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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可專利之標的 
 
第一節 前言 

所謂專利制度是智慧財產權體系下的一環，係指依專利法提供發明人一定期 

間內擁有其所主張權利範圍（claim）內專屬且排他之權利，在其專利權利範圍

包括禁止他人未經專利權人之授權而使用、製造或銷售專利權所保護的發明8。

任何產品使用到被專利所保護的方法、機械、產品或物之組成9亦構成專利權之

侵害。專利制度的目的，係藉由保護專利權人上述權利，藉以換取發明人公開其

發明的詳細內容，以提昇科學及技術的發展。 

 

從一九五零年華生及克立克發表 DAN雙螺旋結構之重大發現後，接著一九

七三年 Stanley等開啟了基因重組技術，一九七五年 Kohler＆Milstein成功研發出
製作單株抗體（monoclonal antibody）之技術，一九八三年 Kry發明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技術得以快速複製微量的 DNA片段，生物技術領

域的發展急劇的進步，在生技醫藥的應用上，一九八二年美國 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核准了第一個利用遺傳工程技術所生產的人類胰島素

（Human insulin）生技醫藥上市，一九八六年核准了遺傳工程製造的干擾素上

市，用以治療癌症，因為生物技術領域發展快速，在發展一項生技醫藥的研究經

費及研究時間往往超過一億美元及七至十二年的時間，若無法有效的加以保護其

研究成果，在技術高度發展及資訊取得容易的當下，研究成果極易被模仿或盜

用，惟專利法的規範與生物技術領域特有的生物物質與新興技術具有銜接上的困

難，也因此產生了許多矛盾與衝突，這樣的衝突隨著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而逐漸

到重視。 
 
在一九八零年以前在專利實務界並不認為自然界所存在的生物物質

（biological material）可以作為專利的標的，因為並不符合發明（invention）的
定義，所謂發明應該是利用自然法則的高度創作，而非藉由發現自然界中早已存

在的物質，來作為專利的標的，況且一般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工作者，大部分對

科學研究都具有高度的熱忱，其成就的來源並非藉由專利的取得，而是透過研究

成果的發表所建立的學術成就，以往研究經費的來源絕大部分都來自於政府機

關，在鼓勵科學研究的年代，所注重的是自由研究的空間，而非是否排除他人投

入相同的研究領域，在彼此認知一致的情況下，並無太多的爭議，然而近二十年

來，隨著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及遺傳工程（genetic engineer）

                                                 
8 陳起行，美國軟體專利論，1966-1991---法與資訊研究，學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年 2月，  
第 63頁 
9 35 U.S.C. §101 （2000）.：Inventions patentable 
Whoever invents or discovers any new and useful process, machine, manufacture, or composition of 
matter, or any new and useful improvement thereof, may obtain a patent therefor,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is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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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發展，有關生物技術的應用如 DNA 複製技術(DNA replication)、基因重

組(gene recombination)的生技製藥、生物晶片(bio-chip)、基因治療(gene 

therapy)、幹細胞技術（stem cell proliferation）或動物複製之關鍵細胞核

移轉技術（nuclear transfer）等，均造成製藥及醫學領域的快速發展，對於日

後人體的醫療產生革性的進展，隨著生技產業的澎渤發展，美國二零零三年的生

技產業產值已高達二一五億美元，同時期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亦投入二百三十六

億美元的研究經費，同時生技產業在二零零一年亦投入一百六十億美元的資金
10，面對著大量研究經費及龐大的市場規模，如何強化研發成果的保護，便成了

生物技術產業發展最重要的課題。因此，專利制度可否對生物技術產業所投資研

究成果有所保護便成為進二十年來專利法最重要的爭議之一。 

 

另外從一九八九年全球開始了植物基因體計畫，一九九零年全球更開始「人

類基因體計畫」，預計花費三十億美元，完成解讀三十億鹼基的工作，二千年六

月二十六日完成人類基因體 DNA 序列草圖，隨著人類基因序列的解碼對於現今醫

學無法治療的人類遺傳性疾病及癌症，將可能提供另一種新的解決方法，也因而

創造了潛在無窮之商機，針對生物科技相關新技術領域的發展11，該如何保護其

研究成果，一方面是生技產業發展的動力而相對於原有的專利制度產生極大的衝

擊，因為生物技術領域所研究的標的，絕大部份是自然界中既存的物質例如基因

是否具有可專利性（patentable）的問題，及是否擴及人類基因，即使在美國專

利商標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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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經常被提出討論且爭議不休的議題12。另外涉及活的生物體的部份除植物專利

法及植物品種保護法所規範的植物外，其他活的生物體是否可以作為專利的標

的，以下參酌美國實務判決進行探討。 
 
第二節 可專利標的適格性(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之探討 

 

美國在一七八七年制定的憲法中規定：「國會有權….使作者及發明人在一定
的期限內就其著作及發明分別享有排他的權利，以促進科學和有用技術的進步
13。」依據憲法的規定，美國國會於一七九零制定第一部專利法，現今將其法典

化在美國第三十五部法典。惟以專利法制定的時空背景係為獎勵工業及技術發

展，可以想像在一九五零年以前的專利標的絕大部份係屬人為創造的例如機器或

化學合成物，而非以既存的事物作為申請的標的，雖然美國國會在一九五二年修

                                                 
10 2002 年生技產業白皮書，經濟部工業局，91 年，第 13至-第 15頁。 
11 平井昭光，知財管理，vol. 50，no.6 ,2000 年 6月,第 748至 759頁。 
12 Symposium On Bioinformatic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pril 27，2001-Boston ，

Massachusetts Molecular vs. Information：Should  Patent  Protect Both﹖ 
13 U.S.CONST. art. I, § 8, cl. 8.: The Congress shall have power * *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by securing for limited Times to Authors and Invention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ir respective Writings and Discov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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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美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規定：「任何人發明或發現新而有用的方法、設備、

製品或物之組合，或新而有用的改良，皆可依據本法所規定的條件來取得專利
14。」但專利法的法定專利標的仍未明確被歸範出來，美國聯邦最高法院雖然採

擴張專利標的的解釋，除法理上的推演外，政策考量似乎佔有相當重要的影響力。 
 

依美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之規定，方法、設備、製程、物之組成及新而有

用的改良只要符合新穎性、實用性及非顯而易知性便可作為申請專利的標的，在

生物技術領域中，何種發明可以作為申請專利的標的，在申請專利前是最先要審

查的重點，主要的原因在於在生物技術領域中，絕大部分的發明並非無中生有，

而是自然界中已經存在的生物或生物物質，這些自然界已經存在的物，可否作為

申請專利的標的，在學術界及實務界曾引起極大的爭議，本文從美國法院實務所

下的決來進行以下的分析： 

 

第一項 美國專利法第一百條（a）發明（invention）與發現（discovery） 

 

美國專利法第一百條(a)中明文定義何謂發明(invention)包括發明或發現

(discovery)。所以，發明或發現並非可專利性的審查要素，只要專利申請的標

的物符合 35 U.S.C.101 之要件即具有可專利性。因此，發明者從自然界分離純

化的基因，雖然是發現物，係具有可專利性的標的物。但若以此純化分離的單離

基因申請專利，其專利申請書僅揭露新發現基因的分子結構，符合專利法所稱之

發明，因為自然界並未存在此單離基因，因此從自然界分離純化的基因仍具有專

利標的適格，此單離基因並未因此取得專利，仍須考慮其他的專利要件，例如此

單離基因僅揭示基因序列，而沒有任何實用性的說明，則此申請專利的基因不具

有可專利性(patentable)；然而，當發現者於專利申請書中揭露如何使用從自然

界分離純化的基因時，則此專利申請符合實用性要件。也就是說，以被分離純化

的基因為專利申請標的物，僅解決專利申請標的是否符合專利法的規範，要取得

專利仍須通過其他專利要件的考驗15。 

 

第二項 美國法院對專利標的見解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1948年Funk Brothers Seed Co. v. Kalo Inoculant Co.案16

案中認為，萬有引力定律、能量不滅定律及質量不滅定律等係屬自然法則（Nature 

                                                 
14 同註 9  
15 Federal Register / Vol. 66, No. 4/Friday, January 5, 2001/Notices , [1],1092-1093 
16 Funk Brothers Seed Co. v. Kalo Inoculant Co., 333 U.S. 127（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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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及自然界中既存的物種及礦物等係屬自然界中早已存在或生成之物品

（Natural phenomena），前述之法則或事物，就如同太陽的發光並非人類利用創

造力所產出，應屬於全人類之資產不能作為專利的標的；而思想方法（Abstract 

idea）僅存在於發明人心中的概念，所表達的具體成果並未利用自然法則來進行

創作，因此思想的表現結果如音樂、書籍及圖畫通常利用著作權來保護其表現結

果。 

 

因此美國專利法第一百條所稱的發明並不包括單純的發現自然產物原具

有的功能，就如同自然界原理一般，不具有可專利標的適格。 

 

第三節 我國專利法對於發明的定義 

 

我國專利法對於發明，現行專利法第十九條規定：「稱發明者，謂利用自然

法則之技術思想之高度創作。」，也可定義發明係利用自然法則所產生的計術思

想，表現在物或方法或物的用途上。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一月三日立法院所通過的新專利法將原現行專利法第十

九條移至新專利法第二十一條並刪除「高度」兩個字，立法理由並未提及為何刪

除，僅表明酌為文字修正。本文認為此修正有其意義存在，蓋本條僅為發明的定

義，只需闡明何謂發明即可，至於可否取得專利那是另外的問題，現行條文中所

稱「高度」隱含專利的進步性要件，與單純發明定義並無必然的關連性，刪除「高

度」的用語，使得發明的定義更為精確。 

 

非屬於發明類型的一般規定 

 

我國新修正專利法第二十一條對於發明定義「發明，指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

思想之創作」，所謂的自然法則係指「自然界存在之原理原則」，而 2004年版之

專利審查基準第二章，對於發明的範圍採負面表列的定義方式，列舉出非屬於發

明的類型可以歸類如下： 

 

第一款：自然法則本身 

依專利法的定義可知，發明係利用自然法則的技術思想創作，以解決

技術難題，達到發明的目的，係鼓勵利用自然法則並不包括自然法則本

身，如能量不滅定律或萬有引力定律等，況且自然法則係長時間觀察自然

現象所歸纳整理的定則，其本身並未經利用而表現成發明或技術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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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於創作，不應被歸屬於發明類型17。 

 

第二款：單純的發現 

 

因創作係「發明」之一大要素，故如「礦石」等天然物及自然現象之

發現等，並無創作行為，亦非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而僅為一

種發現行為，是以非屬發明之類型，例如鹵化銀受光或放射線的照射，會

分解成金屬銀及鹵素氣體，係屬於自然界中不經人的創作即可達成的結

果， 

屬於單純的發現而非發明。 

若發現天然物中的特定物質，但未有人的創作介入，僅可認定為單純

的發明，但若經過因人類的勤勞之創作行為，而自天然物分離所得之物

質，例如化學物質，則屬於經由創作行為而得之「發明」。亦即，凡將所

發現的自然現象，由於人的介入利用自然法則所產生之技術思想之創作，

則屬於經由創作行為而得之「發明」，並非僅為一種發現行為，可以認定

為發明的一種18。 

在生物技術發明領域中絕大部分的發明，都是既存於自然界的物質，

例如新發現之野生植物或鳥類、未經分離或未經純化之微生物或蛋白質或

DNA序列，非屬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僅為一種單純之發現，

非屬發明之類型。但自然界存在之物如經人為操作，而由自然界分離、製

備並可顯現技術效果者，則為發明，例如經分離或純化之微生物或蛋白質

或 DNA序列。 

 

第三款：違反自然法則者 

 

發明係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所以如申請專利之標的所利

用的技術內容，有一部分係違反自然法則者，即非屬發明之類型19。 例如

對銅鍍鐵的方法，依一般化學常識，鐵比銅更容易氧化及去離子化，所以

將鐵片浸漬於銅離子溶液中，可以使鐵片上形成銅的電鍍層，但若發明主

張單單將銅片浸漬於鐵離子溶液中，可使銅片鍍鐵，違反一般自然法則，

亦非可供產業利用之發明20。 

                                                 
17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4 年版第二篇「發明專利實體審查基準」第二章，2-2-2；
http://www.tipo.gov.tw/patent/patent_law/examine/patent_law_3.asp 
18 同註 17 ，2-2-2至 2-2-3。 
19 同註 17 ，2-2-3。 
20 同註 17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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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非利用自然法則者 

 

申請專利之標的，係利用自然法則以外之法則所創作者，雖為一種創作，但

因其非屬專利法第十九條定義之發明，故非屬發明之類型。 

發明之技術內容雖有非利用自然法則之部分，然從該發明之整體上可判斷成

有利用自然法則時，則應將該發明視為利用自然法則之發明。 

第五款：非有技術思想者 

一、技能 

純依個人之天分及熟練程度方能達成者，例如以手指夾球之特殊持球方法及

投球方法為特徵之叉球投球法，並非發明的類型21。 

 

二、單純的資訊揭露 

僅揭露資訊內容，而無技術思想及特徵，例如化學物質之使用手冊及使用說

明書或機器操作手冊，均非發明的型態22。 

前述單純之資訊揭露包括資訊揭露本身、記載於載體上之資訊及揭示資訊的

方法或裝置。 

 

三、單純的美術創作 

繪畫與雕刻等創作物，與技術思想無關，非屬於發明類型23。 

 

第四節 活的物體（living subject matter） 

 

第一款 微生物發明專利之爭議 

 
自然界既存的物質或生物活體在傳統專利法上並不能成為申請專利的標

的，以下針對美國專利史上臚列出與活體生物本體專利的重要爭議案件，作為突

破原有專利實務對於活體生物專利標的的限制，首先 Louis Pasteur 在一八九七
年所取得 U.S.141,072號專利，本號專利是第一個在專利權利範圍內包括酵母菌

的製品，這是美國專利商標局所核准第一個帶有活的物體的專利。其他有關包括

活體的專利，通常授與細菌或病毒疫苗相關的專利，但所主張的專利範圍並不包

                                                 
21 同註 17 ，2-2-4。 
22 同註 17 ，2-2-4。 
23 同註 17 ，2-2-4至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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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微生物本體24。在概念上此項專利的核准係將活體微生物視為化學反應中的催

化劑來考量。 
 
在一九四八年由於 Funk Brothers Seed Co. v. Kalo Inoculant Co.  案25專利範

圍是將根瘤菌共生固氮的能力包括在專利範圍內，最高法院認為微生物在自然界

中本身所具有的性質，就如同太陽會產生熱量一般，是屬於自然界的所表徵，所

顯示的是自然界的產物，應該為全人類所共有，任何人不應該獨占自然界的產

物，而享有排除他人的專屬權利。 
如果發明包括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天然性質，如結合菌種所發展的產物符合

新穎性及實用性並具有相當的經濟價值，此發明仍不符合專利法上的專利標的，

因為此項發明僅僅是發現自然界的已存在物的天然特性，並非是專利法上發明的

意義。 
 
所以，由本案可知在一九四八年美國聯邦最高法院，不承認自然界中所已經

存在的生物特性可以作為專利的標的，即使這項包括活菌的專利具備專利法上的

要件，仍不非專利法上所稱可專利的標的。所以，最高法院對於已經存在自然界

的活的物體，認為其並不具有可專利性（patentable）。 
 

Diamond v. Chakrabarty 案26對於突破生物技術可專利標的的角色占有里程

碑的地位，任職於奇異電子公司的微生物學家 Chakrabarty在一九七二年利用遺

傳工程技術創造出帶有兩個穩定產生能量質體（stable energy-generating 
plasmids）的微生物，每一個質體均具有獨立可分解碳氫化合物的路徑

（pathway），此種利用遺傳工程所產生的微生物，在自然界並不存在此物種，能

同時具有分解原油中多樣化學成份的，由於此人造的微生物具有分解原油中所含

碳氫化合物的特性又是自然界所不曾存在的微生物，Chakrabarty 相信此項發明
在日後處理原油的污染時會具有很大的商業價值，因而向美國專利商標局提出專

利申請。 
Chakrabarty針對本發明提出三十六項請求項共三種獨立項主張： 

1. 產生此人造微生物的方法專利。 
2. 接種組合物（inoculum）包括浮在水面的載體物（carrier material）及此人造
微生物 

                                                 
24 Cooper, I. P., Biotechnology and the law, §2.02（New York, NY：Clark Boardman, 1985）  
25 同註 16 
26 Diamond v. Chakrabarty, 447 U.S. 303（1980）. 1972 年美國奇異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的科學家 Chakrabarty 以基因工程的方式創造出自然屆中不存在的微生物，而此微生物具有分解

原油的功能。Chakrabarty認為此種微生物在對付原油污染上極具有潛力，乃提出專利申請，但

卻遭專利商標局駁回，駁回裡有認為，微生物為生命的有機體，為自然界產物，非屬於可專利的

標的物。經過八年訴訟，在 1980 年美國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 最後以五比四的比例判決

Diamond v.Chakrabarty案中認為人造的活體微生物符合 35 U.S.C.§101.所規定，為具有可專利性

的標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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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造微生物本身 
 
專利審查委員核准前兩項專利，但以下述兩項理由駁回人造微生物本身的專利請

求 
1. 本發明係自然界既存的微生物。 
2. 依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之規定，活的物體不屬於可專利的標的。 
 

Chakrabarty 不服駁回處分，向專利訴願委員會（Patent Office Board of 
Appeals）提起訴願，委員會不同意審查委員的第一項理由，認為本發明微生物

非自然界中既存的微生物，但同意審查委員的第二項理由，認為依據一九三零年

植物專利法27的立法目的，國會雖然放寬植物無性生殖（asexually）的保護，但
並未放寬對活的物體可專利性的限制，當然也包括實驗室利用遺傳工程所創造的

微生物，除非國會已立法核准活體生物可以作為專利法定標的。 
 
最高法院採用案件比較的方法來作為反駁審查意見，首先將本案與 Funk案

進行比較認為，Funk案遭核駁的原因在於其發明僅係發現根瘤菌可以固氮的特
定天然功用，並沒有對各別根瘤菌進行任何改良或創造任何新的用途，僅將六種

根瘤菌混合培養，所造成的作用並未改變這些菌種天然的性質，每一株菌所表現

的效果仍如同其原先存在於自然界一般，Funk發明人並未對菌種有任何改良的

努力，所以 Funk案中的發明並不符合專利法上可專利性標的。 
反之，Chakrabarty案中的微生物原生菌種在自然界中存在，惟此原生菌種

並不具有分解碳氫化合物的能力，其之所以存在此特殊能力係透過發明者利用遺

傳工程技術使得此微生物具有兩個穩定質體，因而產生全新的功能，而此種具有

兩個穩定產生能量質體的微生物是自然界所不曾存在的物種，此項發明並非僅利

用微生物天然的特性，而是透過發明者的努力所達成的，與自然界中既存活的物

體當然不同，本案的活的人造微生物是屬於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可以作為專利的

標的。 
另外，美國國會於一九五二年修正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之規定，任何人發明

或發現新且有用的方法、設備、製品、物之組合或新用途並符合專利法相關規定

便可取的專利。國會在本次修正有意擴充專利法定標的的範圍，包括至只要是由

人造的任何事物，均具有作為專利標的的適格28。 
 
雖然美國國會在一九三零年制定植物專利法，明文允許利用無性生殖所產生

的植物係屬專利保護標的，並提出多項判斷標準，惟在法條中並無明文排除活的

                                                 
27 The Plant Patent Act of 1930, provides in relevant part： 

Whoever invents or discovers and asexually reproduces any distinct and new variety of plant, 
including cultivated sports, mutants, hybrids, and newly found seedling, other than a tuber 
propogated plant or a plant found in an uncultivated state, may obtain a patent therefore.   

  Whoever invents or discovers and asexually reproduces any  
28 Congress intended statutory subject matter to include anything under the sun that is made by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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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的可專利性。國會另於一九七零年制定植物品種保護法29（Patent Variety 
Protection Act），其目的在於保護特定透過有性生殖（sexually）產生的植物，但
這兩個法案並非可作為排除對微生物保護的依據。專利商標局以此法案的文字來

推斷國會認為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的可專利標的排除活的物體，並不恰當。 
 
第二款 植物發明專利之爭議 
 
雖然美國國會在一九三零年針對無性生殖所產生的植物制定植物專利法來

保護，而且在一九七零年更針對有性生殖的植物制定植物品種保護法加以保護，

惟上述兩個法案係以特別法的方式來制定，並設有相當的限制，屬於政策保護的

考量，對於植物是否可為專利法中可專利標的適格，並無定論。 
直至一九八零年，最高法院在 Chakrabarty案中對對美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一

條作出擴張性解釋之後，對於植物是否可為專利法中可專利標的適格，才有突破

性的進展。 
一九八五年在 Ex Parte Hibberd 案30 案中，審查委員以國會已經針對植物本

體分別制定植物專利法及植物品種保護法兩個特別法，係有意透過特別法來限制

及限縮植物本體申請專利的適格，進而排除植物本體在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的適

用，植物專利應依此二個特別法來保護，非屬於專利法上可專利標的適格。 
專利訴願暨爭議委員會（PTOBPAI）反駁審查委員的意見，認為最高法院已

經在 Chakrabarty案中針對一九五二年所修正的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可專利的標

的範圍作出明確的解釋，所謂法律內含的解讀除參酌立法者於制定法案時的目的

及立法精神外，更需透過司法機關的解釋來確認其範圍，法律的解釋應該更為小

心，而不應由文字的表面意思來作片面的認定。 
最高法院擴張專利法中製品及組合物的解釋範圍係透過探究國會的立法過

程及委員會在一九五二年的國會委員報告來解釋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中”any”的
真正意涵，認為國會國會立法時所認定的法定專利標的係指「天底下只要是人造

的任何事物均可以作為專利的標的」。 
另外審查委員所認定植物專利特別法的立法會限縮植物本體專利在專利法

第一百零一條的可專利標的適用範圍，但卻無法指出植物特別法中有那些文句有

明文限制，同時亦無法指出國會在立法的過程中有限制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的適

用資料。但從參議院在一九七零年九月二十九日的報告中顯示，國會制定植物品

種保護法，並無改變現有專利制度的意思31。 
 

                                                 
29 The Plant Variety Patent Act of 1970〈447 U.S. 311〉, provides in relevant part： 
  The breeder of any novel variety of sexually reproduced plant （other than fungi , bacteria, or first 

generation, hybrids）who has so reproduced the variety, or his successor in interest, shall be entitled 
to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therefore. 

30 Ex Parte Hibberd , 227 USPQ 443 (BPAI 1985)  
31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concluded on September 29, 1970 in its Report on Senate bill 
S.3070 in which it recommended passage of the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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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多細胞動物發明專利之爭議 
 
最高法院在一九八零年作出 Chakrabarty案判決後，美國專利商標局對於

Chakrabarty案件的解釋似乎作了限縮性的認定，仍不願意放寬對人造微生物以

外的活的物體可以作為專利適格標的，在 Ex Parte Allen 案32的專利範圍除了產

生多染色體牡蠣（polyploidy oysters）的方法外，還包括利用此方法所產生的多

染色體牡蠣，審查委員核准產生多染色體牡蠣的方法，卻依Merat案33、Bergy
案34及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不符合專利標的適格及第一百零三條，不符合非顯

而易要件見性要件，駁回利用此方法所產生的多染色體牡蠣之專利範圍。 
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 
審查委員認為 Ex Parte Allen 案多染色體的牡蠣非屬於專利法中可作為專利

的標的適格，因為申請人係控制自然法則來產生多染色體牡蠣，而非屬於人造的

產物，所以不具有專利標的適格。 
審查委員提出在一九七五年的Merat及 Bergy案中法院觀點均支持其見解，

並針對 Bergy 案指出法院認為微生物可以作為專利法的標的應限制在物及組合

物的專利上，並且將微生物視同化學反應中的反應劑或催化劑的輔助角色。 
專利申請人不服美國專利商標局審查意見，向專利訴願爭議委員會（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s）提起訴願，委員會
提出以下見解，來反駁審查委員對於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的見解。 

 
1. 審查委員並無證據顯示，多染色體牡蠣是可以在自然界產生的物種。不應只

依據猜測來否定申請人的專利主張。 
2. Merat案所作的決定是在最高法院作成 Chakrabarty案判決之前，在最高法院
分析過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的範圍後，現今Merat案不適合作為本案核駁的

基礎。 
3. 在 Bergy案中法院並沒有對活的物體表示不得作為專利的標的或是闡示除

微生物外其他活的物體不得作為專利的法定標的。 
4. 委員會提出 Ex Parte Hibberd案法院認為，最高法院在 Chakrabarty案件中已
經對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作出解釋，認為國會在一九五二年對專利法的修正

中，已經將專利法的法定標的放寬至「太陽底下只要是人造的之任何事物均

具有專利法的標的適格」。因此，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的重要爭點並非標的

是否為活的物體，而是考量是否經過人為的造就，才是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

需要審酌的重點。 
 
專利商標局在專利訴願爭議委員會對本案作出解釋後，針對專利法第一百零

                                                 
32 Ex Parte Allen ,2 USPQ2d , 1425 (BPAI 1987) 
33 In re Merat , 519 F. 2d 1390 , 186 USPQ 471（CCPA 1975） 
34 In re Bergy , 563 F. 2d 1031, 195 USPQ 344（CCPA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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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的法定專利標的，發表聲明指出，除人類之外的非自然產生的多細胞活的

物體或是動物，均可成為法定可專利標的。雖然本案最後無法通過珠專利法第

一百零三條的非顯而易性要件的審查而遭駁回，但透過本案闡明最高法院對專

利法一百零一條的解釋，促使專利商標局擴大專利法定標的範圍，落實了一九

五二年專利法修正的精神。 
 
 
第四款 基因轉殖動物發明專利之爭議 
 
在 Ex Parte Allen案後，美國專利商標局對於已擴大容認專利法定標的的範

圍，於是在一九八八年四月十二日美國專利商標局頒發全世界第一件多細胞動物

專利35，一般稱為哈佛腫瘤鼠專利。哈佛腫瘤鼠專利在多細胞動物專利的領域中

係屬於先驅發明（pioneer invention），在專利申請實務上，先驅發明通常都可以

取得較原發明內容更大範圍的專利保護，就哈佛腫瘤鼠取得專利，最大的爭議不

在於多細胞動物可否作為專利的法定標的，而是所核准的專利範圍過廣的問題， 
哈佛腫瘤鼠所主張的專利範圍最廣的獨立項所主張的範圍「一種非人類基因轉殖

哺乳動物，其所有的種細胞及體細胞均帶有經重組活化致癌序列，此序列係在於

哺乳動物處於胚胎階段載入或載入此哺乳動物之祖先36」。此專利保護範圍涵蓋

以任何方法在胚胎階段的任何時期導入任何經活化的致癌基因的任何哺乳類動

物（除人以外）及其後代，專利保護範圍涵蓋了所有帶有活化致癌基因的所有哺

乳類動物，但發明說明書中的實施例僅載有小鼠的致癌基因轉殖實例，顯示發明

人的實際發明僅跼限在致癌基因轉殖小鼠，但專利保護範圍卻擴及至除人以外所

有帶有活化致癌基因的轉殖哺乳類，是否具有合理性37？這個問題在生物技術專

利中已經逐漸受到重視及討問，本文將在可實施性要件中再進行深入的探討。 
 
 
第五款 小結 
 
活的生物體可以作為申請專利的標的，起始於一九三零年植物專利法，但此

法的專利標的僅限於無性生殖所產生的植物；一九七零年所立法的植物品種保護

法，開啟了有性生殖植物可專利之標的。一九八零年 Chakrabarty案件之後不僅

僅開起了基因工程微生物之可專利性，美國聯邦最高法院更對一九五二年所修正

                                                 
35 美國專利第 4,736,866號，其核心發明係利用反轉錄病毒載體將致癌基因（c-myc）送入鼠胚
細胞，造成小鼠易罹患腫瘤，作為癌症研究的動物模式，由於專利受讓人為哈佛大學，一般稱之

為哈佛腫瘤鼠（Harvard oncomouse）專利。 
36 A transgenic non-human mammal all of whose germ cells and somatic cells contain a recombinant 
activated oncogene sequence introduced into said mammal, or an ancestor of said mammal at an 
embryonic stage。  
37 閻啟泰，轉殖基因動物專利，生物醫學報導 10 . 

http://www.cbt.ntu.edu.tw/cbtweb/research/Bio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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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專利的法定標的作出放寬的認定，國會已於 1952年制定

現今的美國專利法並於 35 U.S.C.§101.定義可專利性標的物的範圍，從立法的

沿革觀之，立法者的本意所界定的範圍，在這世界上，任何人為所製造的東西，

均具有可專利的適格38。最高法院透過 Diamond v.Chakrabarty 的案例來擴大解

釋 35 U.S.C.§101.可專利性標的物的範圍，只要是人類創造力所形成的產物，

包括非自然界製造的產物或物質的組成，均具有可專利性的適格。 

因此立法者的本意針對化學的化合物具有可專利性適格已經沒有疑義，而自

然界已存在的 DNA 化合物只有當從自然狀態中被分離且純化出來並符合 35 

U.S.C.§101 規定的要件下始具有可專利性適格。基因序列資料係指藉由排成一

列的 G、A、T、C四種字母排列，呈現未經分析的原始資料，從原始資料中無法

直接判斷其功能性為何。所以，專利申請書中只有揭露基因序列的原始資料，則

為不具有可專利性的標的物。從自然界被分離純化的 DNA 序列除需符合 35 U.S.C.

§101 的要件外，尚需符合 35 U.S.C.§102、§103 及§112 所規定的要件，才能取

得專利 。因此在判斷可專利的標的上，天底下只要是人造的事物均可以作為專

利的標的，並不強調是否為活的生物體，就法律上可專利標的適格的爭議的爭

點，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以判決統一實務上紛爭已久的爭議，惟判決的不同意見書

對於聯邦最高法院對美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一條的擴張性解釋認為有所疑義，認為

生物技術的發展始於一九七零年代，國會在一九五二年修正專利法時可否預見生

物技術的發展會以活體生物作為專利的標的，甚至於憲法是否將活體列為可獨佔

的標的仍有待商確。不過現今專利實務的運作係採擴大可專利標的趨勢運作。 
 

 
第五節 美國專利實務可專利標的現況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 Chakrabarty 案中承認基因轉殖微生物後，專利實務對

於生物技術領域的發明可否作為專利的標的，已改採承認的立場，在生物技術領

域中，可能作為專利標的的生物物質發明整理如下： 

 

發  明  標  的  名  稱 

單離之去氧核糖核酸分子（isolated DNA molecules） 

重組去氧核糖核酸分子（recombinant DNA molecules） 

去氧核糖核酸片段（DNA fragements） 

寡核苷酸鏈（oligonucleotides） 

核糖核酸分子（RNA nucleotides） 

自我修飾核糖核酸分子（self-modifying RNA molecules） 

核糖核酸酵素（ribozymes） 

                                                 
38 S. Rep. No.1979,82d Cong., 2d Sess., 5 [1952]; H.R. Rep.No. 1923, 82d Cong., 2d Sess., 6[1952] 
‘ anything under the sun that is made by man “to be eligible for pat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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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飾核糖核酸酵素（modified ribozymes） 

反義核糖核酸（antissense RNAs） 

天然肽及合成肽、（peptides、synthetic peptides） 

多肽連結及蛋白質（peptides linkers，proteins） 

融合蛋白質（fusion proteins） 

抗體（antibodies） 

經修飾抗體（antibodies） 

抗原（antigen） 

細胞表面接受體（cell surface receptors） 

單株抗體（monoclonal antibodies ） 

具特異性之抗原決定部位（specific for different epitopes） 

組織因子、經修飾的組織因子及經突變的組織因子（tissue factors） 

載體（vectors） 

經基因轉殖之病毒株（virus strains for gene transfer ） 

利用病毒核酸重組植物體（recombinant plant viral N.As.） 

菌株（bacterial strains） 

寄主細胞（host cell） 

轉形細胞株（transform cell lines） 

從自然界新單離的維生物 

基因轉殖動物（transgenic animals） 

基因治療（gene therapy） 

 

上述的生物技術發明標的在專利申請的權利範圍，可以用物或方法專利加以

呈現，或者並用皆可39。 

 

生物技術研究平台（Tools for Biotechnology Research） 

 

DNA 定序技術（DNA sequencing） 

DNA 標記技術（processes of labeling nucleotide segment ） 

DNA 純化技術（DNA purification methods） 

DNA 重組技術（DNA recombination ） 

蛋白質定序技術（protein sequencing） 

蛋白質純化技術（protein purification） 

PCR 相關技術（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elated technology ） 

DNA 或蛋白質資料庫選殖方法（DNA or protein library screening method ）

蛋白質表現平台（protein expression system） 

                                                 
39 http://www.usask.ca/ust/IP/biote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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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突變技術及功能性分析（DNA mutation and functional screen assay）

蛋白質藥物預測平台（methods for predicting a protein to a drug ） 

胚胎幹細胞技術（embryonic stem cell ） 

基因轉殖動植物技術（transgenic plants and animals） 

細胞核移轉技術（method of nuclear transfer） 

 

由生物技術發明的內容觀知，通常包括上述所列之生物物質及生物技術方

法，許多生物技術發明的方法經常是重複為人所實施，所不同者經常係為生物物

質的變更，所以一般生物技術相關發明的專利範圍通常包括生物物質本體或組合

物專利及其製造該組合物的方法40。例如：發明的內容係利用酵母菌來表現人類

重組胰島素蛋白，這個專利的權利範圍可能包括人類胰島素的基因序列、重組

DNA 的載體（recombinant DNA vectors）、基因轉殖株酵母菌（transgenic yeast 
strain）及利用重組 DNA生產胰島素的方法。 
雖然上述的方法在生物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技術之人都已熟知的技術平

台，但只要搭配不同的生物物質，依然具有專利標的適格。 
 

第六節 我國專利法對於法定給予專利之標的 
 
第一項 我國專利標的的規定 
 
我國在一九九四年一月二十一日所修正公布的專利法，大幅擴大可專利標

的，包括飲食品、嗜好品、微生物新品種及物品新用途，均得授與專利之明文。 
我國在一九九四年一月二十一日開放微生物新品種專利，首度將微生物明列

為可專利之標的。因此，我國在一九九四年一月二十一日之前並不承認微生物本

體具有可專利適格。從美國最高法院在 Diamond v. Chakrabarty 案判決後經過了

十四年後，我國為因應加入關稅暨貿易總協定 GATT（WTO之前身）須符合貿
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議書（TRIPs），因此才修正專利法，將微生物新品種明列

為可專利標的。因此，我國對於生物技術相關發明在一九九四年一月二十一日以

前，係採取否定的立場，主要的理由一方面涉及國家專利政策，希望可以保護國

內尚未發展的生技產業；另一方面國外尚在司法長期爭辯中，尚未有明確定論

前，我國可能處於觀望之中吧！ 
所謂微生物新品種的範圍，依據二零零二年十二月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公布

「生物相關發明審查基準」，就我國專利法上「微生物」的範圍作定義性的規定，

認為生物相關發明中所稱的微生物範圍，包括載體、質體、噬菌體、病毒、細菌、

真菌、動物或植物細胞株、動物或植物組織培養物、原生動物、單細胞藻類等生

物物質，但不包括動、植物。所謂生物物質係指含有遺傳訊息，並可自我複製或

於生物系統中複製之任何物質。 

                                                 
40 同註 39 



 22

 
第二項 我國實務可專利標的現況 
 

單離或純化的微生物菌株 

利用微生物菌株或酵素所生成物及其方法 

微生物轉形菌株 

融合瘤細胞本體及其本體或抗體的製造方法、 

載體本體及重組載體及載體構築方法及利用載體在轉型株表現蛋白質的方法 

基因序列本體及基因及其功能 

蛋白質序列本體或蛋白質及功能 

抗體或疫苗 及製造抗體或疫苗的方法 及其用途 

DNA 微陣列晶片或蛋白質晶片及晶片製造方法及其用途 

植物的育成方法，但不及於育成後植物本體 

生物反應器(biosensor)及其設備 

 
生物相關發明審查基準中所定義的「微生物」範圍與生物學上所認知的微生

物差異甚大，生物學上所定義的廣義微生物可能僅包括噬菌體、病毒、細菌、真

菌，而不及於載體、質體動物或植物細胞株、動物或植物組織培養物、原生動物、

單細胞藻類及基因序列等生物物質41。因此，管見以為，專利法上所稱的「微生

物」，用比較精確的說法用「生物物質」來說明，似乎較為貼切，可以讓生物相

關領域之專業人士，比較容易理解其涵意。 
 
第三項 我國法定不予專利的規定 
 

依二零零三年一月三日新修正專利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下列各款項目不給予專

利，摘錄與生物相關發明有關的內容如下： 

 

一、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但微生物學之生產方法，不在

此限。 

二、人體或動物疾病之診斷、治療或外科手術方法。 

三、妨害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衛生者。 

 

第一款：動、植物新品種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但微生物之生產方

法及植物新品種育成方法不在此限。 

 

本款排除任何人在台灣取得動物及植物新品種之本體專利，本款是

否適當，尚有討論的空間，因為在許都多基因轉殖動植物的研討會中，

                                                 
4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生物相關發明審查基準 , 1-8-3 至 1-8-5；
http://www.tipo.gov.tw/patent/patent_law/explain/patent_law_3_1_8.asp#a 



 23

許多從事此方面的生技廠商的業者均會針對本條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的官員提出本款是否刪除，以刺激廠商投資意願，因為基因轉殖動植物

所需投入的研發經費龐大，動植物本體無法受到保護，會使得生技產業

投資的意願大打折扣，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的官員所持的理由係從保護國

內產業為出發點，認為基因轉殖動植物的技術，在歐美先進國家發展甚

早，若刪除本款所能保障的絕大部份是國外廠商，對於國內的發展，反

而是負面的，所以政策上並無刪除本款的考量，而植物品種另設有植物

種苗法保護，可依據植物種苗法保護之。惟目前植物種苗法第四條之規

定，僅限於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品種。 

在本款的但書中，僅開放植物新品種育成方法，對於動物新品種育

成方法仍採禁止的態度，在審查基準所持的理由認為動物新品種育成方

法涉及道德問題或是公序良俗，而考慮不予以專利。惟依世界貿易組織

（WTO）與貿易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第 27.3（b）規定，容許

各會員國對動物、植物及主要是利用生物學生產方法，不予專利保護；

至於非生物學及微生物學之方法，則有給予專利保護之義務。惟微生

物，在生物學的分類上，未將其歸類於高等生物中，因此對於有關微生

物新品種之本體或育成方法均為可專利的標的。 

 

依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2004年版發明專利審查基準對於專利法第

二十四條第一款所規定，「動、植物新品種」一詞涵蓋動物和植物、亦

包括轉殖基因之動物和植物。動物和植物新品種之育成方法並非不可准

予專利之項目。這裡所稱的動物和植物新品種之育成方法不包括利用主

要是生物學的方法生產動物和植物新品種的方法。動物和植物新品種之

育成方法如果完全由自然現象如雜交或選擇所構成，則為主要是生物學

的方法，例如雜交、種間育種（inter-breeding）或選擇性育種(如馬)

的方法，其僅是涉及育種之選擇且將具有某些特徵的馬集中在一起，則

此方法應屬主要是生物學的方法42。 

另一方面，處理動物或植物以改善其性質或產量、或是促進或抑制

其生長的方法，例如修剪樹木的方法非屬主要是生物學的方法，即使其

中某些步驟涉及生物學的方法，但是該發明的本質是有技術性的；同樣

地，特徵在於使用生長刺激性物質或輻射照射來處理植物的方法，利用

技術手段處理土壤以抑制或促進植物生長的方法，均非屬主要是生物學

的方法。 

 

 

第二款：人體或動物疾病的診斷方法 

只要是對人體或動物實施診斷、治療或手術，因而檢測人體或動物體之內部

                                                 
4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4 年版「發明專利實體審查基準」 , 2-2-10 至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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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外部狀態、或檢測人體或動物體之各器官形狀或大小之方法43。 

 

第三款：對人體或動物疾病之治療方法 

 

本款所稱之疾病，包括功能不全者，只要是為了實施疾病治療而採取的預備

處理方法、治療方法或為輔助治療或為護理而採用的處理方法。 

為維持建康狀態而採用的處理方法，如按摩方法、指壓方法及建康檢查方

法，可視為預防疾病之方法，仍屬治療方法。 

 

第四款：對人體或動物疾病之手術方法 

 

所謂手術方法，包括外科手術的方法、採血方法、美容整形方法及手術所需

要的預備性處理方法。 

生物技術領域相關之投遞基因的治療方法屬於施用於人體或動物體之治療

方法，為不予專利之項目。但活體外修飾基因之方法、活體外偵測或分析生物物

質之方法、供基因治療方法用之基因、載體或重組載體，均非屬法定不予專利之

項目。 

 

第五款 發明妨害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衛生者 

「發明妨害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衛生者」由於不為社會公認之倫理道德所接

受，因此為不予專利之項目。例如，複製人的方法(包括胚胎分裂技術)及經複製

的人、改變人類生殖系之遺傳特性的方法、人胚胎的工業或商業目的之應用、由

人體生殖細胞或全能細胞製備嵌合體之方法44。 

新專利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規定：「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

方法。但微生物學的生產方法，不在此限。」，對於本款立法理由指出，動、植

物新品種不予發明專利，係依據貿易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之規定，各

會員國得就「動、植物」及主要（essential）生物學的生產方法得不予專利，

另依據歐盟（EU）98/44 指令及歐洲專利公約（EPC）第 53（b）明示排除「動、

植物新品種」，但微生物品種並未排除；而明文排除主要生物學方法不得作為專

利的標的，同樣容認微生物學之生產方法可以作為申請專利的標的，因此微生物

品種及微生物學生產方法均可作為專利標的。 

九十二年一月新修正專利法，為符合貿易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及國際立法趨

勢因此將本款進行文字修正，將微生物可否專利作明確的界定。 

 

                                                 
43 同註 42，2-2-11 
44 同註 42，2-2-12至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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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發明之特殊生物相關發明類型 

非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僅為一種單純之發現，非屬發明之類型，

不能授予專利權。自然界存在之物之發現，為單純之發現，如新發現之野生植物

或鳥類、未經分離或未經純化之微生物或蛋白質或 DNA 序列。但自然界存在之物

如經人為操作，而由自然界分離、製備並可顯現技術效果者，則為發明，例如經

分離或純化之微生物或蛋白質或 DNA 序列45。 

 

第七節 結論 
 

美國法對於可專利標的的限制，在以往係針對自然界中既存活的物質及發明

與發現的爭議，在經歷一九八零年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對 Diamond 案作出判決後，

解決上述對活體生物的爭議後，美國專利法對於可專利標的幾乎沒有限制。 

由於我國新制定生物相關發明審查基準，係參酌歐盟及日本專利制度，對於

生物相關發明可專利標的的限制，比美國專利法更為嚴格，有關美國專利法或實

務判決所許可之可專利標的，我國、歐盟及日本專利法均明文排除。例如人或動

物手術或治療方法，在美國可以作為可專利的標的，但在我國、歐盟及日本均否

定其可專利性，此種專利在我國實務上通常將此方法專利轉換成設備專利或組合

物專利加以規避，審查實務上對於此種規避專利法的現象，亦知之甚詳，在審查

實務似乎有採寬鬆的作法，只要不是明顯違反專利法不可專利標的的規定，即使

發明的本質係屬於不可專利標的，專利審查委員通常不會下核駁處分，例如治療

過敏的方法是不能申請專利，但申請人可以改寫成可以治療過敏的組合物，規避

不可專利之規定。 

因此，我國專利法雖然有明文規定，不可專利標的，但實務的審查似乎採取

較寬鬆的認定，只要申請專利的發明標的，不會直接違反專利法的規定，通常可

以進入實質審查程序，因此，不可專利標的的明文規定，除非是動、植物本體專

利外，似乎無法發揮規範效果。 

 

 

 

 

 
                                                 
45 同註 41 , 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