上下倒置，故單純可以

將引證倒置之事實，將不會使系爭發明之修正欠缺非顯而易見性，必須引證中對

於該變化為有利之修正有所建議。此外，先前技術之倒置會使得將要排出之汽油

產生堵塞並使水流向輸出口，使其無法依照其原有目的運作，因此系爭發明具有

非顯而易見性 759。 
此判決指出沒有證據顯示對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引證具有上下倒

置之建議，進一步言之，引證之上下倒置將使該儀器無法依其原有目的運作，但

專利局審查者仍逕行倒置引證以認定系爭發明欠缺非顯而易見性，明顯忽視產生

無法運作儀器之變化根本無法給予通常知識者修正引證之教示，則其技術推演恐

係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以系爭發明為藍圖變化引證，進而使系爭發明

欠缺進步性，有受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虞，當屬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案例類

型。 
 

 

                                                       
756 In re Gordon, 733 F.2d 900 (Fed. Cir. 1984). 
757 Id., at 900-901. 
758 Id., at 901-902. 
759 Id., at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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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避免後見之明之架構與其理念 

第一項 架構理念 
進步性作為專利法上極重要之課題，進步性之意義亦即一定進步之內涵為何，

除具有理論上探究之意義外，亦將牽涉進步性判斷法之整體判斷架構，是以，本

文如下先分析進步性之內涵，作為本文進步性判斷架構之理論基礎；此外，為最

大程度防免後見之明，本文如下將整合具有實效之進步性防免判斷策略，進一步

草擬完整防免後見之進步性判斷架構，以作為未來實務之參考範本。 
 

第一款 進步性之意義 
本文認為，進步性之意義可從技術創新與技術實效兩方面來加以詮釋，實質

上技術本身與技術所生之效果係屬兩不同層次之前後階段關係，技術創新係針對

申請發明技術本身與先前技術，在技術層面上具有意義之差異，亦即事實上先前

技術之技術本身不足以達成發明，其發明當非先前技術之貢獻；而技術實效則是

針對申請發明本身與先前技術，在技術層面上雖無有意義之差異，但實質上其技

術效果層面，產生非先前技術所能達成效果，換言之，該發明所產生之實質效益

亦非先前技術之貢獻。 
此處所稱之技術創新，係要求申請發明技術與先前技術具有差異，且此差異

應具有專利法上創新之意義，即不得為先前技術的實質貢獻範圍內，此處之貢獻

應更進一步細分為主觀與客觀之面相，主觀面相在於判斷申請發明技術之變更，

是否在於先前技術提供某種主觀上想法，驅使申請人去產生客觀上的技術差異，

如答案為否定者，則係申請人自行產生改變、修正技術之想法，非先前技術之貢

獻，其創意應有受保護之必要，在專利法上自應評價具有技術層面上之意義，而

予具技術超越性之評價，當具有可專利性 760；如為肯定者，則應進一步探索客

觀面向之貢獻，儘管此一層面之證據仍必須由客觀證據加以認定、證明，惟為更

完整還原論理上結合、變化引證動機係通常知識者作為虛擬人之主觀層面的思考，

故為求論理順暢以及理解上之便捷，故本文仍以主觀面相加以稱呼之。 
而客觀技術創新則係判斷，客觀上技術差異是否屬於先前技術之客觀貢獻範

圍，如是否為非具有技術重要性的改變大小、順序、形狀、調整、複製等變化，

或是先前技術已經實質上限縮、指引技術變化，使得實質上該變化仍不超脫於先

前技術實質貢獻範圍內，並且通常知識者參酌先前技術本身即對於完成申請發明

有合理成功之可能，如為否定者，則應肯認其技術客觀變化非先前技術之貢獻，

                                                       
760 我國實務上亦有明確指出修正動機者，如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民專上字第 37 號判決：「借

助線狀構件 57 使遮陽簾 56 保持在拉緊狀態僅為乙證 3 其中一種實施態樣，如不使用線狀構件

57，亦可將遮陽簾 56 直接粘合在遮陽板框架 55，為了得到足夠的粘合面積，該創作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乙證 3，自有合理動機選擇將遮陽簾 56 包覆於遮陽板框架 55 上，使磁

鐵 61 位在遮陽板框架 55 與外層遮陽簾之間，而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創作，故上訴人

上開主張，尚不足採。（筆者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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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利法上自應評價具有技術層面上之進步，而予具技術超越性之評價；如為肯

定者，則實質上先前技術與申請發明間，不存在技術層面上具有意義之差異，則

其發明整體上可認在先前技術之貢獻範圍內，尚無給予專利法保護之必要性，自

欠缺給予其專利權保護之正當化基礎。 
另一方面，技術實效則係針對申請發明技術本身與先前技術，雖在技術層面

上不具有意義之差異，如表面上為單一或多個先前技術的組合即可達成發明，惟

在技術效果層面上產生有意義之差異，為此處所稱之實效，亦即縱然申請發明與

先前技術並無技術層面上的差異，但其在技術效果之應用上具有嶄新或不可預期

之技術效果而言，而基於專利本身注重其技術在產業上的實質上效益，且為了促

進產業再創新政策考量，此種舊有技術的新形態運用亦應受到專利法之保護，蓋

如被歐盟專利局承認的瑞士型請求項（swiss-type claim），乃係為了保障研究所

克服的困境及花費成本的回收，以及促進有龐大醫療花費的醫療研究之政策所生；

再者，心理學研究指出，人們容易被物品舊有用法所制約，如人們通常會把圓柱

體當作具有重量之物品加以使用，但是通常不會傾向將鉗子作為具有重量之物品

加以使用 761，則一種原有技術之嶄新應用，顯然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難

以思及，並非先前技術所能貢獻之範圍，是以應認技術實效亦應納入專利法保護

之範圍，用以詮釋一定程度進步之意義。 
而此處所稱技術實效之貢獻，應更進一步細分為主觀與客觀之面相，主觀面

相係指通常知識者是否具備有結合、變化引證之動機，儘管此一層面之證據仍必

須由客觀證據加以認定、證明，惟為更完整還原論理上結合、變化引證動機係通

常知識者作為虛擬人之主觀層面的思考，故為求論理順暢以及理解上之便捷，故

本文仍以主觀面相加以稱呼之。詳細言之，所稱主觀面相在於，申請發明技術之

變更是否基於先前技術所提供之主觀想法，驅使通常知識者去產生客觀上不具技

術差異之組合，亦即在未有技術變更的情況下，產生數個先前技術的組合，如答

案為否定者，則屬申請人自行產生組合技術之想法以產生舊有先前技術組合，當

非先前技術之貢獻，其創意應有受保護之必要，應肯認其主觀技術實效非先前技

術之貢獻，在專利法上當應評價為具有技術效果層面上之增益，本於上開增進產

業發展、促進原有技術的新效果發明的發展之政策與立法目的，其創意自有受保

護之必要，應當予具技術超越性之評價，舉例而言，3M 公司所設計之便利貼

（Post-it® Notes），其結合黏著劑與便條紙，進而提供一種便利、可重覆黏貼之

筆記用紙，儘管發明十分簡單但有立即性的商業上成功，不可否認極具有價值，

然而其發明不過是結合日常膠水與便條紙，僅係舊有要件之組合顯然欠缺技術創

新，然而此一發明組合之想法本身，即產生全新的技術效果，顯然並非先前技術

之貢獻，其創意當有受保護之必要，是以如具有主觀技術實效，當應給予技術超

                                                       
761 Colleen M Seifert, Now Why Didn't I Think of That-The Cognitive Processes That Create the Obvious, 
LEWIS & CLARK L. REV., 499-500 (2008); Janet Davidson & Nicole Greenberg, Psychologists' Views on 
Nonobviousness: Are They Obvious, LEWIS & CLARK L. REV., 532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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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性之評價，而具有可專利性 762。如為肯定者，仍應進一步探討客觀面向之技

術實效之貢獻。 
就客觀面項而言，係指申請發明與先前技術雖無技術層面之差異，但申請發

明具有先前技術嶄新、不可預期之技術效果、或就以先前技術而言，通常知識者

並無完成申請發明之可能者，如先前技術的組合，在發明當時被認為不具可能性，

如答案為肯定者，應肯認其先前技術結合非先前技術之貢獻，蓋其技術結合之效

果實質上便無法自先前技術中獲得，自應肯認該發明之技術價值，在專利法上自

應評價為具有技術效果層面上之增益，應具有可專利性；如答案為否定者，發明

客觀上並未產生其他技術實效，則本發明幾無實質貢獻，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

知識者而言，可以透過先前技術的指引、教示來組合進而完成發明，其發明整體

上可認落在先前技術之貢獻範圍內，尚無給予專利法保護之必要性，自遑論具有

給予其專利權保護之正當化基礎。 
總此以言，本文認為，發明是否給予可專利性之評價，應該判斷對於所屬技

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是否在發明當下，在先前技術不完全包含系爭發明

技術之情形時，該發明是否主觀上具有選擇、推演、修正動機之主觀技術創新，

或具有客觀上之技術創新，若滿足兩要件其一時，當給予可專利性之評價。另一

方面，在先前技術完全包含系爭發明技術之情形時，該發明是否主觀上具有先前

技術組合動機，或客觀上具有技術實效，若滿足兩要件其一時，亦當給予可專利

性之評價。 
 

                                                       
762 事實上，3M 公司之便利貼亦有取得美國專利，見 US patent No. 5194299A「Repositionable 
pressure-sensitive adhesive sheet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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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後見之明之防免架構理念 
後見之明偏誤作為影響深遠卻難以捉摸之認知心理學上偏誤，其影響廣及生

活中各領域，包含政治、歷史、心理、醫療診斷等，在法律中醫療過失、法庭調

查、民事過失、專利法、公平交易法、刑法亦均可見其影子，其偏誤被認為難以

根治，而透過了解後見之明心理學上可能之成因，心理學上學者提出如：提醒人

們後見之明存在、要求人們立於他人立場思考、增加獲得結果知識與為估計時之

時間間距、給予否定結果知識之見解、要求回答列舉理由、增加審判者之經驗等

解決策略，以試圖減緩後見之明對於審查者之影響，將可以作為法律界減緩後見

之明策略擬定之參考。 
另在後見之明對於進步性之影響上，過往各國學說實務所注重的後見之明防

免，大多集中在避免審查者透過系爭發明作為藍圖，進而拼湊複數引證來得出欠

缺進步性之結論，換言之，即係處理系爭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提出如應用

問題解決法、適用雙軌審查制、結合複數引證標準、善用輔助性考量、善用專家

證人制度等，試圖避免審查者無正當理由任意拼湊引證，進而減緩後見之明偏誤；

另外在避免系爭發明外結果知識之影響上，有善用輔助性考量、善用專家證人制

度、改正嘗試顯著性標準等，試圖避免審查者受到科技進展之影響，以緩解後見

之明所產生之偏誤。 
本文將綜合心理學界與法學界的後見之明研究與防免策略，建構出足以最大

程度減緩後見之明偏誤影響的審查架構，本文將於第二項詳述所設計之進步性判

斷架構，以下將先詳述防免機制之設計理念，以及回答該架構如何解決前開現行

進步性判斷中後見之明偏誤之問題，進而建構出包含實體與程序架構之九重防免

機制，以期能夠最大程度減緩後見之明對進步性審判所可能造成之偏誤，分別

為： 
 

 第一重：設定屬於先前技術之條件 
第一重機制為，設定屬於先前技術之條件，本文引入美國實務上之類同技術

判斷法作為得為先前技術之要件，避免審查者採用毫不相關之先前技術來拼湊引

證。此外，要求在通常知識之應用上必須謹慎，原則應避免應用欠缺明確證據之

通常知識，僅於該通常知識為領域中毫無疑問的被認定為的廣為人知之一般常識，

或是具備專家證人之證詞證實其存在，方允許以不具備明確證據之通常知識作為

進步性判斷之依據，此等先前技術範圍之條件，可避免審查者應用不適當先前技

術所產生之後見之明偏誤的問題。 
 

 第二重：改善先前技術內涵之認定 
第二重機制為，改善先前技術內涵之認定，本文建議在詮釋先前技術之技術

內涵時，審查者應以發明申請當下作為判斷基準時點，並整體觀察引證之內涵及

避免使用系爭發明之內容來曲解先前技術，此將可避免審查者不適當認定先前技

術所產生後見之明偏誤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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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重：改善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定義與適用 

第三重機制為，改善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定義與適用，要求通常知識

者不應具有創造性，以避免審查者主觀恣意所造成其受到不當後見之明之影響，

並且明確界定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要件，並促使兩造當事人就此一要件充

分辯論，以落實專利法設立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立法目的，此將可以避免

審查者不當定義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助於避免審查者受到後見之明偏誤

之影響。 
 

 第四重：客觀技術問題之轉化 
第四重機制為，在實體操作架構中，本文應用類似歐盟問題解決法之判斷法，

作為避免發明本身後見之明偏誤之策略，利用客觀技術問題之轉化，避免審查者

持續以系爭發明作為對比先前技術之方法來判斷進步性，此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審

查者受到系爭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以免審查者在進行是否具備進步性判斷

時，將系爭發明作為藍圖拼湊、演繹引證，進而導致有不適當拼湊引證、不適當

技術推演之錯誤，因而可以減緩審查者之進步性判斷受到後見之明偏誤的影響。 
然而事實上客觀技術問題之擬定與複數引證之呈現，仍可能對於審查者產生

特定解方之暗示，因此本文並非如歐盟專利局以應用問題解決法作為防免後見之

明之核心，而係除了此機制外仍繼續設計有如下數重防免機制，以最大程度減緩

後見之明偏誤。 
 

 第五重及第六重：主觀變化與結合複數引證動機之要求、客觀技術實效

與技術創新與合理成功期待之可預測結果判斷法 
第五重及第六重機制為，以是否需要結合複數引證，來區分結合型與演化型

判斷流程，結合型係進步性判斷上需要結合複數引證，則必須要求主觀結合動機

與客觀技術實效，除落實前開主觀技術實效或客觀技術實效均可使發明具備進步

性之意旨，且事實上美國與歐盟實務均有結合複數引證主觀動機之要求，用以作

為避免後見之明偏誤之策略，再者，要求該動機可以促使審查者仔細思索並列舉

出結合之理由，減低欠缺深思熟慮的可能性預估進而降低判斷的可信度，此處即

係應用心理學上要求回答列舉理由之後見之明防免方針，因而要求主觀結合動機

可更有效避免審查者拼湊所產生之後見之明偏誤，此即為第五重防免機制。 
而在客觀技術實效之判斷上，本文參酌美國實務見解，列舉例示具體欠缺實

效之案例型態，使是否具備技術實效之判斷標準更加明確可預測，並完整區分「有

動機結合複數引證」以及「申請專利之專利技術內容，可為該等組合所能輕易完

成」為兩不同層次之問題，確保論證邏輯之正確性，並結合具有合理成功期待之

可預期結果之判斷法，再次確認引證結合之結果與功效是否仍落在先前技術之貢

獻範圍內，確保進步性判斷不會受到後見之明偏誤之影響，此為第六重防免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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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演化型係需要先前技術之變化以判斷進步性之場合時，則必須要

求主觀修正動機與客觀技術創新，除落實前開主觀技術創新或客觀技術創新均可

使發明具備進步性之旨趣，亦可符合歐美主流實務對於主觀修正引證之要求，並

可要求審查者列舉理由來避免其過於恣意，是以要求主觀修正動機可更有效避免

審查者恣意變化先前技術，以避免系爭發明所產生之後見之明偏誤。 
而在客觀技術創新之判斷上，本文例示欠缺創新之技術變化態樣，明確化技

術創新之判斷標準，並結合具有合理成功期待之可預期結果之判斷法，再次確認

引證變化之結果與功效是否仍落在先前技術之貢獻範圍內，以防免後見之明偏

誤。 
綜上，此處即係引入美國實務上 KSR 案以及其後上訴法院所採取之「對於該

結合或修正已經有合理成功之期待」的標準，作為本文避免後見之明之策略，此

主觀結合複數引證動機之要求，可以避免審查者不當拼湊引證，如欠缺結合引證

之動機下仍拼湊複數引證、先拼湊複數引證再尋找結合動機、使用系爭發明之技

術內涵作為組合動機等類型，以免審查者事實上受到系爭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

響，進而以系爭發明為藍圖拼湊任意引證，導致其進步性判斷上受到後見之明偏

誤的影響。另外，主觀變化引證動機之要求，將可以避免審查者產生不適當技術

推演之論理，如審查者未明確說明技術推演之論理，而受到系爭發明本身或發明

外結果知識之影響，進而以系爭發明為藍圖任意變化引證技術內容，導致其進步

性判斷上受到後見之明偏誤的影響。 
此外，合理成功期待之可預測結果之要求，亦可以避免審查者不當拼湊引證，

如違反技術邏輯之技術拼湊、不當拼湊大量引證來論證進步性等類型，並可避免

審查者不當為技術推演，如不當推斷科技之發展、違反技術邏輯之技術演繹等類

型，以免審查者不當受到系爭發明本身或發明外結果知識之影響，進而任意拼湊、

變化引證，導致其進步性判斷結果受到後見之明偏誤之影響。 
 

 第七重：輔助性考量之改良 
第七重機制在於判斷輔助性考量，利用外於單純技術比較之進步性判斷法，

藉由發明申請當下之客觀社會證據，幫助審查者還原發明申請當時之技術現狀，

更可作為支持、驗證先前進步性判斷，以及矯正、反省主要判斷可能之錯誤，驗

證技術比較之判斷結果是否妥適，藉由提供審查者更多元之進步性證據，避免審

查者陷於技術比較所產生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可能性，確保審查者更正確評

價進步性。 
 
上述第一至七重實體驗證之檢驗流程可使進步性判斷架構上更清楚、透明、

可預測，且所得之進步性結論將更加準確，進而減少審查者主觀恣意之空間，有

效避免審查者有意無意受到後見之明偏誤之影響，使審查者之進步性判斷結論更

加可以信賴，並可以有效避免前一節中專利實務中的後見之明偏誤，本文以下將

繼續建構第八、九重程序上防免機制之架構，以完善本文進步性後見之明防免架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9

224 
 

構。 
 

 第八重：審查程序上之防免機制的強化 
而第八重防免策略，在於審查程序上之防免機制的強化，程序上除了提醒審

查者後見之明之存在，避免審查者自始忽視後見之明對進步性判斷所造成之不當

影響，此處亦係應用心理學上提醒後見之明存在之防免策略，儘管未必具有顯著

效果，但仍避免審查者自始忽略後見之明存在所可能產生更嚴重的偏誤 763。此

外，加強審查者之專業訓練，專業化、受良好訓練之審判者當有助於避免審判者

受到後見之明偏誤之影響，以透過增加審判者之經驗之策略來防免後見之明。再

者，更強烈要求審查者在判斷進步性之論理上，應有更全面、深入、完整之論理
764，確實論斷兩造所提出正反面論述，運用兩造所給予具有對立面的主張與理由，

產生具有考量否定結果知識之見解之避免後見偏誤之效果 765，並且為其進步性

判斷結論提供足夠的正面與反面說理，提高判斷之可信度，以及結論之可參考性，

更可獲得列舉理由所帶來減緩偏見之效果，進而減緩判斷所生的後見之明偏誤。 
此外，在智慧財產審理時應引入專家證人制度，進而彌補審查者對於技術知

識之不足，使審查者有豐富技術資訊以正確做出進步性與否之決定，而專家證人

可提供發明申請當下之技術實態，透過兩造專家證人相互思辨，足以促使審查者

更完整全面了解技術狀態，有助於避免審查者受到結果知識之影響 766，進而避

免其進步性決定產生後見之明偏誤。 
 

 第九重：雙軌審查制度之引入 
最後，在第九重防免策略在於，在程序架構上引入雙軌審查制度之理念，進

而採用雙階段審查制度，避免審查者過度接觸系爭發明，而在我國法律架構之應

用上，應透過前階段準備程序時準備庭法官先篩選重要進步性判斷材料，而在後

階段合議庭審理時，多數合意庭法官將在不會接觸系爭發明下判斷發明之進步性，

可有效避免發明本身結果知識所造成之後見之明偏誤，並且提升準備程序之重要

性，使後見之明之防免架構更加完整，最大程度改善審查者所可能受到之後見之

明偏誤之影響。 
 

                                                       
763 Loren H Brown, et al., Tackling Hindsight Bias in Failure-to-Warn Cases, FOR THE DEFENSE, 18-19 
(2010). 
764 Powell, supra note 600, at 265-267. 
765 Maggie Wittlin, Hindsight evidence, COLUM. L. REV., 1363 (2016). 
766 Baden, supra note 4, at 1225-122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9

225 
 

第二項 操作架構 

本文以下將詳述本文所建構出進步性判斷架構之實體與程序模型，期望可以

作為未來專利裁判實務界一個可以操作之進步性判斷架構，有助於法院能快速具

體落實於進步性之案件審查實務中，以有效避免後見之明對審查者判斷之影響，

並期望亦能促成未來專利審查實務及審查準則之修正，避免我國專利實務界受到

過量後見之明偏誤之影響，使得進步性之立法目的無法被完整落實。 
 

第一款 判斷架構實體模型 
步驟一：確定系爭發明與先前技術之內涵 
一、來源 

審查者必須先透過申請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等，了解並解釋系爭申請之發

明內容，並將申請專利範圍作最廣義的合理解釋，進而搜尋所有包含該合理解釋

得出之所有技術特徵之先前技術。 
通常知識可以作為先前技術之來源，然而若欠缺書面證據以支持審查者結論

之情形，需審查者應用的事實，必須是領域中毫無疑問的被認定為的廣為人知之

一般常識，抑或是應該提供專家證人之證詞據以證明其存在，以避免審查者受不

當後見之明之影響而認定或甚至創造先前技術。 
儘管此一部分仍係以系爭發明對照引證技術內涵，方才能完整尋找作為比對

之先前技術，此一部分將可能受到後見之明之影響，然而此一部分可透過如下得

作為先前技術之要件來平衡後見之明偏誤對審查者之影響，並且透過如下第二款

之判斷架構程序模型程序，以雙階段審查制度來衡平以系爭發明來對照引證所可

能受到後見之明偏誤之問題。 
 

二、得作為先前技術之要件 
為了在判斷進步性時使用適當之引證，引證與系爭發明間必須為類同技術，

而所謂引證與系爭發明為類同技術係指，兩者關係必須符合如下任一要件：其一，

引證與系爭發明來自於相同技術領域，且並不限於兩者均用於解決相同問題。其

二，引證與系爭發明儘管來自不同技術領域，但引證對於發明者所面臨的問題是

合理、適切、相關的引用文獻，即該文獻邏輯上當通常知識者考慮該問題時，該

文獻會吸引其注意者。 
而此一要件應用美國實務上類同技術標準作為本文避免後見之明之方法，可

避免審查者恣意挑選先前技術作為進步性之材料，且先前技術之廣度亦將牽動所

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知識廣度，是以減少審查者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

響而恣意挑選引證，將有助於減少不當後見之明之影響。 
 

三、先前技術之分析與解釋 
審查者應注意在解釋先前技術之內容時，應以發明申請當下作為判斷基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9

226 
 

並整體觀察引證之內涵，以避免不適當認定技術內涵，進而產生不被容許的後見

之明。 
 

步驟二：定義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 
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乃係一虛擬人，其被假設已了解發明當時的重要技

術，並有能力了解應用於相關技術之科學、工程學之原理，而通常技能的程度的

判斷要素包含但不限於如下要件：該領域內所遭遇問題之類型、先前技術對於技

術問題之解決方法、該領域創新之快慢、科技之複雜程度、該領域內活躍的人員

之教育程度。 
通常知識者具有實施該領域中一般實驗、慣常工作的手段與技術，並且會跟

隨技術之持續發展；如果有促進通常知識者去尋找時之動機時，其被期待會往相

近、相鄰領域，或可為更遠的領域以尋求建議，然而通常知識者不應具有創造性，

以避免審查者主觀恣意所造成其受到不當後見之明之影響。 
審查者應落實專利法之要求，明確界定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知識要件

與致能要件，不應自比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並促使兩造當事人就此一要

件充分辯論並納入專家證人之證言，以落實專利法設立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

之立法目的，有助於避免審查者流於後見之明。 
 
步驟三：進步性評價步驟 

本文將引入歐盟問題解決法作為本文避免後見之明之策略，其標準之應用分

述如下： 
一、分析系爭發明與先前技術之差異 

首先應從先前技術中，選擇與系爭發明最接近之先前技術，而最近先前技術

之要件在於，該先前技術與該發明間，必須有近似的目的或效果或是至少屬於相

同或接近的相關技術領域，在近似用法下與申請發明間有最少結構和功能之差異

者。 
其後，分析系爭發明與先前技術之差異，而在進行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間之

技術比對時，應觀察系爭發明整體內涵後，確定兩者之技術差異，進而決定產生

區別特徵的技術效果，進而形成客觀技術問題。 
 

二、定義客觀技術問題 
所稱技術問題意指，修改或調整最近先前技術之目的或效果後，使申請發明

超越先前技術的技術效果，亦被稱為客觀技術問題，系爭發明所解決之客觀技術

問題，必須包含系爭發明之所有權利申請範圍之技術效果；技術問題之解釋非常

廣泛，不必定要指出改良先前技術的技術解方，亦可以是已知裝置或方式之其他

替代方法，用以達成相同效果、相似效果或更加節省成本。 
而定義客觀技術問題後必須再次驗證該問題之妥適性，應評估此客觀技術問

題是否為系爭發明所能解決，亦即確認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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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差異是否足以解決系爭技術問題，若答案為肯定，則該客觀技術問題可認為

妥當。 
所定義之客觀技術問題應避免包含對特定解方之指引，以免產生有後見之明

偏誤之風險。 
 

三、判斷系爭發明是否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顯而易見 
此部分要判斷的是，基於前案整體教示下，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

面對此客觀技術問題時將會已經促使其修改最接近先前技術，達成申請專利範圍

中所有的要素，進而做出與申請發明相同的發明。 
本文以是否需要結合複數引證，來區分結合型與演化型判斷流程，若無多數

引證時，直接依下述演化型來判斷進步性與否。而在判斷多引證間組合時，應注

意複數引證間關係，若要結合複數引證，仍必須先論證複數引證間有無結合動機，

亦即依循如下結合型之步驟判斷進步性之有無。若複數引證間欠缺結合動機，則

應認複數引證間無從結合，應進一步判斷是否有修正引證之動機，進而依循如下

演化型之步驟判斷進步性之有無，換言之即係判斷單一引證是否足使系爭發明欠

缺進步性，此一方法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審查者在判斷進步性時，受到後見之明影

響。 
(一) 結合型 

1. 主觀結合動機之有無 
此要件必須判斷對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先前技術是否提供結合引

證之動機，而結合引證之動機可以來自於先前技術本身所提供之結合動機、教示、

建議，即先前技術引證本身所提供之結合指引；亦可來自於先前技術間之關係，

如技術領域之關連性、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等，惟不宜

僅以技術領域之關聯性作為惟一之結合動機；此外，亦可來自先前技術外之來源，

如近期科技的變化趨勢、發明申請時整體的市場需求等；亦可來自於先前技術結

合結果所生之設計誘因，如先前技術的結合會產生不具技術性之優勢或可預期有

益結果，例如更便宜、更乾淨、更快、更輕、更小、更耐用、更有效率等，但不

應包含系爭發明所提供之資訊，以避免受到系爭發明本身之結果知識的影響。 
而此一結合動機之佐證，雖以具體文獻作為佐證較為完整且有說服力，惟若

於事實上有些內容對於通常知識者而言太過瑣碎或明顯，而無須寫成專論，抑或

是科技發展過快而尚不及發展成文獻者，則可以以論理加以補充實體證據之不足，

惟以純以論理所為之核駁決定所依據之理論輪廓，必須要清楚且正確，亦即應提

出特定結合理由之明確論理，且審查者必須提供合理科學或技術原則上之精確的

事實上證據，抑或是透過專家證人之證言等，來證實具備結合動機之結論。 
此外，在論證三個以上先前技術之組合時，審查者應指出所有引證間均有結

合之動機，或至少有一主要引證與其餘各引證間有均有結合之動機。 
此一要件之要求，除係為滿足後見之明防免之功效，亦在落實具有主觀技術

實效時，已滿足給予系爭發明之結合具備進步性評價之條件，並引入美國 T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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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法之判決標準與精神。綜上，若欠缺結合之動機，應認定所屬領域具有通常

知識者無從結合引證，將給予系爭發明具有進步性之可能性，惟在判斷上仍應續

行判斷演化型之步驟，蓋若單一先前技術之變化即足以完成系爭發明，則仍可認

定系爭發明欠缺給予其專利之正當化基礎，應給予不具進步性之評價。 
而若具有結合引證之動機，仍需續行判斷客觀技術實效之有無，近一步認定

是否系爭發明具有客觀技術實效。 
2. 客觀技術實效之有無 

(1). 是否為足以解決問題之技術結合 
此一部分必須判斷是否先前技術之技術組合，對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

言，已經足以解決客觀技術問題，亦即足以完成系爭發明，而常見欠缺客觀創新

之標準，如利用已知方法結合先前技術（亦即單純拼湊）、用其他要件來簡單取

代一個要件（亦即簡單替代）、使用已知技術以相同方法去改良相似機械（方法、

產品）、應用已知技術改善於已經準備好改善之已知裝置（方法、產品）等。 
此等標準僅為例示並非列舉，若滿足其一則需進一步判斷如下是否具有合理

成功期待之可預期結果，若均未滿足任一標準亦無其他欠缺客觀技術實效之論理，

則應可認系爭發明具有客觀技術實效，應予具有進步性之評價。 
(2). 具有合理成功期待之可預期結果 

此即係引入美國實務上 KSR 案以及其後上訴法院所採取之標準，作為本文避

免後見之明之策略，其標準之內涵詳述如後。 
此處所稱有合理成功期待，係指先前技術的組合之完成，對於所屬領域具有

通常知識者而言，可以合理預期有完成之可能，換言之，若引證間之結合產生有

天生技術層面之因素所生之困難、引證間技術無法相互作用、結合改變引證本身

的原則或運作、引證之結合無法達成其原始所欲達成之目的等等因素，進而導致

引證間有無法或不宜相互結合之事由，則應認引證之結合欠缺合理成功之期待。 
此外，本文認為，儘管所組合之引證數量，未有亦不宜強制有數量之上限，

然而過高數量引證之結合，將有審查者以系爭發明作為藍圖拼湊引證之可能，換

言之將受到高度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風險，是以，個案中審查者不宜組合過高數

量之引證，則過高數量之引證組合應被認為係不宜相互結合之事由。 
此處所稱之可預期結果，係指先前技術組合和組合完成所產生之技術效果，

亦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可從先前技術中預期技術之結合和結合效

果之存在，換言之，若系爭發明之組合所產生有非通常知識者可預期之功效、技

術效果，應判斷如有無程度上之改良（物質之新用法等），或產生種類上之改良

（物質之新特性等）；抑或是先前技術中具有反向教示，使該結合之結果非通常

知識者可預期，則其結合與結合的功效並非先前技術之貢獻，應屬肯定進步性之

因素。而顯而易見性並不要求絕對的可預期性，然而仍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可預

測性，應注意可預測性應以發明申請時為判斷基準，申請後始發現之技術效果，

自不能認為為該申請案之貢獻，亦不得作為進步性判斷所應考量之因素。 
若先前技術之組合不具有合理成功之期待，或非可預期之結果者，則應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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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發明具有客觀技術實效，應予具有進步性之評價。反之，若先前技術之組合具

有合理成功期待之可預期結果，則系爭發明屬於先前技術之貢獻範圍內，應給予

不具進步性之評價。 
 

(二) 演化型 
1. 主觀修正動機之有無 

此要件必須判斷對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先前技術是否提供修正引

證之動機，而修正引證之動機可以來自於先前技術本身所提供之修正動機、教示、

建議，即先前技術引證本身所提供之修正指引、結構或用途相似性所生之修正動

機；亦可來自先前技術外之來源，如近期科技的變化趨勢、發明申請時整體的市

場需求等；亦可來自於不具技術性之設計誘因，如先前技術的修正會產生不具技

術性之優勢或可預期有益結果，例如更便宜、更乾淨、更快、更輕、更小、更耐

用、更有效率等。 
而此一修正動機之佐證，雖以具體文獻作為佐證較為完整且有說服力，惟若

於事實上有些內容對於通常知識者而言太過瑣碎或明顯，而無須寫成專論，抑或

是科技發展過快而尚不及發展成文獻者，仍未必須強求書面證據之存在，然修正

動機若來自於純粹理論推論，將有高度主觀恣意風險，因而以純論理之核駁決定

的理由所依據之理論輪廓必須要十分清楚且正確，亦即應提出特定修正動機存在

之精確論理，審查者必須提供合理科學或技術原則上之確實的事實上證據，抑或

是透過專家證人之證言等，來證實具備該修正動機之結論。 
此一要件之要求，除係為滿足後見之明防免之功效，亦在落實具有主觀技術

創新時，已滿足給予系爭發明之結合具備進步性評價之條件，是以，若欠缺修正

之動機，應認定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無從修正引證以完成系爭發明，則該修

正非屬先前技術之技術貢獻，進而將給予系爭發明具有進步性之評價。 
而若具有修正引證之動機，仍需續行判斷客觀技術創新之有無，近一步認定

是否系爭發明具有客觀技術實效。 
2. 客觀技術創新之有無 

(1). 是否為足以解決問題之技術變化 
此一部分必須判斷是否先前技術之技術變化，對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

言，已經足以解決客觀技術問題，換言之足以完成系爭發明，而常見欠缺客觀創

新之標準，例如欠缺重要性之技術內涵變化（如美學變化，移除不具技術內涵之

部分步驟或要件，改變大小或形狀，改變添加要素之順序，轉為可攜帶、可分離、

可調整、可連續運作之要素，將部分要素反轉、複製、重組，該純化之物質而仍

具有相同之功能與結構，相似、重疊或小於先前技術之範圍、數量、比例等），

選擇並應用適合於預期目的之技藝，具有嘗試顯著性（先前技術展現出多種可能

的解方時，先前技術已經有給予移除其一解方，或是有合理理由指出其一解方較

為優越的指引）等。 
此等為例示並非列舉之標準，若滿足其標準則需近一步判斷如下具有合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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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期待之可預期結果，若均未滿足任一標準亦無其他欠缺客觀技術創新之論理，

則應可認系爭發明具有客觀技術創新，應予具有進步性之評價。 
(2). 具有合理成功期待之可預期結果 

此處所稱有合理成功期待，係指先前技術變化之完成，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

常知識者而言，可以合理預期有完成之可能，若引證之變化產生有事實或技術層

面之因素所生之困難、引證變化改變引證本身的原則或運作、引證之變化無法達

成其原始所欲達成之目的等等因素，進而導致引證間有無法或不宜變化之事由，

則應認引證之變化欠缺合理成功之期待。 
此處所稱之可預期結果，係指先前技術變化以及變化完成所產生之技術效果，

亦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可從先前技術中預期技術之變化及變化後效

果之存在，換言之，若系爭發明所產生有不可預期之功效、技術效果，應判斷例

如有無程度上之改良（物質之新用法等），或產生種類上之改良（物質之新特性

等）；抑或是先前技術中具有反向教示，使該變化之結果非通常知識者可預期，

則其功效並非先前技術之貢獻，應屬肯定進步性之因素。而顯而易見性並不要求

絕對的可預期性，然而仍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可預測性，應注意可預測性應以發

明申請時為判斷基準，申請後始發現之技術效果，自不能認為為該申請案之貢獻，

亦不得作為進步性判斷所應考量之因素。 
若先前技術之變化不具有合理成功之期待，或非可預期之結果者，則應認系

爭發明具有客觀技術創新，應予具有進步性之評價。反之，若先前技術之變化具

有合理成功期待之可預期結果，則系爭發明屬於先前技術之貢獻範圍內，應給予

不具進步性之評價。 
 
 

四、輔助性考量 
輔助性考量包含長期未被滿足之需要、商業上的成功、他人無法達成系爭發

明、產品出現時的業界之讚譽、他人的抄襲、他人的授權等發明申請當下產業上

之客觀證據，而不可預期之技術優勢、反向教示等仍係探討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

間的技術與技術效果之差異，並非以產業整體作為進步性之佐證，應非屬輔助性

考量之範疇。 
在其他輔助性考量中，必須排除與技術創新無關之原因，如他人的授權不應

出於避免訴訟、商業策略之考量；而長時間的需求事實上只是表彰他人的失敗而

非證明他人的失敗，且有可能源自於競爭者並未妥適掌握或故意放棄市場機會等

原由，是以該等考量宜結合或回歸探求他人的失敗之證據作為判斷。 
此外，商業上成功亦宜結合他人的失敗一同判斷，使用兩種要素來避免成功

與創新發明間的虛偽關聯，確保專利是獎勵發明而非獎勵市場策略之成功，而他

人的抄襲上，如果其抄襲之理由在於抄襲者無法完成該發明時，即結合他人的失

敗判斷基準，將會是具有說服力的可專利性理由，因此，本文認為輔助性考量的

適用，若符合他人之失敗標準，將會是具有高度可專利性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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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性證據本於真實的客觀事實，幫助審查者還原發明當時之技術現狀，對

於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而言是穩固的證據基礎，有助於減緩後見之明偏誤，是以，

除判斷前技術層面之進步性判斷，審查者亦應審查輔助性考量，進而綜合審酌整

體證據，以判斷系爭發明之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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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判斷架構程序模型 
在智慧財產審理時應引入專家證人制度，使審查者有豐富技術資訊以正確做

出進步性與否之決定，而專家證人可提供發明申請當下之技術實態，透過兩造專

家證人相互思辨，足以促使審查者更完整全面了解技術狀態，有助於避免審查者

受到結果知識之影響。 
再者，為最大程度減緩後見之明，審查者必須要最大程度的假設系爭發明並

不存在，是以本文建議在判斷專利之進步性問題上，可以採取雙階段審查制度，

建議所有專利審判涉及進步性判斷者，應採行合意庭，換言之應有三人以上之法

官參與審判，專利進入訴訟後，在前階段之準備程序時，由準備庭法官一人，先

確定先前技術之內容及範圍、判斷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程度、專家證言之

採納與否、確定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之技術差異、定義客觀技術問題等進步性判

斷素材，而在決定好前開判斷進步性之相關證據後，則進入後階段亦即審理階段，

法官或專家不宜提及發明之內容，僅能提示前階段所確定之證據，不得揭露系爭

發明之技術特徵，僅得揭露先前技術、所定義之客觀技術問題、先前技術與系爭

發明之技術差異等資訊，由合議制法院判斷系爭發明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

者而言，是否具有進步性。 
此種判斷程序模型於智慧局審查階段應為適當之調整，蓋此種程序花費較大，

易會造成專利審查程序的嚴重遲滯，並且若應用兩個以上的專利審查人員來處理

普通申請案，智慧局的人力資源未必能夠負荷，且該階段欠缺公開之審理程序，

專利局未必落實此程序模型，進而會產生程序模型虛有其表的情形，是以本文建

議在應用此程序模型於智慧局審查時，應僅應用於舉發程序，蓋此情形當事人間

就專利有效性與否已具有高度訟爭性，有妥適處理之必要，並且從妥適分配行政

成本的角度觀之，進入舉發程序之發明通常具有較高之社會經濟價值，此種類型

之發明方有投入較高行政成本以處理其有效性之必要，是以，在舉發時應分別由

兩個專利審查人員來判斷專利進步性議題，其一依前開準備程序所示之程序整理

進步性證據，再由另一位審查人員利用前階段整理好之進步性判斷證據來判斷系

爭發明之進步性，避免直接接觸系爭發明。但應注意，專利局審查階段不論是否

是用雙階段審查程序，其審查仍應依循實體模型以減緩後見之明偏誤。 
此判斷架構之模型核心目的在於，避免審查者過度接觸系爭發明，透過前階

段準備程序時準備庭法官先篩選重要進步性判斷材料，並且形塑出客觀技術問題，

進而在後階段合議庭審理時，多數合意庭法官將在不會接觸系爭發明下判斷進步

性問題，進而有效避免發明本身結果知識所可能造成之後見之明偏誤，並且提升

準備程序之重要性，妥適進行爭點整理與判斷素材之整備，可使審理庭專注於審

理進步性問題，提升專利爭議審利速度，落實審理程序快速審理之理念，可謂是

一舉數得之審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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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務應用範例 

本文如下仍借用美日歐三方專利局之進步性比較研究報告的案例 767，進而

模擬本文操作架構之實務範例，以下仍以止滑梯案之實例，介紹本文進步性在實

務操作上之審查論理架構，期透過相同案例來展示本文在判斷進步性上之架構及

論理上之特色，另一方面能夠展示此操作架構在我國專利實務上解釋適用之可能

性。 
 

一、系爭發明與先前技術 
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之技術具體請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五款之

介紹，茲不贅述。 
D1 引證係非自立型梯子之負荷平衡裝置，其平衡裝置之目的在於避免梯子

滑動之問題，則與系爭發明均屬防滑梯子技術領域，故 D1 為類同技術，可作為

判斷系爭發明具備進步性與否之先前技術。 
D2 引證係一種止滑材料，雖非屬防滑梯子技術領域，惟其為對於壓力靈敏

之膠帶，常用於固定結構的基腳，用以解決基腳滑動之問題，並實務上常用於固

定梯子，與系爭發明同係解決梯子滑動之問題，是以當通常知識者考慮解決梯子

滑動問題時，會合理引用該文獻之教示以作為解決該問題之參考，是以 D2 亦為

類同技術，可作為判斷系爭發明具備進步性與否之先前技術。 
 

二、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 
審查者應落實專利法之要求，明確界定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知識要件

與致能要件，並促使兩造當事人就此一要件充分辯論，此案件中宜考量系爭發明

涉及防滑技術領域，其科技領域並非過於複雜或不具可預測性，而該技術領域市

場上一般並未有高度創新特性，並非投入高度資金研究之技術領域，且研發從事

人員通常僅具有一般之研究水準，是以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應定義為從事梯

子防滑之設計、研發或製造人員，其已知悉梯子結構之設計基本架構、各式尋常

可用於防滑之材料的特性及其應用等相關通常知識，並具有進行梯子防滑之設計、

改良或實驗之普通能力，且能理解、利用系爭專利申請日前與梯子防滑相同或相

關技術領域之先前技術。 
 
三、進步性判斷：欠缺進步性 

首先，D1 先前技術可被認定為系爭發明之最近先前技術，蓋兩者有最多對

應之技術特徵，而相對應之技術特徵在於：一個梯子具有上下兩部分之把手，並

                                                       
767 如下案例引用自 Trilateral Patent Offices 之 Comparative Study on Hypothetical/Real Cases: 
Inventive Step/Non-obviousness (Nov. 2008)，Case 3，頁 27-31。取得來源：https://www.trilateral.net/ 
wcm/connect/trilateral/b6d4ad95-00be-446b-9cdf-25a96dda7c02/Comparative_Study_on_Cases_Inv
entive_Step.pdf?MOD=AJPERES&CVID=。 

https://www.trilateral.net/wcm/connect/trilateral/b6d4ad95-00be-446b-9cdf-25a96dda7c02/Comparative_Study_on_Cases_Inventive_Step.pdf?MOD=AJPERES&CVID
https://www.trilateral.net/wcm/connect/trilateral/b6d4ad95-00be-446b-9cdf-25a96dda7c02/Comparative_Study_on_Cases_Inventive_Step.pdf?MOD=AJPERES&CVID
https://www.trilateral.net/wcm/connect/trilateral/b6d4ad95-00be-446b-9cdf-25a96dda7c02/Comparative_Study_on_Cases_Inventive_Step.pdf?MOD=AJPERES&C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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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一以及第二把手，而把手之第一面係會倚靠如屋簷排水溝等結構，梯子結構

並包含附著於扶手的防滑要素，其防滑要素具有一個黏性層；而兩者均係用於解

決梯子滑動問題之相同的目的，且達成止滑之相同的效果，故 D1 為最近先前技

術。 
第二，系爭發明與 D1 之技術差異在於：其一，防滑要素是防滑膠帶。其二，

所稱防滑膠帶之厚度位在約 1/16 到 1/4 英吋間，因此，系爭發明所解決之技術

問題為：如何增加梯子的穩定性。 
而如上所界定之問題應在準備程序時，由準備庭法官一人整理完成，而在決

定好前開判斷進步性之相關證據後，則進入後階段亦即審理階段，法官或專家不

宜提及發明之內容，僅能提示前階段所確定之證據，由合議制法院續行進步性判

斷，判斷系爭發明之進步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是否具有進步性。 
第三，具有 D1 與 D2 複數之引證，故係為結合型，須先探討是否具有結合

動機，D1 對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使用防滑膠帶有給予提示，即描述一種彈

性材質而具有高度靜摩擦力之表面，以及指出添加物的意義包含一種適當的黏著

劑，與通常的雙面黏性膠帶，因而 D1 已對於其止滑之部分可使用止滑之材料有

所建議，進而 D1 與 D2 具有結合之動機，則應續行判斷是否具有客觀技術實效。 
而 D1 已教示有高度靜摩擦力之防滑部分，且 D2 已教示有一種常用於梯子

防滑之防滑膠帶，因此防滑部分可使用黏性較強防滑膠帶來取代 D1 防滑部分之

技術特徵，並沒有產生額外的技術效果，因此系爭發明不過是將舊有要素重新組

合，欠缺嶄新或不可預期之技術效果，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可輕

易結合 D1 與 D2 之教示後完成系爭發明。 
此外，D1 與 D2 之結合並未有天生技術層面之因素所生之困難，對通常知識

者而言，其組合之完成具有合理成功期待，且其結合並未產生超乎預期之技術效

果，其結果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可合理預期，因此系爭發明欠缺客觀技術

實效。 
再者，防滑膠帶之厚度變化之特徵為技術之變化，故為演化型，須先探討是

否具有修正動機，由於 D2 已教示防滑膠帶之厚度不超過 1/16 英吋，則特定厚度

之變化所產生不具技術性之優勢將會產生修正引證之動機，因此應續行判斷是否

具有客觀技術創新。 
而防滑膠帶之厚度位在約 1/16 到 1/4 英吋間之特徵，不過是所屬領域具有

通常知識者，依不同情況下所為之多數簡單選擇之一，屬於欠缺重要性之技術內

涵變化，易言之，選擇適當的防滑膠帶厚度，對於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

不過是日常工作，故其變化之完成具有合理成功期待。 
此外，D2 防滑膠帶之厚度變化，對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該變化並

未產生技術上困難，是為簡單變化，其變化具有合理成功之期待，且厚度變化並

未產生超乎預期之技術效果，其結果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可合理預期，因

此欠缺客觀技術創新。 
最後，應判斷系爭案件具備有輔助性考量之證據，輔助性考量包含長期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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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之需要、商業上的成功、他人無法達成系爭發明、產品出現時的稱讚、他人

的抄襲、反向教示、他人的授權、不可預期之結果與優勢等。其應由發明人或專

利權人方負舉證責任，而本案未有相關證據，故不進行此部分判斷。 
總結而言，系爭發明欠缺技術實效與創新，且無輔助性考量支持其具有進步

性之結論，因此系爭發明不具有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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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進步性作為給予專利與否的最重要門檻，其專利法上之意義及其內涵的妥適

界定，是專利法中重要之課題。此外，進步性在現代專利紛爭中，通常為最關鍵

且重要的爭點核心，為訴訟中兵家必爭之地，兩造均會在進步性爭點上全力以赴，

而其認定結論也通常在法院判決中占有極大篇幅，是以一個妥適、精準、明確、

穩定的進步性基準，將顯得十分之重要。再者，專利進步性通常採取事後的回溯

性判斷，其無可避免將會受到後見之明偏誤之影響，不論是兩造間的攻防與上訴

理由，均會直指對造甚或是法院之判斷流於後見之明，其偏見之存在將導致進步

性判斷結果恐會趨於嚴格且模糊而難以預測，進而影響進步性所追求專利之獎勵

創新等目的之達成之精緻平衡，則如何界定後見之明與如何減緩後見之明，均成

為現今專利法中，最關鍵亦最棘手之困境。 
事實上進步性之意義、後見之明偏誤之防免與進步性判斷準則，三者相互影

響、牽動，當進步性之意義有所變動後，將使進步性判斷準則有相應之改變，而

為防免後見之明偏誤，進步性判斷準則亦必須加以調整，最終亦會使進步性意涵

產生變化，蓋若要避免後見之明，勢必不可能採取過往美國實務所採取之空泛的

閃耀般創意才華判斷準則，亦不可能維持以獨創巧思與技藝作為進步性之內涵，

是以，為了避免後見之明偏誤持續影響著實務上進步性之判斷結果，本文試圖透

過重新詮釋三者之意涵，再省思進步性之意義，進而以後見之明防免為中心，將

其落實於進步性判斷之準則中，形塑完整的進步性體系架構，以及完整的理論基

礎，作為審查進步性之依據，並提供實務上可運作的判斷法則，確保正確之進步

性判斷結果，有效落實進步性立法之目的，更能有效形塑專利權保障與社會公益

之精緻平衡，並提醒專利實務界後見之明之嚴重性，避免進步性判斷正確性有如

走鋼索般不安定，進而提出本文之見解，期望可以作為未來解決實務困境之理論

依據與策略，作為未來判決實務以及審查準則之參考。 
 

 進步性之意義 
本文認為，進步性之意義應可以包含技術創新與技術實效，前者著重獎勵技

術層面之實質進展，後者則係獎勵技術效果層面上的實質增益。此外，技術創新

與實效各分別具有為主觀與客觀之面相，主觀面相著重在判斷發明人有無受到先

前技術所提供的變化或結合之動機，以獎勵發明人主觀上的創意發想；客觀面相

則係著重在判斷客觀上的技術進展或效果之增益，以獎勵發明人客觀上所創造技

術進展與實效。 
不論是主觀或客觀之技術創新或實效，滿足其一即應滿足技術超越之要求，

可作為進步性之內涵，蓋從專利法促進創新之目的觀之，給予該技術專利之必要

性在於，其技術不會落在先前技術之涵攝範圍內，即是否為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

識者可以從先前技術為基礎，輕易完成系爭發明，是以當系爭發明不論是具備主

觀或客觀上之創新或實效，亦即主觀上非先前技術所提供之動機，或客觀上非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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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技術所能完成之技術或技術效果，自然系爭發明便無法輕易從先前技術之教示

加以完成，當均非先前技術之貢獻。 
此外，再從專利法獎勵產業發展之目的觀之，不論是主觀或客觀上之創新與

實效，均為產業帶來非先前技術所能及的技術發展，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產業發展

自無庸贅述，技術實效事實上也提供相同技術之不同技術效果，可使特定技術有

超乎一般想像之運用，如根本未被想過的技術組合、具有全新效果的舊有技術等，

實質上仍對於產業發展具有貢獻，並且獎勵技術實效除可以促進技術的延伸研究，

並能填補研發試誤與克服技術障礙之成本，更能進一步促進研發者有動力去進行

更深入、廣泛之研究，亦能落實專利獎勵商品化之促進延伸研究之目的，使專利

在授予後仍能繼續達成其促進產業進展功能。 
再者，美國實務上所支持之 TSM 判斷法，事實上也具有保障主觀技術實效

之意義，蓋 TSM 指出在先前技術未提供對於結合之動機、建議時，則應認系爭

發明之結合具有非顯而易見性，即表彰具備主觀技術實效者將具有可專利性，以

保障具有主觀技術實效技術發展之政策目的，且歐盟亦要求結合複數引證之動機，

並指出多數引證之組合可能是進步性之表徵，顯然保障主觀技術實效，已成為歐

美進步性判斷之共識；此外，相乘效果或不可預期的結果測試法，事實上也蘊含

對於客觀技術實效之保障，蓋當系爭發明之舊有組合產生不可預期之技術效果時，

亦可被認為具有非顯而易見性，換言之，美國實務亦肯認客觀技術實效為可專利

性之基礎，而儘管美國實務上未必同時採取兩種判斷準則，但不可否認主觀與客

觀之技術實效，均具備有可專利性之論理依據，應均為專利法所需保障之內涵，

可作為進步性之意義。 
最後，採取主觀之技術創新與實效為進步性之意涵，可更有效的模擬、回溯

通常知識者在發明申請時所面臨之實際處境，若先前技術中並沒有對於先前技術

之變化或組合的產生提供足夠之指引，自難認為通常知識者會在欠缺指引下拼湊

或變化引證，則發明人所為之引證的拼湊與組合，應當屬於發明人自身之貢獻，

因此若在具備主觀技術創新與實效之情形下，仍逕為認定系爭發明仍可在先前技

術指引下輕易完成，將有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影響之可能，進而產生嚴重的後

見之明偏誤，因此將主觀技術創新與實效作為進步性意涵，可以確保進步性之判

斷更貼近發明實況，更有助於防免審查者受後見之明偏誤的影響。 
總此以言，進步性之意義在包含主觀與客觀之技術創新與實效下，可以落實

專利法之促進創新、產業發展、獎勵商品化等立法目的，並符合歐美進步性判斷

上之趨勢，且更具有防免後見之明偏誤之功效，相較於空泛的一定程度之進步等

標準，當屬妥適、明確、穩定且精準之進步性定義。 
 

 受後見之明影響與否之判斷 
在專利進步性判斷上，本文以此等結果知識之來源，區分為來自該系爭發明

本身之結果知識，及來自系爭發明外之結果知識，兩者均非審查者申請前所能得

知之資訊，需待系爭發明提出後或科技產生演進後方才能獲得之知識，故該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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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之應用均會有可能使人們的判斷上產生後見之明偏誤，且不符合進步性判斷上，

應僅以申請前所能得知之先前技術為判斷依據的專利法要件，審查者自應盡可能

避免接觸該等結果知識或將其排除於腦海外。 
是以，本文依照是否會使用系爭發明本身或系爭發明外之結果知識作為判斷

依據，進而推論出實務上可能受到後見之明偏誤影響之判斷，其受到影響之可能

類型為：不當認定技術內涵、使用不適當之先前技術、不適當定義所屬領域具有

通常知識者、不適當拼湊複數引證、不適當技術推演之論理等，而本文僅例示上

開判斷類型，並不排除於仍有其他可能受到後見之明偏誤之案例，而前開判斷類

型及其案例，可以作為未來實務上判斷其論理、判決是否受到後見之明偏誤所影

響之參考，進而促使審查者之進步性判斷結果更加符合專利法之意旨，達到最正

確之進步性判斷結論。 
 

 後見之明之防免機制 
本文試圖透過結合前開所有可能有效減緩後見之明偏誤之心理學界與法學

界的策略，建構出實體與程序架構之九重防免機制，以期能夠最大程度減緩後見

之明對進步性審判所可能造成之偏誤，確保進步性之判斷盡可能達到正確之境地，

以落實進步性之立法目的，分別為： 
第一重，設定屬於先前技術之條件，應用類同技術原則作為得為先前技術之

要件，避免審查者採用毫不相關之先前技術來拼湊引證，並要求在通常知識之應

用上必須謹慎，此等先前技術範圍之條件，可避免審查者應用不適當先前技術所

產生之後見之明偏誤的問題。 
第二重，改善先前技術內涵之認定，審查者應發明申請當下作為判斷基準時

點，並整體觀察引證之內涵及避免使用系爭發明之內容來曲解先前技術，此將可

避免審查者不適當認定先前技術所產生後見之明偏誤之問題。 
第三重，改善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定義與適用，要求通常知識者不應

具有創造性，並且明確界定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要件，並促使兩造當事人

就此一要件充分辯論，以避免審查者主觀恣意所造成其受到不當後見之明之影

響。 
第四重，利用客觀技術問題之轉化，避免審查者持續以系爭發明作為對照來

判斷進步性，以減緩審查者可能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此部分應用類似

歐盟問題解決法之轉化步驟，作為避免後見之明偏誤之策略。 
第五重，要求主觀結合或變化之動機，避免審查者恣意結合複數引證或改變

引證之教示，以減緩審查者可能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所產生之後見之

明偏誤，此防免機制，不僅落實主觀技術創新與主觀技術實效均為進步性之意涵，

更與通常知識者面臨技術問題之處境時是否會參考引證之現實情狀相符，且符合

美國及歐盟實務對於結合複數引證之要求，並且主觀動機之要求，將會要求審查

者列舉可以結合、變化之理由，可以促使審查者仔細思索，減低欠缺深思熟慮的

可能性預估進而降低判斷的可信度，因此本文主觀動機要求之應用，當可作為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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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後見之明偏誤之策略。 
第六重，要求客觀技術創新與技術實效之判斷，並結合具有合理成功期待之

可預期結果之判斷法，以減少審查者可能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此防免

機制，不僅落實客觀技術創新與技術實效均為進步性之意涵，且可以透過合理成

功期待與可預期結果之判斷，避免審查者違反技術邏輯之進行技術變化或拼湊，

進一步防止審查者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並且要求審查者詳細論證如何

能從先前技術完成系爭發明之理由，亦可減低欠缺深思熟慮的可能性評估，增加

進步性判斷之可信度，因此本文應用客觀技術創新與實效及合理成功期待之可預

期結果之要求，作為避免後見之明偏誤之策略。 
第七重，輔助性考量之應用，透過發明申請當下之客觀社會證據，以減緩審

查者可能因過度觀察引證而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且可避免審查者可能

因科技之進展而受到發明外結果知識之影響，作為本文避免發明本身後見之明偏

誤之策略。 
第八重，在於審查程序上之防免機制的強化，包含提醒審查者後見之明之存

在、加強審查者之專業訓練、要求確實論斷兩造所提出正反面論述、引入專家證

人制度。透過提醒後見之明偏見的存在，避免審查者忽視其重要性；專業訓練有

助於避免審查者輕亦受到偏見之影響；確實論斷兩造論述，可促使審查者立於兩

造立場思考、考量否定理由，達成要求妥適說理之效果；引入專家證人，可輔助

審查者更完整全面了解技術狀態；此等審判程序強化之策略，均在將心理學上避

免後見之明之策略落實於法學程序上，作為本文避免後見之明偏誤之策略。 
第九重，採用雙階段審查制度，透過程序上避免判斷進步性決策者過度接觸

系爭發明，以減少審查者可能受到發明本身結果知識之影響，且可以提升準備程

序之重要性，落實集中審理及審判效率，因此本文採用雙階段審查制度，從程序

上完善後見之明防免架構，作為本文避免後見之明偏誤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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