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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臨床醫學之智慧財產權運作機制 

The Study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peration Mechanism of 
Biotechnology in Clinical Medicine 

 

摘要 

在我國政府大力推動生物科技產業的同時，臨床試驗的環境是個關鍵性的成

功要素，但是相關的智慧財產權卻鮮少獲得討論。本研究提出，兩個分析觀點，

一個是以專利權為核心的觀點，另一個是以非專利權為核心的觀點探討，認為新

藥研發、臨床試驗與新藥上市這三個階段之中，智慧財產權的創造與使用都會有

不同的模式，而這些模式的最終目的可歸因減少交易成本與順利推動實驗。最

後，在智慧財產權的創造、保護、利用三個階段中，參與臨床試驗的各類組織都

有專屬的任務，而目前法律尚未明確規範的權利關係，必須藉助更明確的契約內

容，方能讓臨床試驗過程之中，關於智慧財產權的歸屬與應用問題獲得最妥善的

配置。 
 
關鍵字：智慧財產權、生物科技、臨床試驗、新藥、交易成本 
 
 

Abstract 
Although clinical medicine attributes to the success of the industrial policy 

of Taiwanese Government, few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are conducted concerning the 
IPR of clinical medicine.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is issue from perspectives of 
both patent license and non-patent license. In terms of non-patent license, we consider 
that in the stages of clinical medicine, including new drug RD, clinical testing, and 
new drug application, lots of organizations involved rely on the models of IPR’s 
creation and application. The purposes of these models are to reduce the transaction 
cost and to terminate clinical testing. All kinds of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ed have 
exclusive tasks for clinical IPR. Nevertheless, the legal relation between curr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s blurred and the contracts of clinical medicine shall be the solution 
to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law.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Biotechnology, Clinical Testing, New 
Drug, Transaction Cost. 
 
 
 



壹、前言 

我國近期的產業政策是以行政院的「兩兆雙星」為核心，在指導原則之下，

政府與民間都致力於生物科技的投資1。檢視兩兆雙星的政策內容，雙星產業是

指數位內容產業與生物與醫藥科技產業(統稱為生物科技產業)，數位內容產業的

部分又可以透過專利權、商標權與著作權為主要保護依據，可以擁有很好的保護

體制，經營上對於內容來源與商業模式尤為依賴。但是生物科技產業卻有很大的

智慧財產權方面的爭議問題，尤其在臨床醫學的研究與技術移轉方面，其智慧財

產權的問題依然存在(劉江彬等，2000)。 
關於臨床研究的智慧財產權，討論可以分為兩個主要的層面，首先是關於智

慧財產的屬性問題，包含如何歸類為專利、商標、著作權與營業秘密…等，這將

會涉及到如何保護與管理智慧財產(謝銘洋，2002；蔡明誠，2001)。其次是智慧

財產的傳遞如何達到最佳效益，這是涉及到臨床研究的前端基礎研究與後端商品

化應用，所包含的智慧財產管理問題更是多元化(劉欣怡，2004；陳威霖、李嘉

孟，2002)。因此，關於臨床研究與試驗的智慧財產權，需要全面性地重新探討

與剖析，並且尋求這些現有與潛在問題的解決方案，是本篇論著的主要目的。 
這樣的研究議題是具有重要時代意義的。我國在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後，對於國內商品的保護能力將會逐漸減低，也因此

需要具有著重國際間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而生物科技在此時是具有相當的潛

力，也是產業界與政府部門所器重的新興產業聚落(倪貴榮等，2005)。而學術界

對此也是相當雀躍，因為生物科技的產業鏈中，學界具有不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也讓生物科技相關科系的錄取成績在近年來大幅提升2。 
在國內各界期盼、國際間各創投(Venture Capital, VC)的關注之下，如果要能

落實生物科技的快速發展，相關的智慧財產議題必須優先獲得通盤的規劃，清楚

界定專利權的申請規範、商標與著作權的經營模式、營業秘密的維持、生物物種

的商品化模式…等，這些智慧財產權的歸屬問題將是值得探討的，也是本篇論著

的主要旨趣。 
 

貳、文獻探討 

一、智慧財產權 
智慧財產的範圍很廣，只要是藉由人類智慧的成果都應該能納入智慧財產的

範圍，大致上可以區分為幾個重要的族群，本研究引用智慧財產的重要公約為區

                                                 
1 行政院於二ＯＯ二年提出的經濟建設計畫，其中包含將成立一千億元創投基金 並由開發基金

提撥五百億元，供廠商低利貸款、設立重點產業學院及發展生技及奈米科技等，塑造台灣成創新

研發基地，這些政策都與創新、研發、智慧財產權有高度的相關。 
2 中國時報 1999.04.26 報載，「大學聯招新趨勢，生命科學魅力風靡校園，基礎及應用兼具多校

相繼設立類似科系」文中表示，近年的產業發展趨勢讓大學增設科系、研究所朝向生物科技類，

考生也基於未來就業市場的考量，將生物科技與醫學、電子視為熱門的選填科系。 



分依據，並加以說明。依照「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建立公約」(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在 1967 年於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的定義，智慧財產包括：(1)文學、藝術與科學上的著作；(2)藝術的

表演、錄音與廣播；(3)任何人類之發明；(4)科學上的發現；(5)工業設計；(6)商
標、服務標章、商業名稱及營業登記；(7)不公平競爭的防止；(8)其他在產業、

科學、文學與藝術領域中，由心智活動所產生的權利3。 
依據這智慧財產的區分方式，可以區分出一些種類的重點。再者，在世界貿

易組織(WTO)之下，各會員國的貿易行為也必須尊重智慧財產，因此訂定「貿易

相關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cluding Trade in Counterfeit Goods, TRIPs)，以提供會員國共同遵守。其

中對於智慧財產有更新的規範：(1)著作及其相關的權利；(2)商標；(3)產地標示；

(4)工業設計；(5)專利；(6)積體電路電路佈局；(7)未公開資訊的保護；(8)授權契

約之反競爭行為的控制4。 
在 WIPO 與 TRIPs 的定義之中，都不難發現智慧財產權的種類與內容範圍

都有涵蓋多類以上，而且這些權利相互獨立、各有其功能。而智慧財產的法理建

立，也確實能促進研發人員投入創新的活動，有著法理預期效益與經濟上的實際

成效，尤其是在專利權對創新的部分(夏文龍，1998)。此外，雖然智慧財產權會

造 成 一 定 程 度 的 壟 斷 可 能 ， 會 造 成 經 濟 學 者 認 為 的 無 謂 損 失 (Deadweight 
Loss)(Mankiw, 2002)，但是早在 1952 年，熊彼得(Schumpeter)就提出創新經濟學

的觀點，認為由於資本足夠的廠商所形成的壟斷行為，其資本與產業結構有助於

技術進步與經濟繁榮，所得到的專利後可以據續從事更多的研發。 
但也有學者提出，小型資本的企業也能參與智慧財產權的經營，陳正澄(1999)

引用 W. Fellner 等學者對於競爭市場有利於創新的論著，說明熊彼得的獨占資本

有利創新是需要修正的，而資本大小、創新與智慧財產權的關聯，要顧及到創新

活動的邊際成本。 
 
二、臨床試驗 

對於藥品的研發而言，為了確保療效與安全性，嚴謹與冗長的臨床試驗是不

能缺少的(秦慶瑤，2004)。而對於藥品的研發階段來說，共可以區分為藥理、動

物試驗與人體試驗三個主要階段，藥理階段是在探索疾病發生機轉與治療元素，

在成千上萬的化合物中縮小搜尋的範圍，找出有治療疾病可能的化學結構與其化

合物族群；動物試驗階段是將最有可能治病的化學品投入患病與健康的動物中，

以了解這些化合物進入動物身體之後，所產生的毒性、殘留、化學改變與治療效

果，最終得到關於用藥安全的參考指標。進入臨床試驗階段前，這些實驗數據都

要送到衛生主管機關查核5，獲得新藥試驗許可(investigated new drug, IND)之後，

                                                 
3 資料請參閱：Convention Establishing WIPO(1967.07.14)，Article 2(viii)。 
4 資料請參閱：TRIPs(1993.12.15)，Article 1(ii)。 
5 各國對於新藥臨床試驗的審查主管機關各異，在我國目前是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負責，也就是

行政院衛生署，而美國是由聯邦政府單獨設立的食品藥品管制局(FDA)負責。 



才可以進入人體臨床試驗。 
人體臨床試驗是嚴謹的，因為這種試驗具有高度的潛在風險，雖然藥廠會事

先透過保險機制來控制風險，但臨床試驗中的任何差錯，不僅讓病人可能受到多

餘的傷害，連帶著讓健康的受試者也受到波及(鄭珮文，2005)。一般而言是將臨

床試驗分為三加一期，前三期是新藥核准試驗，第四期為新藥上市之後的監察期

(張偉嶠，2005)。第一期試驗是為了確認藥品進入人體後的殘留，對於忍受閾值、

代謝情況與藥物副作用加以詳細紀錄，歷時約一至兩年。第二期試驗是要了解藥

物真實的療效，與最適當的治療劑量，因此可能會找真實的患者來進行雙盲實驗
6，歷時約二至三年。第三期階段是具有一定規模的實際投藥，以檢視藥品在使

用上的實際療效、適應症狀與交互作用等，所需費的金額更為龐大，歷時約要四

年之久，如果這三期的試驗接續順利，該化合物渴望獲得主管機關的新藥上市許

可(New Drug Application, NDA)，而真正投入醫藥市場與進入臨床監測的第四

期。雖然這些新藥上市的臨床試驗是必要的，但是也有學者指出各階段都有投機

取巧的方式，影響最後的實驗數據(Robinson, 2001)。 
另一討論重點，是關於新藥的專利申請與臨床試驗。基於專利申請所應具備

的新穎性(novel)要求，新藥的研發在藥理階段確定之後就必須申請專利，但是專

利權取得到獲得新藥上市許可的時間上，恐怕會有十年的落差存在，這也增添了

生物科技在新藥開發領域的風險。隨後，專利保護階段之中，又有替代品的競爭

風險，以及過專利期之後的學名藥競爭，以及隨時都可能需要應付專利訴訟，這

都新藥研發與臨床測試期間的風險，以圖一表示。 
 
 
 
 
 
 
 
 
 
 
 
 
 

新藥開發階段 動物臨床試驗 

學名藥的競爭

時間軸 

圖一 新藥研發、臨床試驗到上市後的風險 

潛在的專利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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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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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以專利權為歸屬的體系 
                                                 
6 雙盲試驗，是指將受測者分為兩組，但不告訴這些受測者拿到的藥物是新藥或是安慰劑(有時

是舊藥)，而參與研究的醫生也不知道他所用的藥品是否為新藥，而數據的觀察為客觀的第三者

來詳實紀錄，以減少新藥對醫生與病人產生的心理因素，達到客觀實驗數據的收集。 



以專利權作為探討的主軸是較為單存的。因為在智慧財產權的法域之中，專

利權是透過嚴格的行政賦權機制，而被賦予的權利也儘可能有被限制範圍

(claims)，而不是無限上綱的獨占權利(孫遠釗，2003)。而在新藥研發的過程中，

為確保智慧財產能夠獲得保護，絕大多數的企業都會以申請專利權作為手段(黃
文鴻等，2004)，但有時又會在申請專利的申請人方面大作文章，其最終目的還

是以保護專利權為原則7。 
由圖一的新藥研發風險示意圖來看，選取專利權的部分作為探討核心，本文

認為涉及到臨床試驗的研發程序中，所涉及到組織問題、知識流動與責任規範，

而整體觀念架構可以圖二表示： 

 新藥發展階段

大學研究機構

獨立實驗室 

研究機構 
製藥公司 

專利擁有機制 新藥上市許可(NDA)

專利技術的使用 
臨床試驗階段 新藥上市階段 

CRO

醫療院所

國家研究

教學單位

研究機構

受測者/病患

專利擁有者 

資料來源：本研究 
圖二 臨床試驗過程的專利歸屬與使用 

商品化 
商業模式 

一、擁有與使用專利 
對於生物科技的研發而言，雖然是以製藥公司與大學研究機構為主要核心，

但是許多國家尚有國家級的研究機構，例如我國工研院、國家衛生研究院，美國

的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等，都是對生物科技擁有高度的研發能力的機構。除

這些組織之外，尚有許多小型的、獨立的研究實驗室，或是個人發明人都是可以

從事生物科技的研究。然而，最終在研發到一定的階段時刻，為確保技術或物質

的新穎性，還是必須進入專利的申請階段，而專利申請之後，擁有專利權就是這

個階段跨越到下一階段的重要機制。 
而進入臨床試驗的階段中，無論是動物試驗還是人體試驗，所使用到專利的

組織將會是更為多元，舉凡是委託研究機構(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研究機構、醫療機構、受測者與病患，都會使用到這些擁有專利但還沒

有核准上市的產品。但有趣的是，這些使用到專利產品的組織與自然人中，有多

少比例是與專利權利人直接簽訂契約，專利權最好的解釋可以用美國專利法第一

百五十四條的規定，排除他人於美國境內製造、使用、出售、要約出售(offer for sale) 

和進口。 

                                                 
7 絕大部分的企業申請專利時，會以自己企業為專利擁有人，這與企業會計、政府獎勵措施有關。

但是在專利族群之中，將一些具有獨佔的關鍵專利，用第三人、企業為專利申請人，可以防止競

爭對手在進行專利分析中，直接將該專利族譜完全掌握，這在電子產業的專利運作中時常應用，

而筆者相信生醫產業的專利申請，也會運用這樣的操作技巧。 



這些在臨床試驗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組織與自然人，對於新藥專利的本質而

言，具有特別的授權意涵。筆者認為這些授權模式中，除原有簽訂明確合約的契

約授權(contract license)之外，尚有一定程度的默示授權(implied license)的情況，這

也說明了受測者所簽訂的自願接受試驗的同意書中，雙方條文均著重於權利義務

與安全性告知的內容，而都未談論到臨床試驗的過程中，善意第三人使用到專利

品的責任歸屬問題，也因為默示授權的關係，在訴訟實務中也從未發生受測者因

侵犯專利而被起訴。 

除此之外，部分國家的專利體系中，為確保科學的研究不被專利的獨佔權利

所壟斷，尚有「試驗例外」的條文內容設置，讓部分雖然受到專利保護的科學內

容，依然可以在國家級、非營利性質的研究機構得以繼續研究(孫小萍，2005)。 
 
二、技術知識與交易成本 

另一個觀察的角度，是關於在進入臨床階段的技術知識(know how)如何流

動。筆者認為，關於臨床試驗的每一個環節之中，都涉及到每個組織的核心價值

與技術知識的關聯，而這也會是為何臨床試驗需要高度的垂直整合，其中跨組織

間的技術移轉上，具有很多不確定性與使用風險，這都是讓組織間的交易成本居

高不下之理由，當然這種無法消失的交易成本，為影響到組織的技術交易與移轉

型態(方世杰，1996)。 
生物科技在臨床試驗的階段上，是基於交易成本的理由需要跨組織合作，但

也因為跨組織的合作，增加其他交易成本的產生。交易成本可以有三個觀察面

向，分別是：搜尋成本、協商成本與執行成本(Coase, 1937)，而基於臨床試驗需

要從動物到病患的受試資訊，加上各類型的資料統計，由藥廠自己負責的成本會

逐漸增高，這是基於執行成本的考量。但是另一方面又會因為資訊保密、契約規

範的因素，讓另一部分的協商成本大幅提高，往往會讓圖二的中段內的組織，會

成為三方、多方複合契約的簽定型態。而當這類型的交易頻率增加之後，CRO
的商業價值就會明顯增加。 

本文認為，在交易成本與技術知識的觀察之下，生物科技的臨床試驗還有一

個重要的關鍵因素，是關於人力知識(know-who)的脈動。本文圖二所提供的專利

技術的使用組織中，還太過於粗糙，並沒有對組織內的成員作進一步的說明，而

生物科技在人力知識上，要求絕對比其他產業都還獨特。因此，在交易成本陷入

兩難的情況之下，唯有找到最適當的人，無論是在哪一個環節之中，才能讓技術

知識在組織內發揮效用。 
 
三、契約規範責任的兩個主軸 

承接上文，在生物科技的產業之中，不僅是新藥的研發，許多健康食品、傳

統中草藥，都會涉及到不同程度的臨床試驗，低層次的僅需要進行動物試驗的毒

理與代謝試驗，有些則需要新舊藥品的比較。國內新藥研發的比例較低，大部分

都停留在學名藥的製造上，而相關的臨床試驗需求與完整的新藥研發又是不相同



的。但是，本文所提出整體臨床試驗的智慧財產的歸屬議題，是完全包含這些不

同層面的探討範疇。 
以專利權作為探討的主體上，專利權的歸屬是重要的，但大多數的最後端的

市場經營者與專利權所有權人是不同的，這也是圖二後段所描述的商品化階段，

又將是另一波的授權與技術交易階段。但無論在哪一個階段之中，這些專利權交

付讓第二者、第三者使用得過程之中，會牽涉到高度契約規範的實務問題，而且

這些規範中除了規範技術相關的契約責任外，還包含試驗過程中的風險承擔責

任，綜觀國內的相關合約範本中，都偏重對測試風險、責任歸屬的條約內容，而

智慧財產權，尤其是指專利權的使用上，都沒有明確的列入條文之中。 
延續對交易成本的論述，法律經濟分析學者慣用寇斯定律(Coase Law)來解

釋交易契約的存在，確實在生物科技的跨組織合作上，契約內容的規範良窳會直

接影響到接續的責任歸屬，而以往國內忽略的智慧財產歸屬條款，在未來也應該

被併入契約規範之中，減少可能肇生的法律爭議。 
 

肆、專利權以外的歸屬體系 

前段認為臨床試驗是專利權流動的表現，但也必然會涉及到非專利權以外智

慧財產議題，而這些智慧財產權的探討議題中，又以商標權、著作權與營業秘密

的議題最為貼近。智財體系中的光罩、積體電路保護…等議題會與生物科技議題

較無直接關聯，而臨床試驗的探討中也無直接關係。 
一、試驗中的商標權使用 

在智慧財產權的法域之中，商標權佔有很重要的企業經營重要性，尤其是競

爭激烈的產業內，商標是具有表彰商品、減少消費者混淆的實用意義。但是，在

臨床試驗階段，本文圖二中，各種可能使用到新藥的組織與個人，雖然會簽訂契

約來規範彼此的應有行為，但是除了前文提及的專利權的使用不明確之外，商標

權的歸屬與使用也有探討空間，並且是具有多面向的爭議存在。 
首先，是對於部分接受合作的組織而言，希望能透過與大藥廠的合作來增加

知名度，以此會使用到上游合作的藥廠商標，但因為這種使用未涉及商品的直接

銷售獲利，在沒有侵害商譽的情況之下，企業是不會提起法律訴訟的，因此本研

究認為雖然簽約條文為提到商標權的使用，但是在雙方議定合作計畫之下，對於

商標權的使用上，也達成一定程度的默示授權，唯這種授權協議是建立在不能用

於違法事項與濫權使用8。 
另一方面，是關於對商標權的禁止使用，這是關於臨床試驗在進入人體試驗

第二期之後，主要比較患病者使用新藥後的治療效果，為避免試驗中可能的「霍

                                                 
8 據報載，2005 年 4 月間被讀者檢舉台北縣某礦泉水公司，提供宣稱有神奇效果的「奈米黃金

水」，並且使用與工研院技術合作的口號，在傳單上印有工研院奈米研究中心的字樣，明顯冒名

工研院來行促銷之實，雖最後業已進入司法訴訟程序，但國內類似情況屢見不鮮。足見授權試驗

與商標權應用上，如不明確規範權益範圍，事後爭議必然不斷。新聞資料：2005 年 4 月 25 日中

國時報第 10 版，記者李宗祐 專題報導。 



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以及潛在的實驗分配道德考量9，在送到臨床試驗的

過程之中，試驗品與對照品兩者要完全除去商品標示，僅以試驗代號作為標示藥

品名稱之用。這是在實驗階段的過程之中，對於商標權使用的嚴格禁止要求，但

在當今仍有不少絕重症的社會之中，仍有不少患者期望成為分派到使用新藥的實

驗組，這也考驗著國內臨床試驗的環境規劃與道德考量。 
 
二、試驗數據的歸屬與權利 

在臨床試驗的另一智慧財產重要產生來源，是關於各種實驗產生的數據資

料，而且這些臨床數據對於學術的貢獻是相當重要的，也是相關領域的學術論文

的投稿資料。不過這一些試驗數據所涉及的著作權歸屬問題，一直以來是個學術

界的灰色地帶，而國內也因為生物科技研發多為國立研發機構進行，對於民間企

業的資料庫再利用問題，發生機率自然會比較少。 
在進入知識經濟的今日，全球先進的科技國家大多投入一定比例的生物科技

研究，也產生與擁有為數不少的各類生技資料庫。所幸，在進入生技時代前，全

球已經先經歷過資訊時代(R.W. Oliver, 2000)，因此對於龐大的資料庫所衍生的著

作權問題，已經有全球化的共同討論與共識(古清華等，1999)。但是關於臨床試

驗的數據資料又將更為複雜，因為這些資料的產生至少包含藥品專利者、實驗者

與受試者三者共同完成，這問題會比醫療病歷的所有權歸屬更複雜10。 
在生物科技產業找尋實驗單位來合作臨床實驗的過程，產業界希望得到對自

己有利的實驗數據，用以申請下一階段的許可或是上市許可，而對於試驗過程與

數據的關心程度較低。反之，研究單位的核心價值是在實驗的順利進行，並且統

整各類數據的產生，這是資料庫的產生與累積。部分學者會用職務著作的觀念，

用來釐清這類資料庫的著作權歸屬，但研究者認為還是回到合作契約的內容，兩

者雙方各取所需，而第三者受試者對著作權的主張幾乎全無，雖然資料的取得是

來自於受試者。 
現階段，有更前瞻的問題將會困擾著科學研究，就是關於基因解碼後的著作

權歸屬，以人類基因來說，在三十億個核苷酸的組合中，具有 99.8%是相同的組

合，在人類基因體即將完全解密的今日，誰有權利主張擁有基因的著作權。數年

前數個亞洲國家共同將水稻基因解密，期望幫助改善水稻品種與栽種收穫，出資

的國家共同發表宣言，宣稱水稻基因圖譜的著作權屬於全體人類，研究者認為這

並非治本之道。最根本的方式，是徹底剖析基因著作權的權利性質，透過公約、

協議，讓這種科學發展下的人類共同資產回到全體人類共享，這才是最完整的處

理方式。 

                                                 
9 如果新藥與舊藥有明顯的治療效果差異，在分派實驗的過程之中，彷彿將病人分派送入天堂與

地獄，因此有時為了減少醫師的負擔，必要時連臨床醫師都不知道新舊藥的分配情況。此時，商

品權的表彰商品差異是要基於實驗需要完全禁止的。 
10 研究者參考林志六醫師對病歷所有權的分析，但覺得臨床試驗所產生的報告書，是由數百份

病歷資料累積，並且涉及出資、數據歸屬…等問題，其歸屬的議題已超越現行法律的規定內容，

因此並非不能明確歸屬，而是歸屬的處理上困難度與複雜度均高。 



 
三、試驗過程的新知識產生 

另外，生物科技在臨床試驗階段的跨組織間運作，是基於各組織的基礎核心

價值，例如化合物研發、動物試驗、人體試驗都是以不同的組織做串連。但在實

驗過程之中，也會產生專屬的技術知識(know-how)，而部分的技術知識可以化為

數據資料，並且移轉到其他組織繼續使用，但是相對的還會有一些屬於內隱(tacit)
的技術知識存在，而且這會增強這些受委託組織的知識含量，也塑造一股強而有

力的營業秘密門檻。這一類的智慧財產權，可以分為兩個主軸。一種是讓實驗進

行更順利的組織能耐，而且是難以被模仿的，另一種是在實驗進行的過程中，被

發現比專利模式更好的配方或程序，具有明顯產業價值的新知識。 
前者，無論是技術知識，又或是人力知識(know-who)，都是最基本會讓臨床

試驗委外經營的理由，並且在某些國家為了防止廠商自己控制實驗數據的產生，

會要求進行臨床試驗的委外公司要多家進行，甚至要求由國家級實驗室介入管

控。例如美國是透過 FDA 負責實驗數據的管控，避免有實驗作假的情況產生，

但經驗豐富的臨床試驗機構，針對不同階段的實驗都有一定程度的取巧方式，這

也是不能否認的既有業界現象(Robinson, 2001)，而我國法規則承衛生主管機關介

入監督管理11。 
第二種情形所產生的營業秘密卻是相當有經濟利益的，這臨床試驗中被發現

的新知識，輕則為藥品適應症、成分配方或投藥方式…等，但如果實驗之中發現

新的衍生化學物，是具有更大的商業應用性質，那該發現如何歸屬，又或者會不

會涉及契約規範的實驗範圍之外。這也是越具有商業價值的藥品開發，在原研發

單位控制的時間就會越長，當前藥廠僅能用研發時間與整併動物臨床試驗的手

段，讓任何新知識的產生都在母企業的監控之下。 
 

伍、整體智慧財產權的探討 (代結論) 

研究者延續劉江彬教授的智慧財產權四階段，為創造、保護、運用與管理。

認為談論智慧財產權管理即為創造(creation)、保護(protection)、利用(utility)，可

簡稱為智慧財產 CPU 核心。以下就智慧財產的 CPU 核心作為探討。 
一、智慧財產的創造 

在臨床研究的價值鏈上，基礎還是圍繞在被試驗的專利品或藥物上，而以此

作為整個智慧財產價值活動的骨幹，往後延伸各種的授權與試驗。當然，後續的

各階段試驗中，在不同的組織之中都會再創作各類型的智慧財產，其中除了上述

的專利權外，就以著作權與技術知識的衍生最為常見。可以比喻，智慧財產權是

可以不自覺地被創造，而且這些被創造的智慧財產權之中，如果契約內容未作妥

善的規範，又當這些權利擁有巨額商機時，爭議問題就會不斷發生。 
 

                                                 
11 參見我國藥事法第四十二條，以及藥品優良臨床試驗準則。 



二、智慧財產的保護 
整體臨床試驗中，除了原先最初的受試品應該最先被申請專利保護之外，其

他種類的智財權就必須分別討論。首先是商標權，在委託試驗的過程之中雙方可

否利用對方的商標進行宣傳，又受測藥品的商標應嚴格被禁止使用。其次是著作

權與資料庫的歸屬，這一類權利的所有必須要靠契約明定，傳統的做法是雙方著

作權共享，出資者需要資料申請許可令，作實驗者需要資料作學術研究，但在基

因科技時代就必須更留意，因為任何資料庫的潛在商業價值都是無限的。最後是

關於技術知識的保護，各組織竭盡所能地創造與保留技術與人力知識，而試驗過

程中創造的新知識，在與受託者權益不衝突情況下，應可以自行保留，但如果雙

方權益明顯衝突，應可透過協商的機制來均分利益，減少商業訴訟的雙方損失。 
 
三、智慧財產的利用 

就原受試藥品的專利權，與因為臨床試驗所產生的各類型智慧財產權，都是

在臨床試驗後端的商品化過程中，重要的被利用資源。試驗的數據不僅要提供政

府主管機關作頒發許可令的參考，而同時也是藥害防治的風險參考、實驗室品質

的管控、研發新藥的參考。再者，為了保護新藥上市之後，不會受到仿冒的可能，

核心的專利權是不能缺少的，加上商標權的防護仿冒，市場端應該是共同利用專

利權與商標權。而產品後續的研發與品質維護，為共同利用臨床試驗的資料庫，

以及著作權、技術知識、人力知識。 
 
因此生技臨床醫學的智慧財產運作上，會將這個智慧財產 CPU 核心的過程

中，充分地緊密配合。當然居中會有多處的權利競合問題產生，這一方面需要提

升相關契約的規範內容，另一方面是要增加商業的協商機制，例如 CRO 居中協

調的使命，讓圖二的各組織間能夠充滿創造智慧財產權的動力，而共同在新藥商

品化的階段中，享受應得的合理利益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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