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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非顯而易知性要件（進步性要件） 
 

第一節  前言 
 

在美國非顯而易知性（Non-Obviousness）的概念美國最高法院最早在 1851

年在 Hotchkiss v. Greenwood 案74中被提出，針對此一要件的判斷在生物相關發

明專利而言通常是最難被克服的要件，回顧一九八Ｏ年代末期至一九九Ｏ年代初

期，美國專利商標局採取嚴格的非顯而易知性審查標準，幾乎認定大部份的生物

技術發明皆為「顯而易知（obvious）」；即使被認為「非顯而易知」者，常遭認

定為「不能據以實施」。生物技術發明專利申請案動輒遭到核駁，形成生物技術

發明專利的艱難階段。到了一九九五年前後，美國經國會立法通過明訂特定生物

技術發明具有「非顯而易知性」，才使得在生物技術發明案中幾乎泛濫成災的「顯

而易知」核駁逐漸減少。 

 

在專利法中新穎性、非顯而易知性、實用性及說明書揭露等要件中，以非顯

而易知性要件的概念最困難被人理解75，依據美國專利法第 103 條，所請求保護

的標的與習知技術間的所存在的發明高度差距，就該請求保護的標的整體觀察，

若為發明當時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所能輕易達成，則此請求專利保護的

標的，不符合非顯而易知之要件，來排除發明標的取得專利權的可能性，況且非

顯而易知的射程判斷是相當困難的，在專利申請實務上也是最難克服的要件，為

討論此要件的解釋範圍，以下對此要件的歷史演進及法院的觀點加以深入探討。 

 

第二節  非顯而易知性概念的介紹 
 

所謂的非顯而易知性，係屬美國專利法上的法律名詞，在歐盟被稱為發明步

驟（Invention Step），在我國新修訂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發明雖符

合新穎性及產業利用性，但發明為其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依申請前之

先前技術所能輕易完成時，此發明仍不得取得此發明專利，此一專利要件在我國

被簡稱為進步性要件。美國專利法第 103 條對於非顯而易知性要件的解釋上，認

為即使發明具備了新穎性及實用性要件，仍需具有超越先前技術相當的技術高

度，而此相當的技術高度必須是明顯且清楚的，而且在判斷上不會令人混淆；在

歐洲對於發明步驟的解釋，認為發明必須具備發明步驟，因此發明步驟的認定係

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人，無法輕易達成的步驟，使具有符合發明要件。 

 

就生物技術領域的專利申請案中，在美國專利實務的審查上，對於顯而易知

性的判斷相較其它領域的專利申請案件有較嚴格的判斷標準，有許多理由會造成

                                                 
74 Hotchkiss v. Greenwood , 52 U.S.（11 How.）248（1851）。 
75 Web Patent News---December, 1999. http://www.webpatent.com/news/news12_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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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件在判斷上的不同，主要的理由是對於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概念的

判斷不同所致，由於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始於一九八零年代，屬於新興發展產

業，在實務審查中引進大量新進審查委員，這些新進的審查委員具有生物技術領

域的專業，通常具有博士學位，在生技領域的專業不容置疑，但通常欠缺法律相

關訓練，而非顯而易知性的判斷是一個法律問題，但審查委員通常會以科學家的

角度來審查專利，而非以專利審查員的角度來思考，因此會創造出較高規格的非

顯而易知性的判斷標準，申請者在收到美國專利商標局以專利法第一百零三條核

駁處分時，要花費更多的時間及費用來克服核駁處分，因為審查委員是生物技術

領域的專家並非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因此可以預見審查委員以自己的

技術程度來審查專利申請案而非依專利法所稱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因

而創造出生物技術領域對於非顯而易知性要件高標準的判斷標準76。 

 

除此之外，須以發明完成當時的技術水準來審查發明是否具有非顯而易知性

要件，實務上通常只能事後審查，所依據審查基礎除了技術文件前案外，審查委

員如何結合前案間的內容推估的射程範圍，此部分具有不可預測性也最為人所垢

病，對於此要件之審查存在相當大不可預知的判斷因素，常常因為不同的審查委

員其擷取前案內容及結合數前案推估前案發明技術的射程範圍並不相同，大大影

響專利申請案的核駁與否的標準。 

 

第三節  非顯而易知性專利要件的歷史沿革  
 

美國專利法的專利要件中，新穎性要件及實用性要件，早在 1874年就已經

明文載入法典中，分別被定義在專利法第 101 及 102 條的條文之中。然而非顯而

易知性要件的概念，雖然早在 1851年 Hotchkiss v. Greenwood 的案件中已初

次在法院實務中被提出來討論，歷經一八五一年至一九五二年間百餘年的長久討

論，仍無明確的定論，實務相關見解依然紛歧。 

 

在一八七四年 Hailes v. Van Wormer 的案例77中，法院認為如果申請發明專

利的標的僅是將原有的裝置（devices）並排連結，各個連結的裝置仍僅發揮其

原有的功效，並無任何新的功用被提昇，即使本發明具有新穎性與實用性，仍然

不能稱為發明而取得專利權。同年在 Hicks v. Kelsey 的案例78中，法院提出另

一種判斷標準，法院認為如果是對於已經存在的機器，僅進行元件的取代，而此

元件的取代是儀器操作者顯然可以輕易完成的，不得稱之為之專利法上的發明，

除非此元件取代後的發明，除具有新穎性及實用性並顯然具有強化原有機器的功

能或可以簡化機器的操作步驟，不得稱之為專利法上之發明。上述一八七四年的

                                                 
76 Judy A. Errat , ph.D. Gowling, Strathy & Henderson： A study on the patent law standard of 

non-obviousness , , February 2, 1996.  
77 Hailes v. Van Wormer, 87 U.S. 353（1874） 
78 Hicks v. Kelsey, 85 U.S. 670（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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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案例雖然沒有明確適用一八五一年 Hotchkiss v. Greenwood 案例所建構

「具有通常技術之人顯然可以完成的概念」，但法院想要明確區分所謂專利法上

所定義的「發明」與前案的差異內涵的意圖不明而喻。 

 

在十九世晚期，法院開始從歷史及經濟的角度來思考非顯而易知性要件，認

為發明所衍生的產品是否具有廣大的市場或是解決長久以來的需求等等，而這些

考量因素，就是現今我们所熟知的輔助判斷原則（secondary consideration）。

在此思考方向的衍生下，新用途（use）的可專利性的概念因此產生，用途專利

的爭議起始於一八八七年 Smith v. Goodyear Dental Vulcanite Co 案例79，法

院認為本案中的爭議物硬塑膠（vulcanite）其性質早已為人所知悉，並非是新

的物質，不具備新穎性的要件，惟法院從經濟分析的角度來切入爭議點，認為雖

然硬塑膠的性質早已為人所知悉，但將硬塑膠應用在維持假牙的形狀是尚未為人

所揭露的用途發現，這個用途的價值顯現在對於牙科的實務操作是革命性的創

舉，數以千計的牙科實務操作者可以在原有的設備下執行這項發明，這樣的發明

沒有人會懷疑此種用途的新穎性及其經濟價值，所以法院認為這樣的發明可以被

認定為專利法上的發明，其與單純的的元件取代發明不可一概而論。 

 
美國法院利用經濟分析的角度來建立一套全新的判斷標準，透過計算發明所

衍生的經濟價值來判斷顯而易知性的存否，雖然有著全新的觀點，管見以為，此

項判斷標準，對大部分的生技專利申請案而言甚難適用，首先如何取得說服審查

委員或法官的證據來支持經濟價值的考量因素相當困難，通常生技相關發明在專

利申請階段，技術常處於研發階段，距離商品化尚有一段漫長的距離，這種現象

在生技醫藥產業比其它產業更為明顯，因為生技醫藥產業中，產品目標對象通常

以人為主，能夠使用在人體上的生技醫藥產品，不論是外用的醫療診斷器材或是

內服的生技醫藥，除了製造工廠需要通過層層的認證外，藉由專利所衍生的產品

更須通過嚴格的臨床試驗，才有被核准上市的可能，對於專利與其所衍生的產品

時間差可能長達五至十二年，實難利用此判斷標準來提出有利的證據，藉由輔助

判斷原則來通過非顯而易知性要件之檢測。 

 

此項判斷標準所可能適用的生技專利申請案，可能會集中在用途專利的申請

案，因為用途專利的申請案內容，絕大部分係將已知的物或方法應用在不同的用

途，其申請內容係建構在原有物或方法的基礎所衍生，原有物或原方法通常具有

相當的市場經濟價值，用途發明比較容易找出經濟效益的證據。在生技醫藥產業

中，目前較為業界所注意的方向除學名藥的議題外，另外一個受囑目的方向係在

於舊藥新用途的研發，基於舊藥已經長期的使用，在用藥的安全性上已經受到確

認，對於新藥開發最難通過的藥理試驗及毒理試驗已可輕鬆克服，只要完成新藥

確效即可，由於生技醫藥領域的申請案中，除了生物物質的實用性要件爭議外，

                                                 
79 Smith v. Goodyear Dental Vulcanite Co., 93 U.S. 486（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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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被核駁的要件中，非顯而易知性要件通常是最難答辯的要件，利用經濟分析

的判斷標準，似乎可以提供舊藥新用途申請專利說服審查委員克服非顯而易知性

的方向。 

除了經濟分析的角度之外，在一九四一年 Cuno Engineering Corp. v. 

Automatic Devices Corp.的案件80中，最高法院支持以發明是否具有「創意天才

般的靈感（flash of creative genius）」作為判斷非顯而易知性要件的依據。

此一判斷標準較一八五一年以來法院實務的判斷標準更為嚴格，此種以不確定的

創意概念來作為判斷不確定的法律概念的標準，其判斷標準更為嚴苛。 

 

為了整合上述法院實務不同的見解，美國國會於一九五二年將非顯而易知性

的專利要件於專利法第 103（a）條明文規定，雖然發明具備美國專利法第 102

條新穎性的要件，但請求發明的標的以發明完成當時，在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技

術之人顯然可以輕易達成的，則此發明仍不得取得專利81。 

 

 

第四節  非顯而易知性在美國專利法上的規定 
 

由前面論述可知，非顯而易知性要件在一九五二年美國專利法修正時，增列

專利法第一百零三條，其規定內容分述如下： 

 

美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三條（a）規定，發明的標的即使符合夲法第一百零二

條新穎性的規定，尚無法確定該發明可否取得專利，要從發明標的整體內容觀

察，若與其前案資料相比較的差別，由該發明技術領域中，在該發明當時，具有

通常技術之人，顯然可以達成的，則該發明不應被授予專利。 

由美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三條（a）的規定可知，本項規定有三要件： 

 

（一）需以發明標的的整體內容（the subject matter as a whole）作觀

察： 

審查委員進行發明專利標的的審查時，須以發明標的的整體來考

量，應包括發明的技術領域及技術背景，須就對專利說明書的全體來

進行考量，並非僅審酌專利權利範圍。 

 

（二）審查「時」點以發明完成時： 

考量非顯而易知性要件時，審查委員能擷取合併的引證資料，所

                                                 
80 Cuno Engineering Corp. v. Automatic Devices Corp., 314 U.S. 84, 91 （1941） 
81 A patent may not be obtained though the invention is not identically disclosed or described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102 of this title, i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ubject matter sought to be patented and 
prior art would have been obvious at the time the invention was made to a person having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to which such subject matter pertains. Patentability shall not be negative by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invention was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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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考量的先前技術的範圍，僅跼限在發明完成前的技術範圍，審查委

員不能以發明完成後的技術，作為發明核駁的依據。 

 

（三）以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考量，發明是否顯然可知 

 

此要件係判斷非顯而易知要件中，因為審查委員必須虛擬一位具

備該領域具有通常技術之人，以此人的觀點來判斷發明是否符合非顯

而易知性。這樣一位虛擬的人從實務的觀察而言，通常是就審查委員

本身的技術知識判斷。就此觀點來說，這位虛擬之人對於發明是否具

備的技術評估標準，應該隨著判斷的時點不同而有所調整，同時如何

找出此位具備該領域具有通常技術之人，易無客觀的判斷標準。 

所以，本要件的判斷或取捨，審查委員個人的判斷因素占有極大

的判斷餘地。常有可能因審查委員專業的部分不同，而有不同的判斷

標準。 

 

第五節 非顯而易知性的判斷標準 
 

有關非顯而易知性要件，從一八五一年被提出後，在專利實務或法院判決對

於此要件的判斷，遲遲無法確認其適用的標準，直到一九六六年美國聯邦最高法

院，在 Graham v. John Deere82 案中對非顯而易知性的判斷標準作出四項最重

要的判斷標準，包括（1）先前技術的範圍及內容（2）先前技術與專利權利範圍

間的差異（3）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技術者的技術水平，（4）客觀證據的評

價等四項判斷標準，透過最高法院的見解來解析美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三條，可以

利用以此四項要件來判斷發明是否符合非顯而易知性要件。 

 

有關非顯而易知性要件的判斷，透過上述判斷標準的檢驗，可以對此項要件

作較為客觀的評價，以下分別闡明判斷標準的內容及適用。 

 

第一項 先前技術（prior art）的範圍及內容 

在判斷發明是否符合非顯而易知性要件，首先要先對前案的範圍及內容有所

認定，所謂的前案資料係指在本案發明申請之日以前，與本案發明直接相關

或密切相關的技術資料，其內容包括以下點： 

 

第一款 本發明的先前技術範圍及其內容： 

 

                                                 

82 Graham v John Deere Co. 383 US 1 (1966) Graham v John Deere Co. 383 US 1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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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前技術須先經過篩選，必須要選擇與所申請專利之技術領域相當或 

相關連的技術領域之先前技術。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一八九五年 C&A Potts & Co. v. Creager 案

件83中，提出相關與不相關技術原則（the doctrine of analogous and 

nonanalogous art），本案為泥土粉碎機之發明，由於本發明與已存在

的木材磨光機相類似，若將木材磨光機的技術視為本案的先前技術，

則本案發明在專利實務審查上，無法通過非顯而易知性要件，惟美國

聯邦最高法院認為，若發明的技術內容係將原先使用於某特定領域內

的技術內容，應用在其他領域，就如同創造出新領域的用途，已具備

發明之活動過程，不應與原先技術相類比。所以，先前技術在類比前

須先經發明技術篩領域的篩選過程後，始可作為與本案發明相比較的

先前技術。 

 

另外美國上訴第七巡迴法院，在 A.J.Deer Co. v. U.S. Slicing 

Machine Co.案84中，認為兩種相距甚遠或非相關的技術，在專利法上

並並不適用非顯而易知性之判斷，例如：申請生物技術方面的專利發

明，不得以電子類產業的技術作為本案專利申請的前案。 

 

惟本要件在化學或生技領域上的應用在判斷先前技術有較為寬鬆

的認定，在 In re Dillon 案85件中，對於同一領域的化學製程上舊有

技術，在傳統的判斷上，已存在表面證據顯而易知（prima facie 

obviousness）案件，就專利申請案而言，除非專利申請人可提出反證，

否則不具有非顯而意知性，通常會遭受核駁處分，但在化學製程中方

法雖然一樣，但會因原料的差異會產生不同的結果，不因為製程本身

已被揭露而不具有非顯而易知性。 

 

這種情形在生技相關發明的專利申請案更為明顯，以現今生物技

術相關技術平台而言，絕大部份常用的技術均為已知，如基因重組技

術、蛋白質純化技術等常用的基本技術均已廣為人所熟知而且生物技

術的常用基本技術平台方法非常有限，但只要對不同標的，此技術並

不當然具有顯然易知性。隨著技術發展的成熟度與否，亦會影響審查

委員對於先前技術的選擇。 

 

第二款 先前技術關於時點的考量： 

 

                                                 
83 C&A Potts & Co. v. Creager, 155 U.S. 597, 39 L. Ed.275, 15 S. Ct. 194（1895） 
84 A.J. Deer Co. v. U.S. Slicing Machine Co., 21 F. 2d 813. 
85 In reDillon, 919 F.2d 688, 16 USPQ2d 1897 (Fed. Ci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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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技術的引證須為發明完成前或申請專利前，已存在的技術，審

查委員不得以審查當時始存在的技術，作為先前技術的範圍。 

 

由於美國係採用「先發明主義」的國家，向美於美國專利法第一百

零三條對於先前技術選擇的時點有明文的規定，必須在發明完成時之前

的技術或參考資料，始可作為本案發明的前案，在 Merk86 及 Akzo, N.V.

案87中，法院確認先前技術選擇的時點，必須在發明完成前已存在的技術

並不得透過後見之明（hindsight）來作為駁回發明專利的依據。 

 

美國專利法所採用認定時點，係以發明時為判斷時點，在一九九五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有兩個相同之發明均向美國專利局提出申請，

在實際認定發明完成時點上往往會有爭議，因而產生證明發明完成時點

的爭議。誰能證明發明係在「美國國土內完成」且「完成發明的時間較

早」，越有取得專利權的勝算。 

 

 

第二項 客觀輔助判斷原則（secondary considerations） 
 

               聯邦第二巡迴法院在 B.F.Goodrich Co. v. Aircraft Braking 

Sys.Corp,.案88中針對非顯而易知性要件的客觀評價判斷標準，提

出「輔助判斷原則」來補充如何判斷客觀評價，其具體內容包括商

業的成功（commercial success）、解決長久的需求（long felt 

need）及克服他人的失敗（failure by others）等具體判斷標準。

若審查委員以發明係顯而易知不符合非顯而易知性要件駁回專利

申請案，發明人除依據引證資料內容提出答辯外，發明人可以主張

以下客觀的事實作為答辯的依據，藉以克服非顯而易知性要件之核

駁處分的依據。 

 

第一款 商業上的成功（commercial success） 

商業上的成功可以作為判斷非顯而易知性要件的重要指標，所謂

商業上的成功，係取決於發明的貢獻，即專利標的必須有證據顯示，

在商業上已經成功之具體成果，而非僅具有成功的可能性或發明人

個人之意見，其具體的判斷標準須符合以下兩項要件： 

 

一 成功的客觀具體成果： 

                                                 
86 In re Merck & Co., 800 F. 2d 1091 
87 Akzo, N.V. v. ITC, 808 F. 2d 1471 
88 BF Goodrich Co. v. Aircraft Braking Sys. Corp., 72 F.3d 1577, 1582-83, 37 USPQ2d 1314, 1318 

(Fed. Ci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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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成功的具體成果，包括本專利標的在一定期間內，銷售量高於 

同質性的商品且具有明顯的優勢或在市場上具有獨占行或排除取代 

市場的競爭者89。而所謂「一定期間」並無明確的期間，端視之專 

利標的可否與商業上的具體成果具有顯然的關聯性90。 

 

二 與專利標的具有直接關聯性91： 

發明標的的產品在商業上的成功可能來自於多方面商業手段結

合的結果，如商品的廣告促銷效益或低價銷價策略，均可使產品短

期間內佔有市場，達成商業上成功的具體成果，惟此種因素僅是商

業手段非專利標的所導致的成果，並無法適用本原則來克服審查委

員的核駁處分。 

由於審查委員已依表面證據的顯而易知性作出處分（office 

action），舉證責任轉換至專利申請人一方，由於專利標的是否合

於「非顯而易知性要件」，係屬法律問題，專利申請人在適用此原

則時，須主張專利標的與商業上的成功具有法律上直接的關聯性，

光主張個人的意見或推測之詞並不足以適用此原則，須提出證據證

明，此商品於商業上的成功係取決於該專利標的的技術特徵或優所

造成的優勢92。即使發明標的僅為商品中之一部，只要專利申請人

可以證明此商品於商業上的成功係取決於該專利標的的技術特

徵，亦有本條的適用93。 

 

第二款 解決長久以來的需求（long felt need） 

所謂解決產業長久之需求，係指解決實質的問題，而這個需求

不論在先前技術或是產業中實際存在的瓶頸均包括在內，發明人所

主張的發明專利範圍必須與解決前案或產業長久需求，建立起直接

的關連性。 

在 Railroad Dynamics, Inc. v. a. Stucki Co.案件94中，專

利申請人引用產業專家證言，證明本專利申請案對於解決產業長久

以來的問題，具有實質的貢獻，透過專家證言證明專利權利範圍的

技術特徵，可作為克服顯而易知核駁的客觀證據。 

 

第三款 克服他人失敗的經驗（failure by others） 

                                                 
89 In re Baxter Travenol Labs., 952 F.2d 388, 21 U.S.P.Q.2d (Fed. Cir. 1991) 
90 Joy Technologies Inc. v. Manbeck, 751 F. Supp. 225, 17 USPQ2d 1257, 1260 (D.D.C. 1990), aff'd, 

959 F.2d 226, 22 USPQ2d 1153, 1156 (Fed. Cir. 1992)；MPEP Section 716.03（a） 
91 In re Noznick, 178 USPQ 43 (CCPA 1973). ；Pentec, Inc. v. Graphic Controls Corp. 227 USPQ 766 

(Fed. Cir. 1985)；In re Mageli, 176 USPQ 305 (CCPA 1973)；MPEP Section 716.03（b）    
92 In re Huang, 100 F.3d 135, 140, 40 USPQ2d 1685,. 1690 (Fed. Cir. 1996) 
93 Demaco Corp. v. F. Von Langdorff Licensing, Ltd., 851 F.2d 1387, 7 USPQ2d1222 (Fed. Cir. 1988). 
94. Railroad Dynamics, Inc. v. a. Stucki Co, 727 F.2d 1506, 1512-13,220 USPQ 929, 936 (Fed. Cir.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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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解決前案或產業長久需求的客觀證據相同，克服他人失敗的

經驗的輔助判斷標準，遠比商業上的成功更為直接及明確，在判斷

本項客觀標準時，須採以下三個步驟認定95。首先，發明的權利主張

在實質上須已建立解決他人失敗的事實。其次，原先具有失敗經驗

的人，對於本發明的關鍵前案均有所認識並存有嘗試解決問題的動

機，卻無法達成。最後，專利權利主張所呈現解決問題的方式，須

源自於發明人之發明概念。 

發明均符合前述所認定的判斷步驟，才有可能提供客觀證據克

服顯而易知的核駁處分。另外，在主張本項客觀證據，專利申請人

必須證明專利權利範圍的內容所解決的特定的問題及他人針對此問

題所提出的失敗解決方案相較，本發明確有克服他人之失敗的事實。 

 

第四款 複製96（copying） 

 

複製係同業認許的具體化，顯示發明所主張的權利內容好到足

以讓同業採取複製。因此，此種具體的結果可以作為發明不具有顯

而易知的客觀證據，若僅僅只是少數人的複製，並無法將此發明所

主張的權利範圍或發明特徵，視為具有非顯而易知性，只有在相當

數量同業認可此發明專利權利範圍的優點，本發明始可被視為具有

非顯而易知性。 

美國聯邦法院在 Avia Group Int＇l Inc.案件97中，主張同業

複製專利權利內容的事實，可以作為認定非顯而易知性要件的客觀

證據。 

 

第五款 產業的認可98（acquiescence of acclaim by the industry） 

在該領域的產業論文、商業文章、廣告文宣及授權或授權請求，

顯示該領域產業均肯認此項發明的重要性，可藉由此種客觀證據來

作為克服顯而易知核駁處分的客觀證據。 

 

第六款 推翻前案教示或專家學說99（scepticism by those skilled in the art） 

                                                 
95 In re Gershon, 152 USPQ 602, 605 (CCPA 1967)；Newell Companies v. Kenney Mfg. Co., 9 

USPQ2d 1417, 1426 (Fed. Cir. 1988)；In re Cavanagh, 168 USPQ 466 (CCPA 1971)；MPEP Section 
716.04 

96 Cable Electric Products, Inc. v. Genmark, Inc., 226 USPQ 881 (Fed. Cir. 1985).；Pentec, Inc. v. 
Graphic Controls Corp., 227 USPQ 766 (Fed. Cir. 1985).；MPEP Section 716.06 

97 Avia Group Int’l Inc. v. L.A. Gear Cal., Inc., 853 F.2d 1557, 7 USPQ2d 1548 (Fed. Cir. 1988) 
98 In re Katz, 687 F.2d 450, 215 USPQ 14,18 (CCPA 1982)；MPEP Section 716.10 
99 Environmental Designs, Ltd. v. Union Oil Co. of Cal., 218 USPQ 865, 869 (Fed. Cir. 1983)； In re      
Dow Chemical Co., 5 USPQ2d 1529 (Fed. Cir. 1988)；MPEP Section 7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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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的專利權利範圍內容提出解決問題的內容就該技術領域的

專家或前案的教示，均認為不可能達成解決問題的可能，但該發明

確實解決了此特定問題。但實務上能引證本項證據並不容易。 

 

第七款 無法預期或令人驚訝的成果100（unexpected or surprising results） 

發明具有無法預期或令人驚訝的成果，顯示發明具有堅強的客

觀證據，可以作為克服顯而易知性要件的核駁處分，但此項客觀的

證據必須透過與本案最接近前案的實際比對測試（factual 

comparative testing）所呈現的事實。任何無法預期或令人驚訝的

成果，必須是源自於專利權利範圍內的特徵。 

 

第八款 小結 

如何成功的使用上述所討論的客觀證據作為發明符合非顯而易

知性要件的依據，在實務上的應用並不容易，通常實務的作法是嘗

試進行多態樣客觀證據的收集，建立起客觀證據與專利權利範圍的

連結，多種客觀證據的態樣，在答辯手段上應該被整合起來，作為

推翻審查委員所建立的表面顯然性 

 

第六節 非顯而易知要件在生物相關發明的判斷方式 

 

美國聯邦法院對生技專利案件的見解中，原本法院對專利案件的審理的重心

由原先提供冗長的發明內容說明，來探究發明的最終產物，改為重視發明所採用

方法本身，因此法院決定非顯而易知要件的審查，不僅著重在發明本身，更同時

評估發明過程
101
。 

聯邦法院透過這樣的審理模式，可以使得生技相關發明開啟合理的機會取得

專利。例如在化學相關發明中，在 Dillon 案102中決定發明是否符合非顯而易知

要件係取決於與前案化學化合物或組成物的結構是否具有相似性及前案是否有

提供或教示可以完成本案發明的化合物或組成物，相當的發明動機來建立本案發

明的具有顯然可知的表面證據（prima facie obviousness）。 

但在生技專利中，化學領域所採用的結構相似性判斷標準未必可完全適用，

例如基因的結構只有在純化分離定序後才可知道，就基因專利的顯而易知的判斷

在美國聯邦法院引起了新的爭議。在 Bell 案件103中，本案專利權利範圍主張包

括人類的核苷酸序列，此段核苷酸序列可以轉譯成人類類胰島素成長因子（human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s），專利審查委員透過已揭露的成長因子的氨基酸

                                                 
100 In re Sasse, 629 F.2d 675, 207 USPQ 107 (CCPA 1980).；MPEP Section 716.07 
101 Brian C. Cannon, "Towards a Clear Standard of Obviousness for Biotechnology Patents", Cornell 

Law Review, Vol. 79, pp. 735-765, 1994 
102 同註 85 
103 In re Bell , 991 F2d 781, 26 U.S.P.Q. 2d 1529 (Fed. Cir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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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列及單離此氨基酸序列的轉譯區基因序列作為探針，應可達成本發明權利主張

之內容，但基因序列與化合物的結構相似性並不可等同觀之。基於基因的簡併作

用僅已知氨基酸序列時，其相對之基因序列與結構並非具有顯然可知的表面證

據。就本案已知的氨基酸序列，可以對應出 10 的三十六次方個核苷酸序列，所

以結構相似性在生技專利並不適用，雖然氨基酸序列已知其相對應的核苷酸序列

並非顯然可知的。 

 

第七節 非顯而易知要件生技專利案件分析 
 

在 In re Thomas F.Deuel v. USPTO 案104中其發明的專利範圍（Claim）內

容主要係有關於肝燐脂鍵結成長因子（Heparin-binding growth factors；HBGFs）

的 DNA 分子及 cDNA 分子之分離（isolating）暨純化（purified）。由於肝燐脂

鍵結成長因子是一種蛋白質，具有刺激細胞分裂的（cell division）功能及輔

助受損組織的修補功能。 

本專利申請案中，Deuel 從牛膀胱組織中分離並純化出具有可促進有絲分裂

的蛋白質，並定出其蛋白質 N端序列105，利用其所定出的 N端序列來設計寡核苷

酸探針從牛的子宮 cDNA 基因庫中篩選純化並定序出帶有一千九百九十六個核苷

酸分子。 

另外，Deuel利用篩選自牛膀胱 cDNA 基因庫的 HBGFs 序列作為探針，從人

類胎盤 cDNA 基因庫中篩選純化並定序出帶有九百六十一個核苷酸序列的人類胎

盤 HBGF 分子。Deuel 在申請案中亦推測人的胎盤 HBGF 及牛膀胱的 HBGF 均帶有

一百六十八個氨基酸並計算其分子量為 18.9 kD，而在一百六十八個氨基酸中有

一百六十三個係完全相同的，顯示其相似性非常高。 

有關 HBGF 蛋白質的化學結構、如何分離並純化或是除了人的胎盤 HBGF 及牛

膀胱的 HBGF 之以外之 DNA 或 cDNA 分子，Deuel 並未在此專利申案中有所描述，

而這些事項都出現在專利申請案的專利範圍第四項到第七項之中106，基於氨基酸

編碼與 DNA 序列間具有簡併現象，Deuel 申請案中以氨基酸表現之序列可能含蓋

                                                 
104 In re Thomas F.Deuel v. USPTO, 51 F.3d 1552, 34 U.S.P.Q. 2d 1210 (Fed. Cir. 1995) 
105Gly-Lys-Lys-Glu-Lys-Pro-Glu-Lys-Lys-Val-Lys-Lys-Ser-Asp-Cys-Gly-Glu-Trp-Gln-Trp-Ser-Val-Cy

s-Val-Pro） 
 
106 Deuel application Claims 4-7 , as follows 
   4. A purified and isolated DNA sequence consisting of a sequence encoding human heparin binding 

growth factor of 168 amino acids having the following amino acid sequence：Met Gln 
Thr…[remainder of 168 amino acid sequence.] 

   5. The purified and isolated cDNA of human heparin growth factor having the following nucleotide 
sequence：GTCAAAGGCA…[remainder of 961 nucleotide sequence.]     

   6. A purified and isolated DNA sequence consisting of a sequence encoding bovine heparin binding 
growth factor of 168 amino acids having the following amino acid sequence：Met Gln 
Thr…[remainder of 168 amino acid sequence]. 

   7. The purified and isolated cDNA of bovine heparin-binding growth factor having the following 
nucleotide sequence：GAGTGGAGA…[remainder of 1196 nucleotide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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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量的 DNA 序列。因此審查委員認為本案專利範圍第四項至第七項，透過結合

以下 Bohlen107及 Maniatis108的教示（teaching）來建立表面顯著性（prima facie 

obvious），以美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三條駁回 Deuel 專利申請案專利範圍第四項

至第七項的請求。 

 

一、Bohlen 的教示： 

（一）Bohlen 專利案中揭示肝燐脂鍵結腦裂殖原（Heparin-binding 

brain mitogen；HBBM）具有形成、維持及修補燒傷組織的功能，

對於神經組織的修復特別有效。 

（二）這些 HBBMs 的分子量分別為 15kD、16kD 及 18kD，而這些蛋白質

的 N端序列的前十九個與人類的 hHBBMs 及牛的 HBBMs 蛋白質完

全相同。 

（三）Bohlen 認為 HBBMs 係具有腦細胞表現之專一性，並指出 HBBMs

在不同物種間具有相似性（homologous） 

 

二、Maniatis 的教示： 

（一）提供一種利用基因探針來篩選DNA及cDNA基因資料庫並分離目

標 DNA 或 cCDNA 片段的方法。 

（二）此種方法並非針對特定的 DNA 或 cDNA 分子所建立的方法，而是

屬於進行基因選殖（gene cloning）過程中，一般都會始用到

的方法。 

 

透過結合上述的教示，審查委員主張 Bohlen 已經揭露肝燐脂鍵結蛋白的功

效及其蛋白質 N端序列，同時 Maniatis 也已揭露基因選殖的方法，透過以上兩

個前案，審查委員已可建立表面顯然易知性，認為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

人，在發明完成當時，應可輕亦達成選殖 HBGF 基因的發明。另外，Bohlen 已經

公開發表 HBBM 蛋白質的 N端序列，由其公開的蛋白質 N端序列，該技術領域具

有通常知識之人，可以輕易的利用已公開的序列設計基因探針來選殖出 HBGF 並

取得其重組基因的產物。基於上述的理由，審查委員可以透過結合前案教示的內

容為基礎藉以判斷發明是否符合非顯而易知性要件，本案審查委員藉由結合前案

的教示，建立表面顯然易知性，認為本案發明不具備美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三條非

顯而易知性之專利要件，對本案專利範圍第四項到第七項下核駁處分。 

 

Deuel 不服審查委員所提出結合前案引證資料所形成之見解，認為 Bohlen

                                                 
107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 No. 0326075, naming Peter Bohlen as inventor, published August 2, 

1989. 
108  Maniatis et al., Molecular Cloning：A Laboratory Manual, ”Screening Bacteriophage 

[lambda]Libraries for Specific DNA Sequence by Recombination in Escherichia coli,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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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利文件所教示的內容與本案專利申請範圍完全無關，因為Bohlen指出HBBMs

係具有腦細胞專一性的表現，為具有組織專一性表現的基因，因此該技術領域具

有通常知識之人，無法由 Bohlen 前案公開的內容，而推知可由牛的膀胱或人的

子宮的 cDNA 基因庫中選殖出 HBGF 的蛋白質。所以，本案發明符合非顯而易知性

要件。 

 

審查委員駁回 Deuel 的答辯內容，認為 Bohlen 前案所揭示的 HBBM 與本案發

明 GBGF 雖非同一蛋白質，惟以當時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人都能清楚的

知道，HBBM 與 HBGF 均可以被歸類成肝燐脂鍵結蛋白質，且不論在不同種或不同

組織間均具高度的相似性，由此可以推知從不同種或是不同組織而取得氨基酸序

列，便可輕易的選殖出不同種或組織之肝燐脂鍵結蛋白質。仍維持原核駁處分。 

 

 

 

第八節 進步性要件在我國專利法之歷史沿革 
 

我國專利法制定公布於中華民國三十三年，適逢對日抗戰，直至民國三十八

年始正式實施，此時專利法並未有進步性要件之明文規定，因為美國在一九五二

年專利法修法，始將非顯而易知性要件明文規定美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三條，我國

在民國四十八年修正專利法全文時有機會將此要件明文化，但修正時並未加入此

要件，直至民國六十八年修正專利法部分條文時，始增訂進步性要件於發明及新

型專利中，新增列的條文列於第二條第五款：「運用申請前之習用技術、知識，

顯而易知未能增進功效者。」，合併規定於新穎性要件中，在本要件中，有關「申

請前之習用技術、知識」是可以具體客觀來判斷；惟「顯而易知未能增進功效」，

係屬不確定的法律概念，又帶有相當的主觀判斷，在立法理由中闡示，本款之增

列係為杜絕申請人藉習用知識或技術之轉用來取得專利權109。本款之立法時間與

美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三條的明文化，時間間隔相差二十七年，而且立法理由與增

列本要件的實質要求並未完全相當。 

 

此外，民國六十八年修法將進步性要件列在新穎性要件的款項中，合併同條

規範，由於此兩項專利要件係個自獨立之要件，立法上似乎可以分條項規範。因

此，在民國八十三年專利法修正時，將進步性要件獨立規定於第二十條第二項，

並修正條文內容：「發明係運用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知識，而為熟知該項技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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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

先條文「顯而易知未能增進功效」，改為熟習該項技術所能輕易完成。民國九十

二年一月三日，修正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第九十四條第四項及第一百一十

                                                 
109 立法院公報，第六十七卷，第九十九期，頁 30。張啟聰，發明專利要件「進步性」之研究，

東吳大學法律系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一年七月，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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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四項，將發明、新型及新式樣的進步性要件，修正為「具有通常知識者依申

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易完成」，將熟知此項技術之人，修正為具有通常知識之

人，此項修正似乎較貼切美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三條所規定的內容，不論是熟習該

項技術或是具有通常知識之人，均須藉由審查委員來虛擬一位判斷本要件之人，

嚴格來說，此人存在於審查委員心中的設定，審查委員具有相當大的裁量空間。 

 

第九節 我國專利法對進步性要件的規定 
 

進步性要件對於發明、新型及新式樣專利有所適用，我國新修正專利法第二

十二條第四項規定，發明為該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依申請前之

先前技術所能輕易完成者，不得取得發明專利。新修正專利法第九十四條第四項

規定，新型為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顯能輕易完

成者，不得取得新型專利。新修正專利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四項規定，新式樣為所

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易於及者，不得取得新式樣

專利。 

所謂「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知識」，係指專利申請之日前，已見於國內外刊

物或已公開使用之技術、知識，在申請當日之後始公開的技術或知識，對已申請

的發明而言本質上具有創造性，屬於思想的開創性創作，如哈佛鼠或 PCR 的專利

申請案，本要件是評價專利申請前已知的技術或知識本身所具備，所能創造的出

發明的困難度 

所謂「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係專利審查委員所虛擬之人，

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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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的普通

能力，而能理解、利用申請日之前的先前技術，藉此來判斷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

此等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
110
」，係委由審查委員創造，存在於審查委

員的心中，這個虛擬的人，是否為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與審查委員個

人於此技術領域的知識習習相關，隨審查委員不同而可能有不同的標準。，使當

時該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之技術水準，化為其本身之知識的人而言。是否有使本要

件的判斷更為客觀明確？ 

所謂「輕易完成與顯而易知」，係指不能超越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

者所可預期的技術上的一般發展，且單單可由先前技術或前案知識推論而完成

者。亦即，申請專利之發明具有突出的技術特徵或非顯然的進步時，即認為超越

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所可預期之技術上一般發展，而非所能輕易完成

者，即符合進步性要件。 

    若參酌申請時的通常知識，而能將該先前技術以轉用、置換、改變或組合等

方式完成申請專利之發明者，該發明之整體即屬顯而易知，顯而易知，指該發明

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以先前技術為基礎，經邏輯分析、推理或試驗即

                                                 
11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4 年版「第二篇發明專利實體審查」，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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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預期申請專利之發明者，即未符合進步性要件111。 

 

第十節 進步性要件的判斷標準 
 

第一項 一般判斷標準112 

 

判斷發明是否能輕易完成時，　准予將二件或二件以上不同文獻之全部內容

或其各該文獻之部分內容、或同一文獻之各不同部分內容相互組合，　准予將先

前技術(prior art) 之各片斷部分相互組合，以判斷申請專利之發明是否具有突

出的技術特徵或顯然的進步，此種判斷方式有學者稱為拼花式觀察或馬賽克式觀

查。惟其組合，以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技術者於申請當時，所能輕易完成者為限。 

 

第一款 文獻之組合 

1. 假設該項技術領域具有通常技術之人，如遭遇申請專利發明所欲解決的問題

時，是否能輕易組合所引證之文獻之技術內容，以解決該問題。 

2. 文獻之技術內容屬於非類似、非接近或無關的技術領域者，則其組合，通常

視為非能輕易完成。 

3. 擷取整合所需之文獻為不同的文獻者，其數量愈多，通常視為非能輕易完成。 

 

第二款 先前技術之組合 

1. 以先前技術之片斷部分相互組合，而判斷發明是否能輕易完成時，應考慮發

明是否具有「突出的技術特徵」或「顯然的進步」。 

2. 「突出的技術特徵」，係指申請專利之發明對熟習該項技術者而言，若以先

前技術為基礎，仍然不易由邏輯分析、推理或試驗而得者。 

3. 「顯然的進步」係指申請專利之發明克服先前技術中存在的問題點或困難性

而言，通常係表現於功效上。 

 

 

第二項 生物相關發明進步性要件的判斷標準113 

 

有關進步性之規定，見於新修正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其意指請求之發

明與先前技術相較，若其差異性非申請日當時該項技術領域，具有通常技術之人

所能顯而易知的，則所請之發明非屬可輕易完成者，具有進步性。 

                                                 
111 同註 109，2-3-20至 2-3-21 
11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4 年版「第二篇發明專利實體審查基準」第三章 
113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2 年版生物相關發明專利審查基準，1-8-42 ~ 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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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生物相關發明之進步性的審查相關事項，與發明專利審查基準一般性規

定相同，並應參考生物相關發明的特殊性加以考量。 

第一款 進步性之判斷流程114 

一、先確認發明專利的權利範圍 

應依據發明申請所主張之專利範圍之請求項所載內容來確認發明的範圍，若

申請專利範圍之請求項有二項以上時，應就每一請求項各別判斷其進步性。 

二、確認先前技術的範圍 

(一) 先前技術「時」的範圍 

先前技術係指在申請日以前已見於國內外刊物或已公開使用的技

術與知識。在申請日之後始公開或公告的技術或知識，在判斷進步性時，

不列入考慮。例如，申請在先而在其申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專利申請案，

審查進步性時不應列入考慮。 

(二) 先前技術「內容」的範圍 

先前技術中相關事項的範疇」係指除了該等事項直接揭露者，也包

括明顯意含的內容，即熟習該項技術者根據先前技術直接揭露的內容即

可合理推知者。如請求之發明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對於熟習該項技術

者而言，可利用其他相關技術領域之技術手段解決時，熟習該其他相關

技術者所具知識和能力亦屬先前技術中相關事項的範疇。 

先前技術中相關事項係指先前技術中與請求之發明有關聯的技術

或知識，例如兩項或兩項以上之引證資料之揭露內容，或一份引證資料

中的多項技術方案之揭露內容。 

 

三、依據先前技術的內容判定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的技術水準 

因審查委員在審查中瞭解其技術內容後，極易對發明之進步性作成偏低

之評斷，以致有“後見之明＂之情形，故審查時應以熟習該項技術者之觀

點，根據申請當時之技術水準，作客觀之判斷。 

                                                 
11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4 年「版第二篇發明專利實體審查」，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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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項判斷標準在實務應用上對於建立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之人的

判斷時，常受限於審查委員主觀上的認知而設定，如何建立客觀的而統一的

認定標準，為本判斷標準能客觀適用的重要考量因素 

 

四、判定先前技術中相關事項與請求發明之間的差異性與相似性 

判斷進步性時，與新穎性之單獨比對判斷方式不同，可合併考慮先前技

術中多個相關事項，對於請求之發明應作整體性之評估，如發明之個別技術

特徵的組合並未產生功能性關聯時，則可單獨比對個別技術特徵與先前技

術。例如，請求之發明為一種用於檢測疾病 Y之套組，其係包含一檢測疾病

Y之抗體及一載有可顯示檢測結果之試劑之物件，因該抗體及物件之組合並

未產生功能性關聯，因此可就抗體及物件分別與先前技術單獨比對。 

 

五、判定的前項的差異是否顯而易知 

判斷發明有無進步性時，應確實依據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以及申請專利

當時之技術水準(the state of the art)，檢索申請當日之前之既有技術及

／或知識作為引證資料，以研判發明之技術手段之選擇與結合，如其選擇與

結合具有困難度，並非為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所能輕易完成

者，即具有進步性；反之，如為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基於引

證資料所能輕易完成者，則不具進步性。 

 

第二款 輔助性判斷標準115 

如依上述判斷原則雖無法獲得具進步性之明確結論，仍應進一步考慮輔助性判斷

因素，例如 

一、請求之發明滿足某種長期需求。 

二、請求之發明克服了科學成見。 

三、他人曾經企圖嘗試，卻無法達到請求之發明所完成者。 

四、請求之發明具有無法預期之結果。 

五、請求之發明在商業上特別成功，且該成功是因請求之發明的技術特徵所

直接導致者。 

                                                 
11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2 年版「生物相關發明審查基準」，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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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小結 

管見以為，我國的生物相關發明審查基準，雖然以參考歐盟及日本的法制為

基礎，在進步性的要件審查基準與美國法院實務見解相似，惟在輔助性判斷原則

部分，我國專利審查基準似乎有課予審查委員在依一般進步性審查基準無法得到

結論時，仍課以審查委員須進一步考量輔助性判斷因素後，才能下核駁處分。 

美國專利法上審查委員只要建立表面顯然的證據，就可反轉舉證責任，由專

利申請人負擔舉證責任，來證明發明不具有顯然性的義務。而輔助判斷原則的客

觀證據提出通常由專利申請人在遭受核駁處分時，為克服此核駁處分而提出。 

 

第十一節 生物相關發明的進步性判斷態樣 

一、生物相關方法發明116 

請求之發明為方法，若該方法所使用之起始物質或其終產物具有新穎性及進

步性時，則該方法及其用途之發明具有進步性。例如，判斷一種利用特定新菌株

進行之發酵方法之進步性時，應將新菌株作為構成該方法的必要技術特徵加以考

慮，而非僅將該發酵方法中使用的技術方案與先前技術進行比較。 

二、習知方法製備物之發明117 

請求之發明為物本身，判斷該物之進步性時，應就該物本身是否顯而易知來作判

斷。至於該物之製備方法是否顯而易知，不影響該物本身是否具有進步性。例如，

判斷DNA之進步性時，若先前技術並未揭露該DNA，儘管先前技術已揭露分離cDNA

或 DNA 分子的一般性方法，但此揭露基本上與該 cDNA 或 DNA 分子本身是否具進

步性無關。 

三、微生物相關發明118 

(一)、審查微生物本身之發明的進步性，可依據該微生物之分類學特徵或使用該

微生物所產生之功效判定之。請求微生物之分類學特徵與已知的種

(species)明顯不同時，則該微生物之發明具有進步性。若請求之微生物與

已知的種在分類學特徵上並無實質之不同，但是所請微生物可產生熟習該

項技術者無法預期之有利效果時，例如請求之微生物係由已知種突變而

來，其具有顯著增強之代謝生產力，則該微生物仍具有進步性。 

                                                 
11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2 年版「生物相關發明審查基準」，1-8-43 
117 同註 115，1-8-43至 1-8-44 
118 同註 115，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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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利用微生物之發明中，若使用之微生物是分類學上已知的種，且該微

生物與已知且應用於相同用途(例如，生產某一物質)之另一微生物屬於同

一個屬，由於同屬於一個屬的已知的種之間，熟習該項技術者通常容易培

養每一種微生物，並確定其用途及功效，故使用該微生物之發明不具有進

步性。然而，若請求之發明具有該項技術領域具有通常技術者無法預期之

有利效果時，例如顯著改良之產率，則具有進步性。 

(三)、有關利用微生物之發明中，若使用之微生物在分類學特徵上明顯不同於已

知種的微生物，即使該微生物與已知種之微生物的用途相同)，利用該微生

物之發明亦具有進步性。 

四、重組載體發明119 

請求之發明為重組載體，若載體與嵌入之基因兩者皆為已知，依該項技術領域具

有通常技術者之技術水準結合此兩者所得之重組載體為顯而易知，則不具有進步

性。然而，若結合此兩者所形成之特定重組載體具有熟習該項技術者無法預期之

有利效果，則該重組載體具有進步性。 

五、轉形體發明120 

(一)、請求之發明為轉形體，若宿主與嵌入之基因兩者皆為已知的，依該項技術

領域具有通常技術者者之技術水準結合此兩者所得之轉形體為顯而易知，

則不具有進步性。然而，若結合此兩者所形成之特定轉形體具該項技術領

域具有通常技術者無法預期之有利效果，則該轉形體具有進步性。 

(二)、請求之發明為轉形體，若編碼習知蛋白質 X之 DNA、啟動子及宿主皆為已

知的，依該項技術領域具有通常技術者之技術水準結合此三者所得之轉形

體為顯而易知，則不具有進步性。然而，若結合此三者所形成之特定轉形

體具有該項技術領域具有通常技術者無法預期之有利效果，則該轉形體具

有進步性。 

六、具單一核苷酸多形性（SNPs）之核苷酸121 

某一多形核苷酸為已知，請求之發明為含有一個單一核苷酸多形性位置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c site, SNP site)之聚核苷酸，若該項技術領

域具有通常技術者可輕易藉由分析及比較多個得自測試者之基因組的該聚核苷

酸序列而鑑知該 SNP 位置，則請求之聚核苷酸不具有進步性。然而，若請求之發

                                                 
119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2 年版「生物相關發明審查基準」，1-8-44 
120  同註 118，1-8-44至 1-8-45 
121  同註 118，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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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實驗證實該 SNP 可用於診斷疾病 Z，而該 SNP 位置與疾病 Z之關聯性對該項

技術領域具有通常技術者非顯而易知，則請求之聚核苷酸具有進步性。 

七、核苷酸序列發明122 

(一)、若蛋白質具有新穎性及進步性，則編碼該蛋白質之核苷酸序列具有進步性。 

(二)、請求之發明為編碼某一蛋白質之 DNA 序列，若該蛋白質之胺基酸序列為已

知，對該項技術領域具有通常技術者而言，編碼該蛋白質之核苷酸序列為

顯而易知，不具有進步性。然而，若該請求之 DNA 序列係以特定的鹼基序

列界定，且與編碼該蛋白質之其他已知之 DNA 序列相比較，具有該項技術

領域具有通常技術者無法預期之有利效果，則該請求之 DNA 序列具有進步

性。又若蛋白質為已知而胺基酸序列為未知，只要該項技術領域具有通常

技術者於申請日時可輕易決定該蛋白質之胺基酸序列，則該請求之 DNA 序

列不具有進步性。 

(三)、請求之發明為一結構基因，其為一個已知結構基因之天然發生的突變型結

構基因，例如對偶基因突變體，且請求之結構基因與該已知結構基因係源

自同種、並具有相同的性質和功能時，則請求之結構基因不具有進步性。

然而，若請求之結構基因與該已知結構基因相比較，具有該項技術領域具

有通常技術者無法預期之有利效果，則該請求之結構基因具有進步性。 

八、蛋白質相關發明 

請求之發明為蛋白質，若所請蛋白質與已知蛋白質之間具有高度的結構相

似性，則請求之蛋白質不具進步性。若請求之蛋白質具有該項技術領域具

有通常技術者無法預期之有利效果，則具有進步性。例如，請求之發明若

為保留性取代(conservative substitution)所得的突變蛋白質，其與已知

蛋白質之間具有高度的結構相似性，則請求之發明不具進步性。然而，若

請求之突變蛋白質具有該項技術領域具有通常技術者 無法預期之有利效

果，則具有進步性123。 

 

 

第十二節 進步性要件法院實務審查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一年度訴字第三三六八號判決 

 

                                                 
12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2 年版「生物相關發明審查基準」，1-8-45至 1-8-46 
123 同註 121，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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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事實 

 

由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專利審查程序，對於專利申請案審查核駁審定書

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審查時未具體指出據以核駁之引證技術之出處，僅於核

駁理由先行通知書提到引證技術時，約略記載「依圖二、圖三之方塊圖，data Bus

和位址 Bus 係共用，此點和一般 8088、8051 之 cpu 係同樣技術」，有通知書影

本附本院卷準備程序筆錄後可稽，其中所謂「圖二、圖三之方塊圖」應係指系爭

案之圖示。 

專利申請人不服核駁處分，認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僅約略介紹引證技術

「8051 IC」之特徵，有如前述，且未就系爭案之四個請求項各別判斷其進步性，

顯然違背上開審查基準，有理由不備之瑕疵。 

按理由不備（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行政處分，依行政程序法第一百十四

條第一項第二款，固得於事後記明理由而補正之，但依同法條第二項規定，此補

正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本件原處分既有理由不備之瑕疵，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卻於訴願答辯時僅引述原處分理由，仍未具體指出據以核駁之引證技術之出

處及充分說明其技術內容，並與系爭案之四個請求項逐一比對，致原告到訴願程

序終結前仍無從獲得充足資訊以便提出申復、修正或答辯，換言之，被告此一未

提供具體引證資料之行為，使得原告無法於審查階段及訴願階段適時提出任何實

質及有效之防禦方法，致遭核駁及訴願駁回之不利結果，違反了行政程序法第一

百零二條至一百零八條所規範之當事人參與原則。 

直至訴願決定作成時，始由訴願機關於駁回理由中，依據被告檢送之原處分

卷所附之資料，具體指出原處分所引證之技術資料來自「金華科技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八十年十月再版之「8051/8052 系統原理介紹與產品設計」附錄第八一三

頁至八一六頁，惟其所載「金華」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乃「全華」科技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之誤寫，使得原告依此誤寫之「金華」名稱仍無從自行檢索到具體之

引證技術內容，迨行政訴訟階段始由被告機關處取得該引證資料（其過程詳見原

告九十二年一月七日之起訴補充理由狀及本院準備程序筆錄），可見被告至行政

訴訟階段始充分揭露具體引證資料，就此而言無異對原告形成突襲，實質上已違

反前揭專利法第四十條第二項所定「不予專利之情事，在審定前應先通知申請

人，限期申復」之規定。並未具體指出據以核駁之引證資料。 

 

行政法院見解 

 

我國專利法第四十條第二項規定：「經再審查認為有不予專利之情事時，在

審定前應先通知申請人，限期申復。」，惟通知的內容範圍為何，是否須包括專

利引證資料或揭示據以核駁引證資料之來源，專利法並無明文規定。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一年度訴字第三三六八號判決指出，原智慧財產局以本申

請案欠缺進步之核駁處分，並未具體指出據以核駁之引證資料，法院認定智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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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局違法，由智慧財產局制訂之「專利審查基準」載明「判斷進步性之基本原則」，

包括「申請專利範圍之請求項有二項以上時，應就每一請求項各別判斷其進步

性」，並提示「審查上應注意事項」，包括「判定發明不具進步性時，原則上審

查委員應引證具體的既有之技術、知識資料」，如「該既有之技術、知識為習知

或慣用（如教科書、標準、辭典等有記載）者」，雖「不在此限」，惟審定書內

仍需充分說明。 

智慧財產局於審查時從未具體指出據以核駁之引證技術之出處，其於八十八

年七月二十二日以智專（八）○四○三○字第一二四八九六號再審查案核駁理由

先行通知書提到引證技術時，僅約略記載「依圖二、圖三之方塊圖，data Bus

和位址 Bus 係共用，此點和一般 8088、8051 之 cpu 係同樣技術」，有通知書影

本附本院卷準備程序筆錄後可稽，其中所謂「圖二、圖三之方塊圖」應係指系爭

案之圖示。 

迨智慧財產局於九十一年一月三日以（九一）智專三（二）０四０五九字第

０九一八七０００００四號專利再審查核駁審定書（即原處分），為應不予專利

之處分時，亦僅約略介紹引證技術「8051 IC」之特徵，有如前述，且未就系爭

案之四個請求項各別判斷其進步性，顯然違背上開審查基準，有理由不備之瑕

疵。本案違反專利審查基準，有理由不備之瑕疵，實質上已違反專利法第四十條

第二項之規定。 

管見以為，本判決課予專利審查委員須明確建立核駁處分的表面證據，包括

引證出處、引證內容及不符合專利要件的理由均須在核駁審定書中明白指出，以

符合審查基準所課之義務。 

本判決的見解與美國專利商標局下核駁處分的審定書所需具備的內容一

致，在我國現今審理的實務中，近年來對於核駁處分書內應如何載明並無明確的

規定，同時外審委員也占有一定的比例，在核駁審定書內所揭示不符合專利要件

的理由或引證常因由不同的審查委員審理，在審定書的格式或引證內容出現極大

的差異，有些審定書詳列引證來源、引證內容及核駁事由及條文，有些則以主觀

臆測直接套用專利要件法條而加以核駁，核駁審定書的差異極大，有時讓人難以

舉證或客觀答辯。 

本判決的見解希望能使得專利權責機關定出明確格式或內容的審定內容，使

得審查委員的個人審查意見能逐漸降低其差異，使我國的專利審查能與國際間的

審查方式接軌，提昇專利品質。 

本案截至二零零五年六月十二日止，本案尚未有最高法院的判決被宣判。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判決九十一年度訴字第三五○八號 

 

本案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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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以「經安定之醫藥組合物，其製備方法以及安定用之溶劑」向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申請發明專利，經被告編為第八三一○七八○八號審查，准予專利。公

告期間，參加人以其不符專利法第二十條第二項進步性之規定發明專利要件，對

之提起異議。案經被告審查，於九十年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九○）智專三（四）

○二○二一字第○九○八九○○二五五○號專利異議審定書為「異議成立，應不

予專利」之處分。原告不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行政訴訟。 

 

    被告主要以本案相對於 WO 94/12198（即引證案一）及 WO 94/12030（即引

證案二）不具進步性而審定異議案成立，經原告訴願而經濟部駁回訴願之主要理

由為： 

        　引證案一及引證案二所強調的安定性組成皆是利用羧酸或無機酸的

直接添加即可達成本案羧酸鹽的降低，本案申請專利範圍第一及十四項不具進步

性。 

        　本案申請專利範圍第七、十二及十八項所請安定方法可藉添加酸的手

段達成其與引證案一及二所強調的安定組成皆是利用酸的添加即可達成紫杉酚

醫藥組成物的安定性手段相同，難謂具進步性。 

 

行政法院見解 

 

    凡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高度創作，而可供產業上利用者，固得依系爭

專利核准審定時專利法第十九條暨第二十條第一項之規定申請取得發明專利。惟

其發明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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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不得依法申請取得發明專利，復為同法第二十條第二項所明定。 

 

    引證一及二所強調的安定組成皆是利用酸的添加即可達成紫杉酚醫藥組成

物的安定性手段並無不同，更何況引證一及二技術內容所教示的安定化措施皆較

系爭案簡易，系爭案所用方法並無增進功效，難謂具有進步性，且引證一及二添

加無機酸已能達成系爭案之發明目的，並不需再作氧化鋁的吸附，系爭案不具進

步性。又本案經受理訴願機關經濟部送請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審查結果，亦持前

述相同之見解，有審查意見書附於訴願卷可稽。 

 

綜上所述，引證一、二已足以證明系爭案係運用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知識，

而為熟習該項技者所能輕易完成者，系爭案有違核准審定時專利法第二十條第二

項之規定。從而，被告所為本件異議成立，應不予專利處分，洵無違誤。 

 

管見以為，本案判決法院依據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審查結果及來判斷發明的

進步性，是否對於發明的要件會產生超高標準的審查門檻，以往對於進步性要件

係以熟習該項技者是否能輕易完成者，作為判斷依據，可是專利法上的進步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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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應該是以該技術領域具有通常知識者為判斷，目前的鑑定單位要能確實了解專

利法的要件內涵，否則以現今鑑定單位而言，均是該專門技術領域的專家而非僅

只是具有通常知識之人，所以採鑑定結果為專利要件的判斷，可能要告知鑑定單

位專利法的內涵，才可能得到適切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