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淺析人工智慧之申請策略-從歐洲與日本之新規定談起 

一、前言

近年來，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ML)、大數據 

(Big Data) 在各領域的技術均有相當大的突破，舉

凡自動駕駛、機器人、無人商店、病徵辨識等都有

長足的進步。

參照日本專利局（特許廳）所提供之上圖資訊

（ 摘 自 《 Newly Added Case Examples for 

AI-Related Technologies》方法）所示，人工智慧

主要分為上半部的「機器學習方法」與下半部的「學

習模型應用方法」。

「機器學習方法」經常以多層神經網路來進行

深度學習，以獲得學習模型 (Trained Model)。在

此步驟中，透過大數據 (Big Data) 來進行深度學

習，則能夠提高學習模型的精準度。

「學習模型應用方法」則是將待判斷之未知資

料輸入至終端機器或是計算機，經由上述學習模型

以獲得一輸出作為其估測結果。如上圖所示，運用

了人工智慧後，機器也能夠如同人腦準確辨識出此

二者之動物影像 Q1 圖片與 Q2 圖片分別為貓咪與

老虎。

面對這種新興型態的發明，世界各國政府爭相

促進國內廠商提出這方面的專利，以利其在工業

4.0 上的科技發展。在另一方面，各國政府也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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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思考如何對這方面的專利申請進行審查，以保

護人工智慧之相關專利。

站在申請人的立場，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如何讓

這方面的發明順利通過審查，取得專利權。從現有

的 規 定 來 看 ， 各 國 對 於 電 腦 相 關 發 明

(Computer-Implemented Inventions, CII) 均有提

出相關的審查基準。例如：歐洲專利局 (EPO) 更

於 2018 年 11 月 1 日發佈修改之審查指南，並新增

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的章節。日本專利局 (JPO) 

則是於 2018 年 3 月提出審查指南及審查手冊之修

改版本，以因應於時下湧現的物聯網、人工智慧等

新興科技，並於 2018 年 4 月開始實施；更進一步

於 2019 年 1 月 30 日提出《Newly Added Case 

Examples for AI-Related Technologies》的十個範

例來說明人工智慧的審查。

各國關於電腦軟體相關發明的審查及規定，有

興趣的讀者可逕行查閱本所先前之數篇報導內

容，例如：前於 21 期發表之「各國對於電腦軟體

相關發明是否為專利適格標的之判斷」、22 期之「淺

析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專利請求項之標的名稱撰寫」

等。人工智慧 (AI) 屬於電腦相關發明 (Computer 

Implemented Inventions, CII) 的一部分，基於特別

規則優於普通規則的原則，申請人工智慧發明時，

除了查閱電腦相關發明的審查基準以外，更需額外

留意歐洲專利局與日本專利局所提出之新規定。

二、新規定所涉及的範疇

歐洲專利局 (EPO) 此次發佈的審查指南第 G

部分第 2 章第 3.3.1 節，主要著重於人工智慧發明

之「專利適格性」，並舉出一些例子來作說明。近

年來，「專利適格性」在電腦相關發明一直相當熱

門的議題。同樣屬於電腦相關發明的人工智慧，「專

利適格性」也是個值得注意的議題。

日本專利局 (JPO) 此次發布的人工智慧審查

範例，則是著重於「說明書要求（可據以實施、請

求項須獲得說明書支持）」與「進步性」的部分。

的確，除了「專利適格性」以外，人工智慧發明之

說明書應撰寫到何種程度才符合「可據以實施」、

「請求項須獲得說明書支持」之規定，以及人工智

慧發明應如何正確判斷「進步性」也是令人容易混

淆的內容。

歐洲 日本

專利適格性 ◎

說明書

要求

可據以實施 ◎

請求項須獲得

說明書支持
◎

進步性 ◎

以下將針對各個部分作個別說明。

三、人工智慧發明之專利適格性

依據歐洲專利公約 (EPC) 第 52 條規定，數

學方法本身因不具技術性而不具有專利適格性。

歐洲專利審查指南第 G 部分第 2 章第 3.3.1 節

指出所請發明若含有支持向量機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推理引擎 (reasoning engine)、

神經網路 (neural network) 等用語，將會被特別的

仔細檢視，其原因在於這些用語通常指的是不具技

術性的抽象模型，而數學模型本身並不具有專利適

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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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章節更舉出一些例子來做說明，本文將這些

例子歸類至人工智慧的「機器學習方法」與「學習

模型應用方法」，並分別說明如下：

1. 「學習模型應用方法」：

(1). 不具技術性： 

A. 根據文字內容對文件進行分類，本身不具

技術目的 (technical purpose)，而僅是語言學的目

的 (T 1358/09)。 

B. 對抽象數據或電信網路數據紀錄進行分

類，但未說明所產生分類的技術用途，亦被認定本

身不具技術目的 (technical purpose)，即使該分類

演算法的數據價值高（例如：數值之穩健性）(T 

1784/06)。 

(2). 具技術性： 

A. 心臟監測儀器運用神經網路辨別異常心

跳 ， 此 種 技 術 具 有 技 術 貢 獻  (technical 

contribution)。 

申言之，此類案件將神經網路應用於特定技術

領域（運用於心臟監測儀器上），並具有特定技術

目的（辨別異常心跳），而具備技術貢獻。

B. 基於低階特徵（例如：影像邊緣、像素數

值）的數位影像、影片、音頻或語言訊號分類，屬

於分類演算法的技術應用 (technical application)。 

申言之，此類案件將分類演算法應用於特定技

術領域（運用於數位影像、影片、音頻或語言訊號

分類），而屬於技術應用。

2. 「機器學習方法」：

當 分 類 方 法 用 於 技 術 目 的  (technical 

purpose)，其產生訓練集 (generating training set) 

之步驟和訓練分類器  (training classifier) 之步

驟，則對於技術性具有貢獻。

也就是說，申請人在提出人工智慧專利申請

時，可以先仔細思考本發明的技術性貢獻是屬於

「機器學習方法」還是「學習模型應用方法」？是

否屬於特定技術領域的應用，或者所具有的技術目

的為何。

四、人工智慧發明之說明書要求（可據以實施

要求、請求項須獲得說明書支持要求）

日本專利局於《Newly Added Case Examples 

for AI-Related Technologies》指出人工智慧發明之

可據以實施要求係指：發明說明必須清楚且充分地

讓本領域技術人員能夠實現此發明。

以產品發明為例，說明書的說明必須在某種程

度上讓本領域技術人員能夠生產並使用此產品。

以方法發明為例，說明書的說明必須在某種程

度上讓本領域技術人員能夠使用此方法。

以製造產品之方法的發明為例，說明書的說明

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讓本領域技術人員能夠透過此

方法製造此產品。

日本專利局於《Newly Added Case Examples 

for AI-Related Technologies》指出請求項須獲得說

明書支持要求係指：發明說明必須讓本領域技術人

員透過請求項所界定之發明能夠解決所欲解決問

題。

日本專利局提出事例 46～51 說明官方指出可

據以實施、請求項須獲得說明書支持要求之判斷方

式，本文擷取事例 46、48、49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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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例 46：

在此例中，提出一種糖分估計系統，其將農夫

之臉部影像輸入一訓練模型後，得出此農夫之農產

品的糖分。

然而，說明書僅僅說明臉部影像與糖分內容有

一定的關係。說明書雖有說明臉部影像之特徵例如

是頭部長度、臉部寬度、鼻子寬度、嘴唇寬度等，

但不足以說明臉部影像與糖分內容的關係

(correlation)。即使考慮了通常技術知識也無法得

知兩者之關係。此外，說明書也沒有說明此訓練模

型的實際結果。因此，難以推得此事例符合可據以

實施要求。

2. 事例 48：

在此例中，提出一種自駕車輛，其將駕駛影像

輸入一訓練模型後，得出此駕駛之快速反應能力。 

說明書提出一些「駕駛行為」與快速反應能力

分數的例子。在機器學過程中，快速反應能力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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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是由人工評估。根據說明書的這些說明，加上通

常技術知識能夠了解「駕駛影像」與快速反應能力

的關係。因此，得以推得此事例符合可據以實施要

求。

3. 事例 49：

在此例中，提出一種體重估測系統，請求項 1

將「臉型特徵值」與身高輸入一訓練模型後，得出

此體重。請求項 2 進一步限定臉型特徵值為「輪廓

角度」。

說明書說明了輪廓角度與 BMI（體重/身高 2）

的關係。然而，除了輪廓角度以外，說明書並未揭

露其他臉型特徵值與 BMI 的關係。即使考慮了通常

技術知識，也只能得知「輪廓角度」、身高與體重

之關係。因此，請求項 1 不符合可據以實施要求，

也不符合請求項須獲得說明書支持要求；請求項 2

則符合可據以實施要求，也符合請求項須獲得說明

書支持要求。

綜上，人工智慧可將「輸入資料」輸入至已建

立的訓練模型，來獲得各種「估測結果」。似乎人

工智慧能夠應用於各式各樣的情境。然而，在可據

以實施要求上，必須於說明書清楚說明「輸入資料」

與「估測結果」之關係，以確知將「輸入資料」輸

入至學習模型所獲得的「估測結果」是具有意義的。 

此外，在界定請求項之範圍時，也需特別注意

「輸入資料」之範圍必須獲得說明書的支持，而不

能過度擴大範圍，導致無法獲得說明書的支持。

五、人工智慧發明之進步性

日本專利局於《Newly Added Case Examples 

for AI-Related Technologies》指出人工智慧發明之

進步性的審查，包含日本專利審查基準於第三部分

第 2 章第 2 節所提出之「支持進步性不存在之考慮

因素」與「支持進步性存在之考慮因素」。

以下為日本專利局提出事例 33～36 說明進步

性之判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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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例 33

在此例中，提出一種癌症程度計算設備，其將

標記 A、B 的量測資料輸入一「神經網路」後，得

出此癌症程度。

然而，所請發明與先前技術之差異僅僅在於使

用了「神經網路」。本領域技術人員容易想的到採

用相同的量測資料由「人腦」估測改用「機器」估

測，也能夠估測出癌症程度。因此，此事例並不符

合進步性要求。

2. 事例 34

在此例中，提出一種大壩水力發電量估算系

統，請求項 1 將河流上游的降水量、河流上游的水

流量、水流入量輸入一「神經網路」後，得出水力

發電量，請求項 2 進一步定義將「溫度」輸入神經

網路模型。

請求項 1與先前技術之差異僅僅在請求項 1採

用「神經網路」，而先前技術採用「多元迴歸」。本

領域技術人員容易想得到採用相同的輸入資料由

「多元迴歸」改用「神經網路」估測，也能夠估測

出水力發電量。因此，請求項 1 並不符合進步性要

求。

請求項 2 進一步定義將「溫度」輸入神經網路

模型。本領域技術人員無法預期將「溫度」輸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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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網路模型能夠估測出水力發電量。因此，請求項 2 符合進步性要求。 

3. 事例 35

在此例中，提出一種螺釘夾緊質量評估設備，

其將「轉速、角加速度、位置、傾斜度」輸入一神

經網路後，得出螺釘夾緊質量。

然而，先前技術 1 揭露將「轉速、角加速度」

輸入一神經網路後，得出螺釘夾緊質量。先前技術

2 揭露將「位置、傾斜度」輸入一神經網路後，得

出螺釘夾緊質量。因此，此事例僅僅是先前技術 1

與先前技術 2 之簡單組合，在螺釘夾緊質量評估上

並沒有顯著的進步。因此，此事例並不符合進步性

要求。

4. 事例 36

在此例中，提出一種癡呆階段估計裝置，其將

「發問者之問題主題、回話者之字串」輸入一神經

網路後，得出癡呆階段。

先前技術係將「發問者與回話者所有字串」輸

入一神經網路後，得出癡呆階段。

本領域技術人員在先前技術的基礎上，無法預

期改以「發問者之問題主題、回話者之字串」輸入

神經網路，會得到更準確效果。因此，此事例符合

進步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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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理解人工智慧的審查

並未改變原本「進步性」的標準。所請發明所提出

訓練模型與先前技術之訓練模型相比，若僅僅是訓

練模型的變換，則不具進步性。若所採用之輸入資

料有所不同，則具有進步性。

六、討論與結語

人工智慧帶來工業 4.0 的突破性發展，但在專

利申請上必須特別留意一些盲點。歐洲專利局與日

本專利局針對「專利適格性」、「可據以實施」、「請

求項須獲得說明書支持」、「進步性」所提出之公告

資料相當值得參考。在每一項目均有需要特別留意

之處。

1. 人工智慧在「專利適格性」審查上須特別

留意之處：

人工智慧在「專利適格性」審查上，須特別留

意所請發明是否帶來技術性的貢獻，而非僅僅是商

業上的貢獻（如運算速度比人腦快、人力成本降低

等）。簡單來說，「專利適格性」所要探討的是：拿

掉人工智慧/學習模型之後，「依據輸入資料，估測

出結果」這樣的估測方式是否具有技術上的貢獻。 

2. 人工智慧在「說明書要求（可據以實施要

求、請求項須獲得說明書支持要求）」的審查上須

特別留意之處：

人工智慧在「說明書要求（可據以實施要求、

請求項須獲得說明書支持要求）」的審查上，並非

著重於如何採集輸入資料？如何將輸入資料輸入

訓練模型？如何透過訓練模型輸出估測結果？這

些都不是人工智慧在「可據以實施」與「請求項獲

得說明書支持」所要探討的事項。在人工智慧的審

查中，「可據以實施」與「請求項獲得說明書支持」

所要探討的是：透過這個訓練模型是否真的能夠獲

得有實質關係的估測結果？是否能夠真正實現「估

測」這個目的。

3. 人工智慧在「進步性」的審查上須特別留

意之處：

人工智慧在「進步性」的審查上，所要探討的

是：利用這個訓練模型所進行的「估測」方式是否

與先前技術相同？例如傳統上並不知道利用人工

智慧能夠以「溫度」估測出水力發電量即具有進步

性（事例 34 請求項 2）。 

4.人工智慧在「可據以實施要求」的審查與「進

步性」的審查並是否具有衝突？

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問題，以下舉數例說明。 

(1) 以上述事例 48 為例，所請發明係為將「駕

駛影像」輸入一訓練模型後，得出此駕駛之快速反

應能力。

在「可據以實施要求」上，係以說明書之例子

說明「駕駛行為」與快速反應能力的關係，可以由

這些例子推出「駕駛影像」與快速反應能力具有實

質上關係。

但在「進步性」上，並不表示「『駕駛行為』

與快速反應能力的關係」容易想到「『駕駛影像』

輸入一訓練模型後，得出此駕駛之快速反應能

力」。因此，事例 48 應可同時符合「可據以實施要

求」與「進步性」。

(2) 再舉一例說明，在事例 36 中，所請發明

係將「發問者之問題主題、回話者之字串」輸入一

神經網路後，得出癡呆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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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據以實施要求」上，可指出通常技術知

識已知「將發問者與回話者所有字串」輸入神經網

路後，可以得出癡呆階段。

但在「進步性」上，本領域技術人員在先前技

術的基礎上，無法預期改以「發問者之問題主題、

回話者之字串」輸入神經網路，會得到更準確效

果。因此，事例 36 應可同時符合「可據以實施要

求」與「進步性」。

(3) 更舉一例說明，在事例 33 中，所請發明

將標記 A、B 的量測資料輸入一訓練模型後，得出

此癌症程度。

在「可據以實施要求」上，可指出標記 A、B

以人腦可得知癌症程度。

在「進步性」上，本領域技術人員在「標記 A、

B 以人腦可得知癌症程度」的基礎上能夠想的到採

用相同的量測資料由「人腦」估測改用「機器」估

測，也能夠估測出癌症程度。因此，事例 33 符合

「可據以實施要求」，但不符合「進步性」要求。

透過上述討論，相信讀者更清楚瞭解人工智慧

發明在審查上所應著重的部分，以及各部分審查上

的區分。在撰寫說明書時，應特別留意這些部分，

提供所需要的說明或證據，以期順利通過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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