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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前言 

在進入本研究的探討前，首先針對本論文研究主題的內容及範圍先進行定

義性的介紹，所謂完整的生物技術專利價值鏈（圖 1-1），實質上是屬於跨學科

領域的結合所形成的制度，除了專利要件及專利侵權的探討外，專利的管理及專

利的應用亦屬於專利價值鏈中不可或缺的一環，本文希望嘗試架構其中一段完整

生物技術專利要件之評估，除探討法律層面的專利取得要件及專利審查基準的認

定外，更進一步希望透過法院實務的見解，來具體化專利要件之內涵，作為本論

文探討的具體內容。 

 
 

 

 

 

 

 

 

 

 

 

 

 

 

 

 

 

 

 

 

 

 

 

 

 

圖 1-1   生物技術專利價值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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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生物技術的發展在 1953 年華生（James Watson）及克立克（Francis Crick）
發現 DNA的雙股螺旋結構以來，促使遺傳工程技術及蛋白質工程技術的快速進

步，促成新興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在 1970 年代中期，美國 Genetech公司首先
利用遺傳工程技術生產胰島素，經過申請專利獲准，相關產品於 1982 年獲得 FDA
核准上市，建立新興生物技術從研發跨向商品化的成功案例1。由於生物技術的

商品化具有研發期間長及投入的研發經費高及高風險等特性，但卻有容易模仿的

問題，所以為了保護取得不易的研發成果，生物技術的擁有者，朝向取得專利作

為技術或發明物保護的主要方法。 

近三十年來由於生物技術的進展快速，專利法規的修訂經常落後於技術的

發展，因此生物技術相關發明於申請專利時，屢次挑戰可專利標的的可能性，從

微生物、基因轉殖動物、基因轉殖植物及人類基因序列可否成為專利的標的，常

常引起是否授與專利的重大爭議，對於原有的專利制度產生極大的衝擊，而人類

基因序列是否可以成為專利的標的的問題，即使美國專利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USPTO）已經承認其可專利性的情況下，就美國法

律學界而言，仍屬於經常被提出且爭論不休的議題2。 

另外，針對生物技術在基因選殖（Gene Clone）領域的高度發展，以往被視

為沒有爭議的實用性要件（我國稱為產業可利用性），由於基因序列選殖技術及

生物資訊學(Bioinformatics)的快速發展，實用性要件的審查，便成為基因序列可

否取得專利的關鍵要件，所引發的爭議起於 1991 年 6月 20日，美國國家衛生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NIH）針對腦部基因的 cDNA選殖（Clone）得到
大量的 ESTs（Express Sequence Tags）DNA序列並申請專利，由於其所提出的

ESTs序列的用途並不明確，僅說明可用來作為診斷的探針、偵測染色體、基因

治療及身分鑑定等功用，惟實施例說明並未指出可以診斷何種疾病或是偵測哪一

段染色體，因此並不符合 35U.S.C.101的實用性要件，於是實用性要件便成為基

因序列可否被授與專利的重要考量依據。 

當在 2000 年 6月人類基因體定序計畫草圖（Human Genome Project，HGP）
完成時，伴隨著基因序列相關專利的申請大幅增加，為解決此種情況，美國專利

商標局於 2001 年 1月 5日公佈修正版的實用性要件審查基準，作為實用性要件
審查依據。希望藉由實用性的審查來剔除不當的基因序列專利申請案。 

由於美國生物技術的發展在全球居於領導地位，在生物技術專利的領域具

有相當豐富的立法與執行經驗，創造蓬勃發展的生技產業環境，因此長期以來掌

                                                 
1 2002 年生物技術產業年鑑，經濟部技術處 ITIS專案辦公室，91 年。 
2 Symposium On Bioinformatic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pril 27，2001-Boston ，
Massachusetts Molecular vs. Information：Should  Patent  Protec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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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生物技術領域的主要發明與專利。目前，基於電子產業的薄利化及傳統產業化

趨勢，我國政府將生物技術產業視為繼電子產業後，最有可能推動產業升級及經

濟發展最重要的新興工業之一，由於我國生物技術產業之發展起步較晚，目前尚

正處於萌發期，以往對於生物技術的相關發明，並無對應的審查基準，為扶植生

物技術產業的發展及生技醫藥管理的必要性，因此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已於民國九

十一年十二月，制定生物相關發明專利審查基準，架構發展生技產業的基礎碁

磐，作為為扶植生技產業展重要的基礎條件3。 

由於生物技術產業的特性係以技術、創新及研發為導向，公司最有價值的

資產不在於有形的資產，而是在於所發展的技術及 Know-How 等無形資產，在提

倡知識經濟的同時，如何針對智慧財產權進行完善的保護及如何將智慧資產有價

化，乃是目前發展生技產業最重要的前提。 

依據 1999年美國紐約大學 Baruch Lev 教授所研究的成果顯示出，研發能力

乃是影響公司未來獲利的主要指標，而專利的數量及品質是判斷研發能力的依

據。因此，傳統評估企業財務體質及獲利能力的會計四大報表已無法有效公開揭

露企業實際的價值4，因此，如何客觀獨立進行智慧財產評價，已成為企業價值

評估的重要指標。 

 

所謂的無形資產其範圍相當廣泛，就廣義而言，包括人力資本、顧客資源、

創新資本及流程資本及智慧財產等等5。就狹義而言，一般係指法定智慧財產權，

如專利權、商標權、著作權及營業秘密等法定保護的無體財產權。由於智慧財產

權，於法律上財產權的分類中，是屬於無體財產權，其特徵在於不具有固定的形

體、市值或正確而客觀的鑑價方法，其實際價值認定有困難；不像不動產或動產

等有形資產具有一定的範圍的市價或交易價格，容易取得一定的融資比例。 

 

目前我國大力推廣生物技術產業，政府將其列為兩兆雙星的其中一顆明日之

星，而生技產業是屬於典型高度知識密集的產業，在此期間需要有大量的資金持

續投入，才可能使得生技產業持續茁壯。然而，絕大多數的投資者，無法忍受過

長的的回收期，如何將研發的過程所得到技術或專利「客觀的有價化」乃是生技

產業能否持續發展之重要課題。 

 

有鑑於此，經濟部工業局所架構的台灣技術交易市場（TWTM）主要為提供技

術交易的平台，比較像上海知識產權交易所的型態，政府不提供擔保及鑑價保證

                                                 
3 2002 年生技產業白皮書，經濟部工業局，91 年。 
4 Zhen Deng,Baruch Lev,and Francis Narin,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May ,1999；轉引自
http://www.iptec.com.tw 
5 林大容譯，智慧資本：如何衡量資訊時代無形資產的價值，麥田出版，民 88 年。 (Edvinsson, 
L. And Malone, M. S ，Intellectual capital: realizing your company's true value by finding its hidden 
root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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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僅提供交易平台，對於未來要建立智慧財產權的融資制度，實質的幫助不

大。不過可提供技術交易市場整合機制，對於技術的價值及未來知識經濟的推動

有相當程度的助益。而南韓採行用信保基金的方式，由政府提供鑑價並擔保一定

鑑價金額的成數，對於建立智慧財產權的融資制度提供一個穩固的基礎，可以作

為我設立智慧財產權的融資的參考。基於前述說明，我國增訂生物發明專利審查

基準及智慧財產權融資等重要議案，乃成為國家發展生物技術產業的重要政策， 

 

基於生技產發展的過程中，資金的持續投入是維持生技產業繼續發展的動

力，如何使生技公司可以利用其所發展的技術或智慧財產易於取得融資金，乃是

政府扶植生技產業重要的課題。目前為便利生技公司上市上櫃募集資金，財政部

已大幅放寬生物技術公司上市、上櫃審查條件。未來國內生物技術公司，只要提

出技術開發成功的證明並取得經濟部工業局高科技意見書，即可向證券交易所及

櫃買中心提出上市、上櫃的申請，對於生物技術公司，向資本市場募集所需的資

金有所助益。 
 

就生物技術產業而言，專利的取得其價值不僅僅在於專利的創新技術本身，

就積極面而言，如何利用專利權的排他性作為功擊或排除競爭者的手段來取得企

業最大的利益，才是企業申請專利最積極的原因，例如：Amgen v. Chugai 案6，

Amgen 在一九八七年十月二十七日取得 EPO 專利的當天就對侵害其專利權的對

手提出侵權訴訟，纏訟四年 Amgen 勝訴，因而奠定了 Amgen 在紅血球生成素（EPO）

產品市場的獨占地位，也締造生技產業全球排明第一的企業。 

另外在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v. Pfizer/Pharmacia 案中，University of 
Rochester經過美國專利商標局（U.S.P.T.O）長達八年的專利審查後，取得治療

疼痛及抗發炎藥物 cox-2 inhibitor的篩選藥物程序方法後，隨及對
Pfizer/Pharmacia提出侵權訴訟，美國聯邦地方法院於 2003 年 3月 6日對此侵害
其專利權的案件做出簡易判決（Summary Judgment），並宣告 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專利無效，Pfizer/Pharmacia因此保有未來數百億美元非類固醇抗發

炎藥物（NSAIDs）的潛在市場7。 
 
此兩案的結果顯然完全不同，主要的原因在於，兩個專利雖然都通過專利審

查，並取得專利權，在法律上推論兩者均具有專利權利範圍的權利，但不代表其

所取得之專利必然有效，若涉及訴訟，能否通過司法調查及審判程序，才是最大

的關鍵。因此在專利申請的程序包括專利說明書內容及專利要件的要求就格外重

要，所以專利權的取得並不保證專利權人真正擁有專利主張中所擁有的權利範

圍，在每一次的專利訴訟中，專利權人所取得的專利內容仍會遭受對手嚴格的質

                                                 
6 Amgen , Inc. v. Chugai Pharmaceutical Co. 927 F. 2d 1200 ,18 USPQ 2d 1016（Fed. Cir. 1991） 
7 郭仲偉，非類固醇抗發炎藥物專利爭奪戰--University of Rochester v. Pfizer/Pharmacia，產業資
訊網，生技醫藥產業評析。http://www.itis.org.tw/index.jsp_（2005.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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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避免此風險的做法是，於申請專利之前必須檢視所申請的專利是否符合專利

法所規定的專利取得要件，依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v. Pfizer/Pharmacia 案而
言，University of Rochester雖然取得專利權，但在發現程序中已然被認定專利取

得不備專利法定要件，而被法院宣告專利無效，不但無法取得相當金額的授權金

更喪失既有的專利權，顯示專利制度僅保護專利合理可信的範圍。雖然擴張專利

的權利範圍，可使得競爭對手違反專利權的可能性越高，但須承擔專利無效的風

險；而限縮專利申請範圍，雖然可以取的有效的專利，卻容易使競爭對手易於規

避此項專利，而不具專利保護的效果。因此，專利範圍該如何界定，是專利申請

時最為困難的問題，就應然面而言，如何使得專利範圍的外界成為專利有效的臨

界點，才是最完美的專利主張，但在實然面而言，此種完美主張困難度過高且風

險太大，如何取捨專利範圍有待專利申請人仔細的斟酌，希望透過本論文的分析

能使得專利申請人人了解專利要件及制度的意義，對於專利權利範圍的主張更能

以更慎重的態度去面對，避免取得無效專利。 
 
就專利申請消極面而言，即使企業所申請的專利無法作為攻擊或排除競爭者

的手段，至少要能擔保自身的產品無侵權之虞，在現今的商業交易模式，生產者

面對經銷商或客戶通常會被要求擔保產品或技術無侵權之事由，在國際間的商業

交易更是常態，不論是侵權訴訟或是可能面對的高額損害賠償，絕大部份的企業

均不願意輕易招惹，若產品的銷售或是技術授權，可以用已取得專利權的產品或

技術作為談判的籌碼或是擔保，在商業談判過程中可以取得相當的優勢，以個人

在生技產業的實務經驗觀察，因為台灣生物技術領域的基礎技術發展尚未成熟，

就一般產品的同質性相當高，不論在對國內廠商或是國外廠商，在進行經銷或銷

售談判或訂約的前題，一定會先諮商智慧財產權議題，包括專利、商標及營業密

秘，但還是以專利為諮商的重心，產品或技術一定要有專利保護，才有後續洽談

合約的可能，即使產品或技術尚未取得專利權，最低要求要有已提出專利申請之

證明或及說明書內容的揭露，無論是何種方式，專利申請案是否符合專利法定要

件乃是最先要考量的議題，只有在專利有效存在下，才有可能有後續利用及價值

化的可能。   

目前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已於民國九十一年十二月十二日通過生物發明

專利審查基準並分別於九十三年七月一日及九十三年十二月十五衵修正「專利審

查基準第二篇發明專利實體審查第一章至第四章」及修正「專利審查基準第二篇

發明專利實體審查第五章至第八章」，使我國的專利審查制度更為完善。本論文

擬針以美國專利法及歷年生物技術發明相關實務判決與我國專利法及審查基準

進行分析，並就生物技術專利的要件加以探討，希望可以提供生技相關產業在提

出專利申請之參考藉以取得實質有效的專利權利範圍。 

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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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主要分成兩大部份： 

一、既有文獻之資料搜集整理與分析 

資料之搜集區分為專利法律、審查基準及實務判決及三大構面來收集資料： 

(一)、就專利法律面的資料收集範圍而言 

針對美國專利法之要件進行分析，並透過微生物發明專利、基因轉殖動

物專利、基因轉殖殖專利及 DNA序列專利等案例的爭議、進行案例的分

析探討，並針對實務的見解的爭議進行研究，藉以釐清生物技術相關發

明專利的主要爭點。 

（二）、就審查基準面的資料收集範圍而言 

1 .分析美國專利商標局 2001 年 1月 5日所修正的實用性審查基準及書面說

明要件審查基準的內涵，並對於實務的認定標準的爭議分別探討 

2.與我國生物相關發明專利審查基準進行差異比較 

（三）、就美國實務判決面的資料收集範圍而言 

1. 整理美國法院對於專利要件的重要判決及歷年來生物技術發明相關案

例，加以深入分析。 

2. 整理我國行政法院實務有關生技醫藥相關發明之判決對於專利要件之見

解，加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