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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因科技的研發成果除了得做為研究工具外，終端產品服務如基因檢測或基

因治療等則皆具有醫療功能效益，不僅有高度潛能發展成個人化醫療的應用，更

有助於減緩國家於健康財政的支出負擔。此外，以基因科學為技術基礎的生物科

技產業，亦多被各國列為重點發展的產業類別，且現今尚處於持續向上攀升的態

勢。然而，有鑑於基因科技同時具備生物不確定性和累積創新特性，造成專利法

在其發展上雖扮演極重要的推動角色，但因為成果多具有上位且必要近用的性質，

而與專利法所保障的發明性質以及所享有排他權能呈現某程度上的扞格牴觸，進

而在實際適用上產生諸多疑義和問題。是以，究竟如何透過調整和再造專利法和

相關法規範的解釋，解決現行適用上的問題，並且增進基因科技的研發動能，促

成基礎研究的承接和鼓勵後續創新和商業化，最終帶動整體生技產業的蓬勃發展，

實乃本論文的問題核心和研究目標。 

 對此，本論文將聚焦於基因科技研發成果的專利保護要件解釋上的疑義，以

及生技專利的授權實務所面臨的困境應如何處理此二議題，並以美國的法制規範

和實務見解作為討論模板，透過文獻回顧和比較分析法，輔以技術評價、產業影

響評估和政策評析，提出一整體宏觀性的最佳政策模型，且逐一具體套用至各該

政策槓桿的解釋和運用中。是以，本論文乃嘗試透過一次到位的方式，使專利適

用於基因科技發明上，得直接調整成最佳的適用狀態，以節省逐步微調或立法再

造的成本和不效率，並且真正達成生技產業創新發展之目標。 

首先，於第二章詳盡介紹基因序列、基因改良之生物材料、基因檢測和治療

方法，以及胚胎幹細胞此四個研發領域的技術內容，以及基因科學在產官學的互

動實務和發展現況，並點出歷經誘因機制的轉變所生的適用疑義和近用問題。其

次，在第三章則是先探求經濟政策擬定和執行的法理基礎，並闡釋專利法和相關

法制具有經濟政策容納性和得依據技術特性予以調整的性質。再者，依憑上開理

論基礎提出一較佳的政策模型，即區分專利保護和專利行使階段，前者的專利保

護要件的解釋上，應貫徹貼近技術實務和充分誘因保障的政策思維。並且挑選爭

議性較高的專利適格性、產業利用性、進步性和據以實施性，以及附隨相關的書

面揭露要件，在第四章具體討論適用在本論文所選擇的技術子領域的專利保護要

件判斷上，進而提供全面性的實務見解認識和橫向的比較基礎加以介紹和評析。

相對的，後者的部分則是依據現行仍維持尚屬公開的授權風氣，僅需採取低度的

管制密度的合宜近用政策思維，以維持市場具備適度的自主型塑空間。因此，在

第五章就專利近用相關的爭議類型所涉及的專利濫用、相關授權約款細節、授權

促進措施、所能主張的試驗免責範疇，以及強制授權、法定授權和介入權的討論

中，透過立基於本論文提出的政策模型，加以檢視實務見解和競爭法指導原則所

闡釋的合法判斷之妥適性，並且逐一選擇合適的技術子類型作為評論的模板，提

供縱向的具體應用情形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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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第六章結論的部分，除了重申此政策模型的適宜性，並嘗試將此模

型套用至歐洲和我國的專利法和相關法制的解釋和適用上，並提出相關革新的建

議，促成各國的專利法制的實際適用均得引介此政策模型，進而成功促成各國生

技產業創新發展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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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otechnology inventions can serve as research tools as well as some end 

services such as genetic testing or gene therapy. Not only can the biotechnology 

inventions apply to personal medical treatment, but they can also alleviate the burden 

on public health subsidization of government. Besides,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is 

growing prosperously and its development is also on the top priority of many 

countries.  To deal with the biotechnology uncertainties, patent law ensures great 

incentives in the innovation of biotechnology R&D. Nevertheless, the nature of the 

biotechnology inventions, which is hard to distinguish with natural phenomena or is 

somehow essential for follow-up improvements, makes it hard to become the subject 

matter of patent law, and conflicts with patent’s exclusive right. In order to spur the 

innovations of biotechnology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basic research, the core issues 

are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mentioned above. 

The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wo parts. One is the adjustment of patent law 

interpretations in biotechnology inventions’ patentability. The other is the solution to 

the difficulty of the biotechnology patent access. The dissertation intends to propose 

an optimal policy model,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policy levers in patent law 

interpretations concretel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ing, technical analysis, industri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 of United States’ legal system and related 

court opinions. 

The optimal policy model divides patent law into two parts: patent protection and 

patent using. For patent protection, the explanations of patent law should take 

technical practices into considerations and ensure ample incentives for bio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 patent using, since the licensing practice of patented 

inventions still keeps sharing and common in the marketplace nowadays, only loose 

regulations are needed to ensure the useful access to patented inventions.  

Chapter four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del to specific subfields, 

including related court opinions and optimal interpretations of invention’s 

patentability, useful, nonobviousness, enablement and written description. Chapter 

five discusses about various types of the patent access controversies, inclusive of 

patent misuse, licensing clause, licensing-facilitated measurement, research 

exemption, compulsory licensing and march-in right issues. Still, by applying the 

model to selected subfield inventions, chapter five evaluates the appropriateness of 

court opinions and antitrust guidelines. Finally, the conclusion restates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policy model, and tries to influence the interpret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Europe and Taiwan paten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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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the dissertation tries to optimize the interpret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patent law once and for all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developments and reduce the cost and inefficiency of continual further legislations. 

 

 

 

 

Keyword: biotechnology, genetic engineering, biotech industry, gene patent, 

genetic modified material, genetic testing, gene therapy, embryonic stem cell, 

academic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 Bermuda principle, The Bayh-Dole act, patent law, 

patent protection, patent access, policy, patentability, subject matter, patent eligibility, 

useful, nonobviousness, enablement, written description, patent misuse, antitrust law, 

competition law, tying arrangement, materials transfer agreement, reach-through 

royalty, patent pool,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experimental use, compulsory license,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 asymmetric regulation, march-in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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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項 研究動機及目的 

隨著科學家 Watson 和 Crick 成功解開去氧核醣核酸等遺傳因子的化學結

構，以及人體基因體序列計畫此跨國性大型研究的完成，並且伴隨著更有效

率的定序技術方法一一問世，造就基因科技領域中的基因與疾病之間的關聯

性等基礎研究，以及相關應用開發漸漸開始蓬勃發展。而生技產業即是以基

因科技為基底，針對基因、蛋白質等生物材料為研發標的，運用分子生物技

術，生產製備對於特定疾病有檢測預防乃至治療功能等產品，或作為研發工

具之基因改良生物體和相關生物材料。 

鑒於基因科技研發的終端產品服務對於人類健康福祉甚有助益，且能某

程度緩解政府的財政支出負擔，是以，倘若具有提升研發效率的研究工具，

抑或是得直接應用於人類的檢測或治療方法或相關產品服務等，能夠有研發

單位投入相關領域的研發，甚至有投資業者提供資源的挹注，進而加速研發

的完成並且從事商業化開發，實能有效地增進整體社會效益。但是，生技產

業與製藥產業的研發性質上雷同，多需面對高度的生物不確定性，即便於相

關先前研究或發明已指示出可能的研發方向，卻仍存有高程度失敗的可能性。

依此， 現行的生技產業發展上，多仰賴專利法制所提供一定期限的排他權做

為誘因，促使發明人和相關投資者願意投入心力和資金進行研發，並履行公

開揭露義務促使研發成果內容得受後續研發者學習之，進而幫助其他研發得

以學習，並立基於此基礎之上再為精進。藉此，達到鼓勵研發創新和產業發

展之目標。 

然而，生技產業係以存於自然中的生物知識和相關生物機制資訊作為專

利保護之標的，本質上即帶有究係發明或發現的模糊難分之爭議，且倘涉及

人類者亦具有較高程度生物倫理問題。此外，基因科技之研發成果某部分係

來自於政府提供資金予相關學術研發機構，過往多以學術成就之誘因而非申

請專利作為鼓勵創新之誘因機制。從而基因科技成果是否符合得申請專利之

適格性，以及倘符合時其他後續專利要件之標準究竟該如何界定，較能達到

促進創新之政策目標，乃屬生技產業創新發展上面臨的最核心之問題。再者，

由於基因科技具有基礎和應用研究牽連難分之特性，若針對基因序列或相關

上位研究工具以專利保護，於同領域下的研究和下位產品開發上則需面臨專

利授權的磋商程序，但因專利數量增生伴隨著交易成本的提高，恐產生阻礙

研發創新和產業發展等情。此時，此部分爭議乃究竟該如何運用專利制度或

相關法制所內含的因應措施，或者如何借助促進授權措施等加以防範，進而

滿足基因科技的累積創新特性，亦屬重要之課題。 

故而，在面對生技產業與專利法制互動間存有專利保護和專利近用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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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爭議時，固然有諸多論者分別就基因科技的各該技術子領域，以及不同的

要件和措施提供了調整解釋和立法再造等零星點狀的建議。但是，是否有辦

法以一上位的政策模型，透過整體性、宏觀性地針對專利法中所明文的要件

和措施的解釋及運用，並搭配公平交易法的細緻操作和授權契約約款的具體

應用，以一次到位的方式使專利適用於基因科技上，調整成最佳的適用狀態，

進而達成生技產業創新發展之目標，即屬本論文欲處理之問題。 

 

第二項 問題意識 

在處理專利法適用在基因科技的相關爭議之前，首先須辨明者，乃基因

科技和生技產業的創新發展上與專利制度互動的發展脈絡，進而探求其等之

間是否存有適用上的必要性和適當性。倘若此前提得以受肯認，始有進一步

探討各該專利要件和相關措施如何調整再造的實益。是以，本論文將以基因

科技過往發展上曾經經歷且現行尚存的非商業利益的學術誘因機制，與專利

制度能提供的誘因機制做比較，並且以生技產業的實際發展現況探討與專利

制度之間的關聯性，再加上評析此發展歷程中萌生的科技創新立法之草創背

景，以及日後所帶來的變遷和實證影響，最終回應究竟現行的生技產業發展

上所需的創新動能，是否應由專利制度所主導。 

 接著，確認專利制度應作為基因科技創新和生技產業發展的主要誘因機

制後，則下一步需探求本論文欲以政策模型套用至專利制度和相關法規範各

該要件的解釋和運用的法理可行性。此部分將涉及各國的憲法對於財產權的

保障下，政府高權得否出於公共利益的維護而進行介入和干預，以及該國的

經濟體制對於計畫經濟政策的容許性。當此二前提條件亦被確立後，則應進

一步探究專利制度的解釋和應用上，是否具有因應基因科技的技術特性和產

業性質，以及現行適用狀況所生的經濟影響，而作出政策上回應的性質，並

且得在各該要件和措施上加以落實。並且，本論文欲嘗試提出的宏觀政策模

型此政策手段，經過功能最適理論的比較而決定交由法院系統予以執行，此

情除了有無違反權力分立的政治原則外，亦需探討是否有優於其他類型的規

制模式。此外，本論文所提出的政策模型，使各國得以根據國內產業現況和

經濟政策，進而調整或更動專利制度的實際適用，是否得符合國際條約下的

適用一致化要求，亦有討論之必要。 

 當上開前提均受肯認，即專利制度應作為基因科技和生技產業發展創新

的主要誘因機制，以及憲法誡命、經濟體制和專利法制皆容許得依照現行適

用狀況所產生的相關疑義和困境，擬定合適的創新政策內涵，並仰賴相關法

規範所內含的政策槓桿加以實施，進而解決問題而終促成生技產業的創新發

展。實而，其中本論文所欲解決的基因科技專利適用爭議，大抵區分為二類，

分別為專利保護要件的適用疑義，以及專利主張和行使上所生的近用困境。 

首先，專利保護要件的適用疑義的部分，基於基因科技領域的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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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與自然產物和自然現象有高度的關聯性，導致成功分離純化或製備的生物

材料產品，抑或是立基於對於生物功能機制運行的了解而實施檢測或治療等

方法，皆產生成果的性質究竟屬於發現或發明，實難以辨別。惟，自然產物

和自然現象過去皆歸類為屬於公眾得自由使用的公共財，且同時具備最上位

的研究工具性質，而屬於法院實務見解明示排除可專利私有化的範疇。是故，

究竟基因科技的研發成果有無符合專利適格性，以及具體的判斷標準應為何，

畢竟此直接牽涉著相關研究計畫的開啟、進行和後續的投入狀況，實屬於最

核心之議題。 

再者，基因科技的累積創新特性使然，造就相關成果發明雖然無法直接

應用於商業市場供全體公眾近用，但卻提供了諸多研究貢獻，或甚至本身得

供作幫助後續研發更有效率的研發素材。此時，此等功能傾向究竟應否納入

成為得該當專利產業利用性中的實質性之內涵，亦有所爭論。另外，固然基

因科技的研發中普遍面臨著生物不確定性，而造成即使依據相關前案發明成

果的基礎和建議進行研發，仍容易產生偏異的情形。然而，隨著新穎的研究

工具推陳出新以及背景知識越加深厚紮實，現下的研發進行上所遭遇的生物

不確性已大不如前。此時，究竟基因科技發明應具備多少程度的技術貢獻，

始能滿足核發專利保護之進步性門檻。 

最後，基因科技所研發的生物材料或技術方法，可能因為基因的退化型

態和生物物種之間的同源性，存在著一定程度的重現性。此時，隨著技術水

準漸漸提升的狀態下，倘若專利申請人藉由少數的成功實施例，卻欲將廣泛

的應用型態或橫跨不同物種的可能實施狀況，涵蓋至其專利權利範疇中時，

究竟應當如何決定此等對應的關係的容許性，此乃專利據以實施性所欲處理

的問題，甚至亦衍生是否需考慮借助書面揭露要件之疑義。 

而在專利主張和行使上所生的近用困境的部分，乃一旦基因科技之研發

成果仍通過上開專利要件的審核而取得專利權保障之後，將因為研發成果本

身的研發工具特性推導出程度不一的近用必要性。然而，隨著授權實務上發

發展出諸多不同的授權型態和約款內容，舉凡專屬授權，或是在非專屬授權

中搭配生物材料移轉協議，抑或是在權利金計算上採取延展性授權金的模式，

此時則產生相關授權情形是否有溢脫出專利法制的合法範疇，或有無違反競

爭法的疑慮，甚至衍生出研發創新所需的近用需求得否被滿足、對於尋求授

權方加諸多少程度的洽談交易成本風險和授權期間所需履行的負擔，以及造

成技術領域研發創新和市場競爭甚至公共衛生的影響等問題。 

另外，基因科技的研發上於數十年內已有數量可觀的成果發明出爐，專

利權數量亦相對地增加許多，但卻歸屬於不同的研發單位，造就了現下的專

利叢林困境。是以，究竟該如何善用專利法制和相關法規範，以及借助授權

實務所發展出的授權促進措施，並引導至合適的技術子領域中，以滿足研發

各該近用需求，進而提升創新發展效率和促進成果商業化，亦屬重要之課題。 

最後，倘若個案的授權情形確實產生了限制競爭的效果，或甚至發生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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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劫持或壟斷等情，此時相關主管機關是否有必要介入干預，以及如何決定

發動的判斷基準，且對於後續授權意願和誘因保障等的影響又為何。此外，

管制密度是否將因相關成果專利的產出來源從自於政府資助的學研機構，而

有所不同，均有必要進一步的思索和探究。 

 

第三項 研究範圍與方法 

首先，本論文的研究對象係以基因科技和所屬的生技產業為討論中心，

其中基因科技雖然包含基因序列、基因檢測方法、基因治療方法和基因改良

生物及作物等子技術類別，但本文將聚焦於涉及上位研究工具和得做為後續

醫療應用此二部份的技術領域作為討論核心對象，故僅側重於基因序列、基

因改良之生物材料、基因檢測和治療方法，以及胚胎幹細胞此四個子技術領

域，而不特討論作為糧食食品的基因改良作物等技術類型，合先敘明。 

其次，在探討的議題設定上，本論文雖然係著眼於基因科技的技術特性

和生技產業的市場性質，所導致於專利制度實際適用上與其他一般技術類別

有相異及扞格之處，但礙於篇幅且避免討論失焦，本論文將側重於專利保護

要件和專利授權爭議此二層次的問題上，而不特討論生物倫理、生物風險、

專利耗盡、專利侵權訴訟和禁制令等議題。此外，在專利保護要件的部分，

本論文亦僅側重在爭議性較高的專利適格性、產業利用性、進步性和據以實

施性此四個專利要件和相關判斷內涵，而不另討論新穎性和明確性等其他要

件。而專利授權爭議的議題上，本論文則係著重於專利核准後行使權利時所

遇之影響市場機制的專利濫用、相關授權約款細節、所能主張的試驗免責範

疇，以及授權促進措施和涉及公共利益之介入權和強制授權而言，特此說明。 

而本論文主要之研究方法將採取文獻分析法，以得搜索之紙本和網路形

式的期刊資訊等做為參考文獻範圍，交叉比對相關資料勾勒出現行生技產業

運作和發展的現況和法令適用狀態。接著，再針對生技產業於專利中所涉及

之爭議，將以政策思維仔細推敲技術發展和產業現況與法規範適用間互動的

妥當性，並整理國內外學者之意見和建議，嘗試提出本文認為最符合產業創

新政策的解釋和適用方法。 

執此，針對生技產業的技術和產業發展歷程和實際現況，乃屬本論文在

討論政策思維中重要的事實面，從而，本論文將以生物科技中的相關教科書、

學術期刊論文和新聞報導等，將基因科技技術發展完整呈現。而在生技產業

的部分，亦將從官方和產業界針對生技產業的統計數據和評論，試著描繪出

產業全貌及發展現況。再者，於法規範的部分，本論文將檢索並閱覽所有相

關條文，搜尋相關指標性之標竿判決和具前瞻性之新穎判決，和回顧相關學

術期刊和碩博士學位論文，以呈現專利法和相關法規之沿革以及實務判決發

展歷程。其中，將以本文所提出之政策模型，評析判決見解、立法變革以及

學者所提出的解決方式，探究各細部的妥適性以及尚未解決或衍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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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驗證本文的因應方法的可行性和妥適性。 

另有鑑於美國乃生技產業發展重鎮，其相關之技術發展、產業規模、法

令的變革尚領先於我國，故其等產業現狀與法律規範實有借鏡之處。從而，

本論文將以美國作為探討政策思維運用至專利法解釋和運用的核心實例，透

過探討美國國內產業現況以及與法令適用的互動情形，以及相關判決所闡釋

的見解，搭配相關學者的評析和討論，最後再以本論文提出的政策模型加以

具體應用，嘗試得出並驗證最符合生技產業創新發展目標的適用狀況。此外，

在結論處將一併敘及本論文所提出的較佳的政策模型，理論上亦應能同時適

用至歐盟和我國之中，但其等現行專利法和相關適用情形上卻存在專利適格

性上的立法限制。是以，結論的文末將評析應當如何調整以利套用本論文所

提出的政策模型，進而最終亦能相同達到生技產業的發展創新之結果。 

 

第四項 研究架構與內容 

本論文在章節的安排上，首先在第二章的部分將探討的核心主題即基因

科技的定義、特性，以及本論文聚焦的四個子技術類型相關的技術內容均予

以介紹，輔助讀者在閱讀時得以知悉或參看相關技術的基礎內涵。再者，基

因科技的技術發展歷程中因科技創新法案的提出，而影響產官學的互動變遷，

並且歷經誘因機制的轉變，是以，除了分析學研機構和生技產業各自的特性

和發展現況外，同時亦針對現今所遭遇之爭議情形加以說明，進而初步建構

出本論文的問題意識。從而，第二章的功能主要係落在詳盡介紹技術內容、

學研機構運作、學術社群合作、產業市場互動，以及政府在此研發過程中扮

演的角色，藉此從中帶出專利制度已然成為現行生技產業發展的重要核心動

能，但實際適用上卻出現諸多疑義和問題尤待解決。 

其次，在第三章的部分則係從專利法的立法背景所牽涉的財產私有制度、

經濟行政理論和立法過程，探求專利法制具有的經濟政策手段之性質。並且，

從專利法的立法目的和法規範內容觀之，亦推導出得引介諸多經濟理論和因

應技術性質，作為建構政策槓桿操作的基本框架。依此，本論文針對第二章

所聚焦的專利保護要件疑義和專利近用爭議，提出本論文認為應當側重的上

位政策思維內涵，並逐一針對本論文側重的政策槓桿說明在方向上應當如何

調整和再造，進而建構出得達到促進基因科技創新研發和生技產業蓬勃發展

的最佳的政策模型內涵。其中，再透過功能最適理論的比較、權力分立原則

的檢驗，以及與其他的政策規範模式的優劣對比，最後再討論是否有與國際

條約所闡釋的一致性要求相符，確認本論文所提出的政策模型的適當性。故

而，本論文的第三章主要係探討以專利法作為生技產業創新發展的政策手段

的法理可行性後，並依循基因科技和生技產業之性質導引專利法的解釋和適

用。因此本論文在此章嘗試提出同時貫穿專利保護和專利近用此二階段的一

宏觀性的政策思維，形成具有整體面向的政策模型，並作為後續細部討論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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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保護要件適用至各該技術領域，以及相關專利近用問題討論的總論基礎。 

第四章的部分，則係承繼著本論文在第三章所提出的政策思維和模型，

針對較具爭議性的四個專利保護要件的調整和再造，具體貫徹至本論文所挑

選的四個子技術類別中，進而辯證本論文的政策模型具有充足的適當性。其

中，首先以基因序列此技術領域為例，探討各該專利要件的發展歷程，並且

藉由較具代表性或新穎的實務判決個案，介紹判斷內涵及實務見解的發展變

遷。再者，本論文將分別依照技術評價、產業影響和政策思辨等不同面向，

針對實務見解和相關學者建議的優劣加以評析和比較，最終再具體闡述出本

論文認為最佳的政策槓桿操作結果，作為各段落的總結。其次，在其他三個

的技術領域中，本論文礙於篇幅則將聚焦在較具爭議性的專利要件予以詳細

討論，亦將具體說明應當如何細緻的調整和改造。是故，第四章主要係將本

論文所提出的政策模型中的專利保護要件的調整政策思維，具體落實在基因

科技的橫向不同的技術子領域中，進而提供實際套用後的較佳適用情形之想

像，亦同時重複驗證本論文提出的政策思維所具備的優勢，確實有助於促成

基因科技和相關產業創新發展的政策目標。 

而在本論文的第五章部分，則是探討當基因科技發明成果獲發專利後，

在與專利權利人洽談授權時，所可能遇到的各種談判情況，以及不同的授權

型態和約款內容，進而對於欲尋求近用的一方造成和衍生交易成本過高，或

是負擔不對稱的義務內容等問題，實應當如何解決和因應。對此，本論文認

為不應迫使尋求授權者藉由非法的專利侵權，加以滿足其研發或商業應用所

面臨的近用問題，反之，應當立基於本論文於第三章所提出的政策模型，即

是運用專利法制、競爭法制和科技創新法案所內含的政策槓桿予以因應處理。

是以，本章即是分別針對專利濫用理論和判斷內涵的發展及日後與競爭法之

間的匯流、生物移轉協議和延展性授權金之授權約款細節、得引介專利集管

和標準必要專利等授權促進措施、所能主張的試驗免責範疇，以及涉及公共

利益之強制授權和相關法定授權加以解說和評析，並闡釋套用至較適宜的技

術子領域之具體運用情形。故而，第五章即是闡述具有上位研究工具性質的

成果發明，以及得直接應用於醫療活動的產品服務等，均能透過原先即作為

因應專利授權近用的政策槓桿實際運用上的調整和變革，而獲得研發上和商

業應用上的近用滿足，實而不僅能有效達到精進創新的延續和促進生技產業

的發展，亦回頭深化專利保護要件立基於側重誘因保障思維的正當性基礎。 

最後，於第六章的結論與建議的部分，則是一一回應本論文所提出的問

題意識，並確立本論文政策模型的試提出，係具備充分的法理可行性和政策

上的妥適性。此外，因本論文主要係以美國作為評析探討的原形，但此政策

模型亦可同時套用至歐盟和我國的專利法等法規範的適用中，並達到相同之

政策目標，即基因科技創新和生技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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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因科技與生技產業發展與現況 

 

第一節 基因科技之定義與類別 

 

第一項 基因科技定義和技術特性 

 
第一目 基因科技之定義 

 

在定義基因科技(genetic engineering)之前，首先須先了解其上位技術概念

之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1 。生物科技，以其技術特徵為出發之定義，乃「針

對生物其本身、部分生物材料、產物或作為模式生物，運用基礎科學和技術，

改變活體或非活體物質之性質，進而生產知識、製備產品或提供服務2」。往

昔最廣為人知的傳統生物科技之例子有二，一為以嫁接技術生產帶有不同植

物特性之混種植物(hybrid)，另一則為透過酵母菌低溫低氧的環境下使穀類發

酵成酒品。而本論文討論之基因科技，則特以遺傳物質和相關分子為核心對

象，透過分子生物技術(molecular biotechnology)，製備帶有研究面向或具有檢

測、預防、治療等醫療功能之生物或生物材料等相關產物。 

而在應用面向上，基因科技亦屬醫藥科技(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的一

環。醫藥科技主要係聚焦於醫療應用之面向，其中經由發掘自然界有機或無

機產物的活性成分(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亦有透過化學作用直接合

成有醫療效果之化學藥物。而基因科技則係除了運用分子生物技術針對生物

或相關遺傳物質進行改良，且透過生物工廠予以生產或直接製備具有醫療效

果之生技藥物(biopharmaceuticals)3。又，以特定基因為標的進行修正調整之

                                                       
1 多有人將「基因科技」和「生物科技」兩詞混用，認屬同一概念。實而，生物科技可追溯

至過去透過傳統生物學方法所進行之動植物品種改良等，而係緣於現今科技發展，而使發展

方向漸漸轉向以高科技之基因工程技術直接針對基因等遺傳物質為標的進行改良或研發。從

而，由現時的角度觀之，兩詞所代表的技術看似雷同，但並不影響生物科技一詞仍有更廣泛

地包攝至非直接進行基因改造之科技領域範疇。 
2 OCED, Statistical Definition of Biotechnology from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sti/biotech/statisticaldefinitionofbiotechnology.htm (last visited: 01/05/2017)。
該組織透過統計調查方式提供二種定義內涵。其中本文所採之單一論述定義(The single 
definition)，其原文為: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living organisms, as well as 
parts, products and models thereof, to alter living or non-living materials for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goods and services.”另一則為列表式表述之定義(The list-based definition)，惟該組

織認為尚需加入”其他(Other )”之分類，以防止掛一漏萬並以貼近科技發展的脈動，本文亦贊

同之。 
3 亦有被稱作「生物製劑(biologics)」或「大分子藥物(macromolecule)」，前者係表彰此等具

有醫療效果之分子是源於生物所生產或萃取所得，而該生物和該特定分子係經過分子生物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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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治療方法亦屬於醫藥科技中治療方法的類型之一4。再者，亦得運用基因

科技進行深度遺傳和病理關聯性和細部機制之研究，並透過針對特定分子的

表現和變化進行偵測，確認新藥候選的有效性，以加強篩選新藥之效率和準

確度5。故而，基因科技於應用上亦可做為醫藥科技上游篩選之技術，以及以

此製備候選新藥的方法。 

 

第二目 基因科技之技術特性 

 

一、生物不確定性 

 本文所論述的基因科技，肇因於其研發的對象係針對生物體遺傳物質和

相關生物材料與特定生物功能之機轉間的互動關係為主，但是其等之間的互

動係處於微觀層次而無法直接觀察，再加上相關研究環境亦多位於活體(living 

organism)中，故同時存在著諸多未知的物質和尚未解構的機制皆可能對於該

等交互作用產生影響。從而，造就了實驗研究過程中的變數因子甚多，不僅

造成研發的複雜困難性高(complex)，並導致研發風險甚高(risky)、研發的時

程冗長(time-consuming)和研發成本高昂(high cost)的性質。此外，相關的實驗

結果仍可能存在諸多未解的現象於其中，造成研發成果的片面正確性，除了

有待諸多驗證和後續研發始能真實確認其等間的因果關係外，相關研發成果

的教示功能亦受限制，而後續研發雖然能以其為基礎之上進行更深入之研

究，但仍將遭遇諸多無法預見之研發風險。故而，基因科技具有俗稱的「生

物不確定性(biotechnology’s uncertainty)」的技術特性6。 

 

二、累積創新特性 

鑒於基因科技的成果產出多屬於知識資訊和技術內容之性質，並且因為

前述的生物不確定性，造就此技術領域的研發創新除了開闢新穎的未知領域

外，則需憑藉著既存的技術內容為基礎，不論是單純深化精進或結合其他現

有的技術類別，進行改良(improvement)或進一步調整(further change)，進而創

造功能或效率更佳的研發成果。此外，相關研發成果為了得最終應用於研究

開發或醫療應用上，無非需將初始階段性的知識技術尚存在的未解問題全然

解開，始能排除實施上的不確定性因素，進而造就應用上的安定性和安全性。

故而，當能維持上開改良研發的循環不斷持續運行，將能有效促成相關研發

                                                                                                                                                     
術改良之作用所生；後者則為依照分子量大小而與化學合成之小分子藥物進行區隔所命名。

由於生技藥物本身帶有的生物性，而具有碳氫和氮元素交互鑑結並組合成特定之結構，從而

分子量多遠大於化學藥物。 
4 Agnieszka Stryjewska et al., Biotechnology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in the new drug 
development. Part I. DNA technology and recombinant proteins, 65 PHARMACOLOGICAL REPORTS 
1075, 1075-76 (2013). 
5 Heinz Neumann et al., Synthetic biology approaches in drug discovery and pharmaceutical 
biotechnology, 87 APPL MICROBIOL BIOTECHNOL 75,79-80 (2010).  
6 Dan L. Burk and Mark A. Lemley, Biotechnology's Uncertainty Principle, 54 CASE W. RES. 691, 
732-3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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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不斷疊加，進而累積知識精進技術，最終達成技術創新發展之目標，

是以，基因科技亦具有累積創新(cumulative innovation)之性質7。 

 

第二項 基因科技之技術類別簡介 

 

第一目 基因結構和中心法則 

基因科技如前所述係以帶有遺傳功能等物質作為主要研發之標的對象，

從而遺傳物質究竟為何以及其特性尤為重要。 

遺傳，意指某特定性狀(phenotype)於不同血緣世代間表現與否具事實上

因果關係之現象。而性狀之內容可包含外顯性的身體特徵以及內生性的生理

和病理狀態等。往昔農作者和畜牧者早已知悉此等遺傳原理，並透過傳統生

物學方法產出具有特定性狀表現與否的農作物和畜產品。此外，人們過去親

子關係之認定亦藉由分娩的子女與夫家親屬的身體特徵比對而得以初步確

認。然而遲至 1865 年遺傳學家孟德爾針對經由比較不同方式雜交的碗豆的性

狀表現，進一步提出顯隱性(dominant and recessive)、同異源(homozygous and 

heterozygous)等相關之遺傳概念。惟當時孟德爾仍無法找尋到具有遺傳功能的

確切物質，從而後繼科學家對於生物中所含可能的物質進行篩選後，Walter

科學家則透過遺傳現象觀察提出遺傳物質即是存在生物體最小單元之細胞內

的染色體(chromosome)。日後於 1953 年 James D. Watson 和 Crick 等科學家則

以 X 光繞射(X-ray diffraction)將遺傳物質的結構顯示於影像中，成功解開去氧

核醣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 下稱 DNA)之結構。其乃由兩股分別透過五碳

醣以磷酸二脂鍵(phosphodiester bond)連續鍵結形成的螺旋狀結構，並由含氮

鹼基(base)將雙股結構互相連結而成。含氮鹼基則有腺嘌呤(Adenine，簡稱

A)、胸腺嘧啶(Thymine，簡稱 T)、胞嘧啶(Cytosine，簡稱 C)和鳥嘌呤(Guanine，

簡稱 G)，而其中有 AT 和 CG 互相配對之關係。而因兩個五碳醣透過鹼基相

互連結者屬 DNA 之基本單位，故又被稱之為核苷酸(nucleotide) 8。 

隨著染色體中 DNA 的結構被解開後，於進一步的研究發現，遺傳機制和

特定性狀表現與否之間的關聯，係透過 DNA 轉錄(transcription)產生核醣核酸

(ribonucleic acid，簡稱 RNA)9，再經轉譯作用(translation)生成多肽(peptide)進

而執行後續的生物功能。具體而言，當細胞欲進行或表現生物功能時，細胞

核內 DNA 纏繞而成的染色體係，細胞核內的 RNA 聚合酶(RNA polymerase )

會解開染色體的螺旋結構，並辨識其中纏繞的 DNA 上的啟動子(promoter)，

                                                       
7 Carlos M. Correa, PROCEEDINGS OF THE 2002 CONFERENCE ACCESS TO MEDICIN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TERNATIONAL FACILITATION OR HINDRANCE?: Panel # 2: 
TRIPS and Access to Medicine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Patent System and New Technologies, 
20 WIS. INT'L L.J. 523, 525-26 (2002). 
8 JAMES D. WATSON et al.,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 5-10 (6th ed. 2008). 
9 其中，RNA 的鹼基中係由 AUCG 所組成，其中由尿嘧啶(Uracil)的 U 取代 DNA 鹼基的胸

腺嘧啶(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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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催化合成反應製造出與 DNA 鹼基相反互補的前信息 RNA(pre-mRNA)。合

成完成之 pre-mRNA 於 5’端和 3’端會具有 CAP 和多個腺嘌呤(poly-A)以穩定

pre-mRNA 本身的結構不穩定性10。接著，pre-mRNA 會被排出細胞核外而進

入細胞質中，再經 RNA 剪接(RNA splicing)的作用，使去除不具備外顯功能

之內含子(introns)並連結外顯子(exons)成一成熟信息 RNA(Mature mRNA)11。

之後，再透過核醣體(ribosome)和相關酵素與 mRNA 共同作用，讓位於細胞

質內的轉移 RNA(tRNA)按照辨識 mRNA 上的鹼基加以排序，並使其帶著對

應的胺基酸(amino acid)相互連結，最後轉譯結束後該等連結完成的胺基酸則

稱為多肽12。依此，DNA、RNA 和多肽或其所組成之蛋白質(protein)之間的轉

錄轉譯作用關係，透過多肽和蛋白質執行生物功能進而表現 DNA 的功能，又

被稱為分子生物的中心法則(central dogma)13。 

 

第二目 基因功能研究和分離片段 

 

一、 基因與生物功能之關聯研究 

遺傳物質 DNA 如前所述得透過轉錄及轉譯生成特定多肽或蛋白質，而此

等肽類和蛋白質乃帶有特定的生物功能，舉凡於發育過程或生理代謝等中扮

演各類執行、促進、抑制等交互作用之重要地位，進而形成並維持生命的持

續。故而 DNA 中鹼基排序決定了生物功能的運行與否及如何運行，而當某段

序列片段與特定生物功能被證明具有關聯性時，將以基因(gene)一詞代稱此等

有生物意義之 DNA 片段。又，須特別強調者，乃基因多具有不只一種的生物

功能(multifunction)，得在不同生理時期或不同的生物機制下表現不同的生物

功能之特性。 

而在基因與相應生物功能的探索與發現歷程中，有數種研究方法和策略

得以應用。首先，早期研究乃如孟德爾碗豆實驗般採用比較研究法，藉由針

對帶有不同外顯性性狀的植物或動物，透過無性生殖和有性生殖的方式，比

對相關子代中的外顯性狀，進而粗略得知基因與生物功能的關聯14。然而，早

期缺乏對於前述遺傳詳細機制和分子結構的掌握，故研究成果多做為提供解

析遺傳機制之用，而無從更深入了解生物功能機制或有醫療上的應用。 

日後隨著基因結構的理解以及分子生物技術的精進，再加上所使用的模

式生物(Model system)轉變為細菌(Bacteria)、大腸桿菌(E. coli)、酵母菌(yeast)、

線蟲(C. elegans)、果蠅(Drosophila melanogaster)、小鼠(Mus musculus)或是人

體細胞株(cell line)等，其本身生理構造相對簡單、生長周期較短且複製繁殖

簡易，除適合分子生物技術的操作，亦能更加掌握實驗中控制變因，以使實

                                                       
10 Id. at 380-83, 396-98, 404-410. 
11 Id. at 415-18, 422-26. 
12 Id. at 457-462. 
13 Id. at 32. 
14 Id. at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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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結果更為準確15。是以，研究者得透過先前研究成果挑選欲研究的基因序列

候選片段，或是隨機引發模式生物中基因體的突變(mutation)16，破壞其基因

序列並引發外顯性或內生性的生物功能的錯誤或失能，以觀察判斷特定基因

序列可能的生物功能。後續再透過分子生物技術針對該候選片段使其進行大

量表現(overexpression)、降低表現(knock-down)或剔除(knock-out)特定基因的

實驗進行比對確認。此二方法原理係僅針對特定基因片段設定為操作變因，

透過觀察和比較模式生物的普通型(wild type)和大量表現型或剔除型中相關

生物功能的表現與否，進而將觀察到的特定生物功能回溯至特定基因序列片

段，判定基因序列與特定生物功能的因果關聯性。 

此外，公共衛生統計及研究的發展亦能提供更為精確的比較研究，促使

在找尋基因序列候選片段的功能研究更加精確。此乃基於人類社群生活之習

性，即便於工業革命後人類遷徙的數量和範圍大幅增加，同源同種的族群仍

多傾向生活於特定空間範圍內。而同種同源的族群中由於血緣接近，則有更

高的機會代代保留住前人的突變基因序列。再藉由蒐集此類族群就醫情形及

家族病程，並針對其罹患疾病、性狀表現做更進一步的統計及歸納研究，即

可得出族群所擁有特定基因與相關生物功能具高度關聯性之統計結果。依此，

除可使基因與生物功能的比較有更多得參考的數據，對於研究方向的預測和

判斷更為有利外，亦由於此等公共衛生研究多聚焦於人類疾病的真實現況，

進而相關研究的投入能更直接地對於人類健康有所貢獻。近期，隨著技術發

展及公共衛生統計的資料累進，技術現況已不再侷限於特定族群基因進行研

究，亦可針對不同人種罹患相同疾病或具有特定性狀表現進行相關比較研究，

進而使研究範圍得以延伸且更為深入。 

 

二、 基因片段分離之目的 

當確認基因與生物功能的關聯性後，此基因則可作為分子生物技術操作

的對象，進而得以創造生產特定蛋白質等生物材料產品，或適用研究之工具。

具體而言，有透過將特定基因片段連接上質體 DNA(plasmid DNA)，再經轉化

實驗(transformation)植入特定細胞或生物的 DNA 中，進而使該基因重組的細

胞或生物得以表現該基因所含的生物功能，而提供作為生物工廠所用17；或有

利用分離後(isolated)的基因片段其對於其鹼基序列互補的DNA片段具有相連

結(hybridization)的特性，作為探針(probe)之用以搜尋相同序列內容的 DNA 片

段18。依此，分離基因片段本身得做為實驗素材或驗證結果之工具，甚至得以

應用於基因檢測等，容後詳述。 

                                                       
15 Id. at 783-84. 
16 Id. at 750-51. 
17 Id. at 746-48. 
18 Id. at 7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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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因片段分離之方法 

(一) 基因定序技術 

於欲分離特定基因片段前，首要工作係知悉該基因片段的鹼基序列，

原因為在進行分離的過程中會使用限制酶(restriction endonucleases)，其

能辨識特定的序列切點(cleavage site)，當知曉特定基因片段的序列始得

依照該序列設計欲使用的限制酶，進而於 DNA 中剪擷下僅包含該特定

基因的片段。 

實而，探求基因片段的鹼基序列之技術稱為基因定序(sequencing)。

其主要原理乃是基於鹼基本身具有前述相互配對的特性，以及 DNA 本

身會藉由 DNA 聚合酶(DNA polymerase)進行自我複製合成的性質，運用

經實驗改良過的核苷酸隨機中斷 DNA 合成作用的進行，再透過相關實

驗的觀察，辨認出特定基因片段的序列。詳細而言，初始先將含有該特

定基因片段的 DNA 片段進行 DNA 合成(DNA synthesis)實驗，透過，加

入 DNA 聚合酶、其他 DNA 合成素材以及合成帶有封閉性鹼基的核苷酸

(chain-terminating nucleotides)，其鹼基的 3’碳連接處以-H 代替-OH，故

而一旦在 DNA 合成中接上此等封閉性鹼基的核苷酸時，將無從再繼續

接上其他核苷酸。其中，早期定序係透過進行四個 DNA 合成實驗並分

別加入 A、T、C、G 的封閉性鹼基的核苷酸，進行完實驗後加入顯影劑

並導入凝膠(gel)中進行電泳實驗(gel electrophoresis)，讓不同長度片段的

DNA 依據其片段長度(bp)和結構分離並分布在凝膠中。最後再以紫外線

針對該凝膠攝影後即可從片段長度從短到長一一個別比對鹼基為何，進

而得出整體基因序列內容。爾後的技術發展則係封閉性鹼基的核苷酸亦

有標上不同螢光色並搭配電腦軟體的輔助增加辨識序列的效率，或是開

發出於管柱(columns)進行 DNA 合成而直接辨識序列內容的定序機器

(sequenator)19。 

 

(二) 基因單純分離 

基因單純分離(gene isolation)乃直接由存在於生物體的 DNA 中直接

擷取該特定基因片段而言。首先，針對確定欲分離之基因片段分析其所

含有的鹼基序列，找出藉由得以辨識相對應切點的限制酶後，使該限制

酶進行反應而將 DNA 切成不同長度的片段，而其中包含欲分離的基因

片段。接著，再將經限制酶作用後的 DNA 導入凝膠中進行電泳實驗，

讓不同長度片段的 DNA 依據其片段長度和結構分離並分布在凝膠中。

                                                       
19 Id. at 7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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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以同時進行電泳的 DNA 標記(DNA marker)作為判斷欲分離基因片

段的位置所在，並將該位置的凝膠切除後進行純化即完成基因的分離20。 

 

(三) 互補 DNA 的製備 

如前所述當基因欲表現及進行生物功能時，需藉由相關酵素的輔助

進行轉錄和轉譯的作用，以生成多肽或蛋白質始能為之。而在轉錄的過

程中，前文亦有提及當轉錄後的 pre-mRNA 經由 RNA splicing 的作用而

去除內含子(intron)此不具外顯性生物功能的序列片段，此即代表真正涉

及生物功能表現與否的基因片段主要乃外顯子(exon)。而由於單細胞生物

本身並未區分 exon 和 intron 而不具有 RNA splicing 的作用21，則倘欲轉

化特定基因於單細胞生物如大腸桿菌時，實有必要將 intron 的部分去

除。又，因 RNA 具有於細胞中容易被分解之性質，從而有必要將其製備

成雙股型態的 DNA。從而，此等雙股且僅具備外顯子的 DNA 之製備過

程，乃先分離純化細胞中所含有的 RNA，再置入具有 poly-T 之模板

(template)，以辨認帶有 poly-A的且已經RNA splicing作用後而不具 intron

的 mRNA，再運用反轉錄酶(reverse transcriptase)的催化作用，並加入相

關合成 DNA 之素材，使 mRNA 反轉錄回 DNA 型態。最後再將原先的

RNA 分解後並加入 DNA 聚合酶(DNA polymerase) 和 DNA 之素材，使

該單股型態的 DNA 合成變為雙股型態則即告完成。此時，該經反轉錄

後的雙股 DNA 因不具有 intron 部分的序列且與 mRNA 的序列為互補之

關係，而被稱之為互補 DNA(complementary DNA，簡稱 cDNA)22。 

 

(四) 基因片段的大量合成 

基因序列片段的用途主要來自其所含的生物功能，且在實際上需要

以物質的形態存在始得實施。惟，分子生物技術之所以分子代稱係緣於

此等物質本身分子量極小，並其影響的生物機制運作亦存在於分子化學

結構間的微觀互動所生。故而於實驗中進行和觀察需求以及研究或醫療

應用上，皆有其必要放大其所生的生物功能，而尚需運用相關技術將特

定基因序列片段的數量增加。 

最廣為人知且於研發單位最為常用的技術者，乃聚合酶連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簡稱 PCR)。此係透過於生物體外循環實施

溫度調整以及 DNA 聚合酶的作用的步驟，進而將特定基因片段數量以

二次方的指數倍增。具體而言，將欲定序的 DNA 片段、特定基因序列

                                                       
20 Id. at 740-43. 
21 Id. at 415. 
22 Id. at 7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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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單純分離的或互補 DNA 作為合成模板加入溶液中，並一同加入 DNA

聚合酶、合成 DNA 的素材以及特別訂做的引子(primer)。此等引子亦係

去氧核醣核酸且其序列和部分模板的序列相同，而能與合成標的進行互

補，進而增加合成效率。實驗過程中係將溫度調高使合成 DNA 標的的

雙股結構解開而形成個別單股結構，再降溫使引子得附著上DNA標的，

同時 DNA 聚合酶開始合成作用，當完成合成時 DNA 標的之數量就成為

原先的 2 倍。只要依循此等實驗加以循環，即得使特定基因片段的數量

大量增加23。 

除上述方法以外，另亦能透過仰賴特定模式生物其生長週期和相對

應之細胞週期(cell cycle)較短之特性，代表其等的自體 DNA 複製亦較為

頻繁，而將特定基因序列經轉化作用植入模式生物的基因體中，使其伴

隨著模式生物的自體 DNA 複製，進而增加該基因序列的數量24。 

 

第三目 基因改良之生物材料 

 

一、 基因重組生物和其生產之蛋白質 

基因重組技術(recombinant DNA technology)之內涵，係指透過酵素的使

用，將所欲連結的基因以分子生物技術組合之，並使模式生物擁有該重組基

因並自行複製該基因或表現該基因並產生相關之生物功能而言25。此技術首次

突破性的實踐，乃 Boyer 和 Cohen 等科學家於 1973 嘗試在生物體外透過限制

酶和 DNA 連結酶(DNA ligase)等實驗室操作，將真核細胞(eukaryotic cell)的基

因片段與大腸桿菌的質體 DNA 相連結並轉化進大腸桿菌之中，再經由抗生素

篩選確定成功轉殖且得以表現之26。依此，發明人等所屬之史丹佛大學將此研

究成果申請專利27。爾後，於 1979 年 Boyer 和 Itakura 科學家合作，以前述基

因重組方法將帶有表現人類胰島素(insulin)之 A、B 鍊(A、B chain)的人工合

成 DNA 和經設計的質體分別相連結，並轉化於大腸桿菌中表現。接著，再運

用純化技術後將胰島素蛋白的 A、B 鍊相結合，即可生產製造胰島素28。由於

胰島素得提供糖尿病(diabetes)患者輔助儲存其血糖以減緩相關併發症的發

                                                       
23 Id. at 751-52. 
24 Id. at 758-762. 
25 Nature Education, Definition of the Recombinant DNA technology, available at 
http://www.nature.com/scitable/definition/recombinant-dna-technology-dna-cloning-gene-cloning-
7 (last visited: 01/05/2017)。該原文為”A technology that uses enzymes to cut and paste together 
DNA sequences of interest. The recombined DNA sequences can be placed into vectors that carry 
the DNA into a host cell. In this host cell, the customized recombined DNA sequence can be copied 
or translated.” 
26 Stanley N. Cohen et al., Construction of Biologically Functional Bacterial Plasmids In Vitro, 70 
PROC. NAT. ACAD. SCI. USA 3240, 3240-44 (1973). 
27 US 4237224, PROCESS FOR PRODUCING BIOLOGICALLY FUNCTIONAL 
MOLECULAR CHIMERAS, filed at January 1979. 
28 Keiichi Itakura et al., Expression in Escherichia coli of chemically synthesized genes for human 
insulin, 76 PROC. NATI. ACAD. SCI. USA 106, 106-110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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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故而此基因重組方法因得生產有醫療效果的胰島素而具高度商業潛力，

亦被申請專利保護29，此外研發者 Boyer 也因此成立全球第一間生技公司

Genetech30。 

從前述可知基因重組技術實能促使模式生物經實驗改造後，得以生產表

彰特定生物功能之蛋白質時，除得生產直接具有醫療效果的蛋白質外，亦得

製備相關蛋白來遂行調控進而影響生物功能，如生產抗體(antibody)。抗體，

又名為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是由人體免疫系統(immune system)中的

漿細胞(plasma cell)所製備，其形狀上成一 Y 字形的蛋白結構，其中上半部端

點處含有辨識抗原(antigen)的抗原連接處(antigen-binding site)。其免疫機制乃

因抗原多是以外來細菌或病毒本身存有的蛋白質，而抗體則會辨認該抗原而

連結上外來物或是被感染的細胞，再吸引嗜菌細胞(macrophage)將其吞噬並消

滅之。透過運用抗體會辨識抗原並結合的特性，得針對欲辨識的特定病毒其

蛋白或疾病病理機制中所生中間產物(intermediates)等，透過自被感染並產生

免疫反應的模式生物其脾臟或血液，萃取純化並分析得轉錄辨識該等抗原的

基因序列，再藉著轉化技術讓模式生物得大量生產相關抗體蛋白，進而作為

醫療之用31。此外，俟基因重組技術更為成熟時，則得將欲辨識的抗原注入模

式生物並使其產生免疫反應後，萃取其胰臟細胞後與特定骨髓癌細胞

(myelomas)共同培養，使其二細胞相融合(fusion)，此時該融合後的混種細胞

即可大量生產抗體。最後，再以特定抗原驗證相關混種細胞所生產的抗體是

否有辨識其的能力，即可完成製備有阻礙病理進程之具醫療效果的抗體蛋白。 

由上所述，基因重組等分子生物技術實得做為蛋白質生產和合成(protein 

production and synthesis)之用，並且經基因工程所製備的具有醫療功效之生物

材料，又可作為生物製劑或生技藥品之用途32。實而，現今技術趨勢多以醫療

應用角度針對蛋白質功能結構、純化效率、產出效能等改良為目標，回頭改

進基因重組時基因序列的設定、實驗時所採用的酵素純度和模式生物的選擇

和再改造，並從產業製造端思索規模生產時的步驟安排等，儼然已成為一有

商業利用價值之技術領域33。 

                                                       
29 EP 0055945 A2, Human proinsulin and analogs thereof and method of preparation by microbial 
polypeptide expression and conversion thereof to human insulin, filed at December 1981 but 
withdraw at December 16th 1986. 
30 Chemical Heritage Foundation, Herbert W. Boyer and Stanley N. Cohen,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chemheritage.org/discover/online-resources/chemistry-in-history/themes/pharmaceutic
als/preserving-health-with-biotechnology/berg-boyer-cohen.aspx (last visited: 01/05/2017); 
Genentech, Our Founders, available at http://www.gene.com/about-us/leadership/our-founders 
(last visited: 01/05/2017). 
31 Alexander E. Karu et al., Recombinant Antibody Technology, 37 ILAR J 132, 132-36 
(1995). See also Bernald R. GLICK et al., MOLECULAR BIOTECHNOLOGY :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OF RECOMBINATION DNA, 337-341 (4th ed.2010). 
32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What are “Biologics” Questions and Answers,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BER/ucm1
33077.htm (last visited: 01/05/2017). 
33 Germán L. Rosano et al., Recombinant protein expression in microbial systems, 5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A(341) 1, 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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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因轉殖生物 

在前述基因與生物功能之關聯研究一節中，敘及需要利用模式生物以進

行相關實驗進而研究並證明其中的關聯性，以及後續該生物功能對於生物的

生理狀態和疾病發展的影響。而在該相關實驗中區分為生物體外(in vitro)和生

物體內(in vivo)兩類，前者實驗乃係使用細胞株或是低階模式生物以減少不確

定之變因，進而較易從研究結果中解讀基因和生物功能表現與否的因果關

係；後者則是透過於哺乳類動物體內進行實驗，藉由仔細觀察其經分子生物

技術處理後的各種生理和疾病狀況的改變，進而判斷該基因的生物功能的後

續影響機制或是尚有其他可能的生物功能。而兩類的實驗亦須運用前目所述

之大量表現、降低表現或剔除的實驗方法來驗證觀察的結果和基因的關聯

性，其等實驗方法在生物體外的運用上較為簡易，得透過擇選高或低表現量

的啟動子並於其後接上特定基因序列，或甚至切除該基因序列的方式即可，

惟於生物體內者則須透過則需運用基因轉殖方法(transgenic methodology)。 

基因轉殖技術，有別於以傳統生物學方法透過誘發突變和繁殖等以製造

帶有特定性狀之生物，其係運作病毒的載體(retroviral vector)、顯微注射技術

(microinjection)或細胞核轉移技術(nuclear Transfer)，將設計好的重組基因片段

或基因組，轉染(rransfection)、植入或替換生物體受精卵(zygote)發育早期的

胚胎幹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配子細胞(germ cell)或體細胞(somatic cell)

的細胞核，進而使細胞得以表現該特定基因。接著，再將此經基因轉殖的受

精卵重新植入母體予以發育成體，此時該成體的相關細胞則皆帶有此等特定

基因，依此即可透過該經基因轉殖後的生物觀察該特定基因影響其發育過

程、生理狀況和相關病理反應34。是以，基因轉殖生物因本身具有高度研究傾

向，於 1984 年哈佛大學所屬的科學家 Philip Leder 等人則製備直接轉殖致癌

基因(oncogene)予非人類的哺乳類動物的胚胎細胞(embryo)或受精卵(fertilized 

oocyte)中，進而誘發癌症以利觀察其機轉和篩選有醫療效果之物質，並申請

專利保護之35，又被俗稱為哈佛鼠(oncomouse)。 

除上述將基因轉殖進生物體表現外，亦有需仰賴特別之技術始能將特定

基因降低表現或剔除以觀察該基因於生物體內的運作和影響。而該技術常用

有二，一為使用干擾 RNA(interference RNA，簡稱 RNAi)，另一則為 Cre–loxP

重組系統(Cre–loxP Recombination System)。前者作用機制之主體係透過 RNA

分解酶(RNase)分解環狀的 mRNA 或是雙股 RNA 而產生小干擾 RNA(small 

interfering RNA，簡稱 siRNA)、被轉錄之 microRNA(MicroRNA，簡稱 miRNA)

以及特定蛋白質共同組合而成的 RNA 誘導沉默複合體 (RNA-inducing 

silencing complex，簡稱 RISC)。此 RISC 得透過 siRNA 和 miRNA 辨識欲分

解的 RNA 序列進而將其分解，以達到抑制轉譯作用的發動。此外，RISC 尚

                                                       
34 GLICK et al., supra note 31, at 845-56. 
35 US 4736886 A, Transgenic Non-human Mammals, filed at June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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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透過進入細胞核而促使染色體DNA製造更多的雙股DNA以回饋增加RISC

的數量，以增強分解特定 RNA 和抑制轉錄的效果36。從而，當瞭解上述的機

制後，即得設計一同時包含特定基因序列且與該序列互補之基因片段，使其

被轉譯時得以因鹼基互補性而形成雙股之結構，而其形狀類似髮夾(一邊因轉

曲而封閉，另一邊則無)，而又名為小型髮夾 RNA(shRNA)。依此，當將此設

計後的序列透過病毒載體轉染近細胞內表現時，則得透過上開作用機制辨識

生物體內的特定基因片段所轉譯的 RNA，進而抑制其生物功能的運行。此外，

亦可透過針對該設計片段中前端的啟動子進行調控，進而調整抑制的效果37。 

而後者所使用得生產 Cre 重組酶(Cre recombinase)的 Cre 序列和被 Cre 重

組酶辨識的 loxP 序列皆源自於嗜菌體 P1(bacteriophage P1)。其作用機制乃當

兩個 loxP 序列方向相反時，Cre 重組酶會辨識之並將兩個 loxP 序列之間的序

列倒轉(inversion)；而在兩個 loxP 序列方向相同時 Cre 重組酶則會將其之間的

序列切除(excision)。依此，即可透過序列設計將兩個 loxP 序列設定為同方向

並含欲剔除的基因片段，利用此等 Cre 重組酶會辨識並切除之機制，於轉殖

生物體內進行剔除特定基因之效果，進而研究特定基因缺失時發育、病理的

變化38。而由於此技術性質上有利於研究的進行和驗證，故技術研發者 Brian 

Lee Sauer 科學家亦以專利權保護該技術方法和所使用的質體 DNA39。 

 

三、 基因改良誘發之幹細胞 

生物體歷經胚胎發育階段時，過程中持續複製的細胞會依照特定成長因

子(growth factor)影響其相關基因的表現量，進而逐步分化成帶有特定生物功

能細胞，爾後共同組成特定之組織(tissue)和器官(organ)。而此等完成分化後

的細胞本身已無法再轉變其生物性質，如以分化為肌肉細胞(muscle)者則難以

再分化為表皮細胞(epidermal cell)。然而，在胚胎發育早期時，於受精卵(zygote)

處於單一細胞或複製成四或八細胞等早期發育階段，該等狀態中相關細胞尚

未開始進行分化之情，而具有得經不同的生長因素的調控分化成各種細胞型

態之潛能，故又被稱為全能幹細胞 (totipotent stem cell)或多潛能幹細胞

(pluripotent stem cell)。此二類幹細胞之差異，乃前者得以分化為所有型態的

細胞，且僅有受精卵處於單一細胞時始自然具備之。反之，後者則係當受精

卵複製成四到八細胞等早期發育階段之胚胎幹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僅

具備分化成多數細胞型態之謂。而此等保有分化潛能之幹細胞具有諸多應用

潛力，如做為更深入的分析特定基因的生物功能和疾病病因和歷程之研究素

材、做為模擬人體細胞在投入藥物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成效與反應的模

型、培養患者之同源組織或器官做為移植之用，以及做為退化型疾病之基因

                                                       
36 WATSON et al., supra note 8, at 641-43 
37 GLICK et al., supra note 31, at 859-861. 
38 GLICK et al., supra note 31, at 856-59. 
39 US 4959317 A, Site-specific recombination of DNA in eukaryotic cells, filed at April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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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療工具等40。 

然而，雖此等幹細胞得應用於廣泛研究和醫療用途，但此等細胞存在於

生命形成初期階段，一旦取出將導致胚胎發育的阻礙甚至生命的終結，從而

具有高度倫理爭議。為避免此等直接取自於生命並破壞之的問題，科學家們

極力思索嘗試針對已分化後的細胞進行修飾，而不透過生命形成初期的生物

體，以創造出具有分化潛能的幹細胞。依此，科學家現今主要係針對已分化

後的體細胞(somatic cell)，將特定轉譯因子(transcription factor)41以病毒直接轉

染細胞之染色體 DNA，或透過質體 DNA 和病毒載體將 DNA 和 mRNA 於該

細胞內表現等方式，並輔以特定重編因子(reprogramming factor)增加作用效率
42，進而進行去甲基化(demethylation)和乙醯化(acetylation)該細胞內染色體

DNA 所纏繞的組織蛋白，改變分化後細胞染色體 DNA 的裸露程度，啟動回

復該細胞的分化潛能43。從而，此等經作用而回復分化潛能之細胞又被稱為誘

發性多潛能幹細胞(induced pluripotency stem cell，簡稱 iPS cell)。 

 

第四目 基因檢測 

當完成階段性基因與生物功能的關聯性研究後，則得約莫推測於特定基

因中若已存在足生影響生物功能的進行之缺陷或突變時，於人體的發育過程

或生理機制恐將發生障礙而產生疾病或引發癌症。然而，由於變異基因藉著

其所產生的錯誤生物功能要影響到整個生物體的運行，其中亦可能需要後天

環境因素的交互誘發，以及因不同病程所需的作用時間長短等。而治療方針

即是針對此等病理現象進行預防或是修正甚至中斷，進而使人體回復正常生

理運作而維持健康。依此，為避免在病情惡化後始介入治療，實有必要預先

透過檢測人體的基因體，以知悉可能罹患或引發疾病的機率，進而評估後續

的預防和治療策略。從而，基因檢測(genetic diagnosis)乃屬基因功能研究成果

的醫療上應用。 

在基因檢測的發展上，首重精確(specific)、敏銳(sensitive)和簡易(simple)

三者。實而，基因序列中的些微差異皆可能導致生物功能障礙的樣態迥異，

惟，基因序列中亦帶有密碼子退化現象(codon degeneracy)，在轉錄的過程中

係以三個鹼基作為一組密碼子而對應至相對的胺基酸，而其中有數個密碼子

                                                       
40 Vimal K. Singh et al.,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 applications in regenerative medicine, 
disease modeling, and drug discovery, 3 FRONTIERS IN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2A) 
1, 4-12 (2015).  
41 其中主要的轉譯因子為八聚體結合轉錄因子 3/4(Octamer-bin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3/4, 簡
稱 Oct3/4)、性別決定 Y 區域(Sex determining region Y-box 2, 簡稱 Sox2)、Krueppel 相似因子

(Krueppel-like factor 4, 簡稱Klf4)和 c-Myc，此四個主要轉譯因子又因皆係由科學家Yamanaka
所發現而被稱為「Yamanaka factors」，抑或是各取其開頭英文字而組成「OKSM」一詞。 
42 Katarzyna Kulcenty et al.,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induced pluripotency, 19 COMTEMP ONCOL 

(1A) A22, A22-24 (2015).  
43 此等透過甲基化和乙醯化進而改變染色體和組織蛋白纏繞而調整基因轉譯情形之機制，又

稱為「表徵遺傳學(Epigenetic)」。DNA 中的內含子(Intron)亦涉於其中。See Marta Gladych et al., 
Epigenetic mechanisms of induced pluripotency, 19 COMTEMP ONCOL (1A), 30-3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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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至同一個胺基酸的情形，其乃為避免於點突變(point mutation)時影響了產

生胺基酸的差異，進而影響整體生物功能的運作44。從而由此觀之，可得知在

基因序列中存有許多變異的可能將導致相同的失能狀況，以及不同情形的變

異又將產生不同程度和情況的生物功能障礙。故，在設計檢測時，必須盡可

能將所有可能性的基因序列納入檢測標的的範疇中。而在檢測的進行中，由

於基因乃存於人體內，其中包含許多偵測標的以外之物質，且其可能會影響

檢測的進行和準確度，此時則需考量檢測的工具和系統該如何設計始能避免

上開情形並增強檢測的敏銳度。最後則是以商業營利的角度出發，基因檢測

唯有方便操作，始能使操作者縮短檢測所需的時間以增加其得進行檢測的次

數，而於人力成本固定時所能創造的效益增加亦可使檢測的費用成本降低。

依此，即可促使增加基因檢測的近用度而提高市場需求和獲利45。 

倘於基因檢測中欲符合上開三要件者，其特點不外乎由人體取出檢體並

於體外進行實驗室操作、全方面設計基因序列探針(probe)以滿足所有可能

性，以及透過精進實驗工具和素材，進而避免不必要的生物影響和提升檢測

效率和準確性。而基因檢測的原理如前所述乃透過基因片段對於其鹼基序列

互補的 DNA 片段具有相連結(hybridization)的特性，從而設計探針以搜尋辨識

相同序列內容的片段。細部步驟為先將檢體取出後將其 DNA 萃取出，並透過

適當的溶劑和溫度使 DNA 解開其雙股結構，並加入探針使其辨識，最後再透

過顯影技術觀察判讀檢測的結果。而在設計探針時，當探針序列愈長，其成

功相連結的機率將隨之下降，但一旦序列過短卻又無法凸顯出欲偵測片段之

特性而影響精確度，此時有賴巧思構想以及多次實驗予以尋求最佳的探針樣

態。再者，於判讀檢測結果中，除可在檢測的過程中輔以前述 PCR 技術增加

相關 DNA 的數量以利觀察外，亦可透過針對探針的加工，增加螢光或相關物

質，進而使其成功辨識後顯示相關訊號以進行判讀46。最後，現今基因檢測搭

配晶片技術和自動化機械，欲嘗試開發得以客製化的 DNA 檢測晶片，希冀經

一次基因檢測後即完成快篩(screening)，並精確得知自身基因是否存有罹患數

種特定疾病機率之功能，然而由於基因片段多被研發者以專利權保護，使得

此等整合技術於專利授權上易受阻礙且交易成本過高，詳於後述。 

 

第五目 基因治療 

經前目提及一旦人體內的基因有缺陷或變異之情時，即可能產生相對應

之生物功能發生障礙或錯誤，進而影響人體生理正常功能，或甚至誘發癌症

等。然而，大多情形患者或潛在患者已歷經完整的發育階段，無法以前開針

對位於發育初期之胚胎幹細胞、配子細胞或體細胞進行轉染等實驗以植入帶

有正常生物功能的基因片段，矯正相關基因缺陷之情。故而，在基因治療的

策略方針上約可分為兩類，一係仍嘗試以修正源頭的 DNA 基因片段為目標，

                                                       
44 WATSON et al., supra note 8, at 521-22. 
45 GLICK et al., supra note 31, at 333-34. 
46 Id. at 34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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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則是退而求其次藉由抑制該缺陷變異基因後續的轉譯轉錄少錯誤蛋白的

累積，再透過主動攝入或被動接收正確的蛋白取代之以維持正常生物功能。

後者的技術原理較為簡易，亦與前目製備轉殖生物大致上同，透過病毒載體

將得轉譯干擾 RNA(RNAi)、反義 RNA(antisense RNA)等基因片段進入欲治療

的細胞中，或是透過得辨識 RNA 進行分解的核醣酵素(ribozyme)，以辨識特

定缺陷基因所轉錄的 RNA 並將其分解而抑制轉譯的產生。前者則是欲正常的

基因序列替換原來缺陷變異的基因序列，惟必須有辦法穿透目標細胞直達細

胞核內，以及作用上需具有高度準確性。其中可使用的方法乃將正常的基因

序列轉化進特定病毒載體並轉染特定細胞，或是包覆於微脂體(liposome)中並

融入其細胞核內再藉由遺傳機制進行自發性替換47。 

惟，從前述機制理論看似此等治療方法應具有實效，但由於此等治療係

針對最上位的基因和其轉譯的 RNA 為對象，且經轉染等作用處理後的細胞將

持續置於生物體內持續運作，此等以上位、點狀去影響下位、整體的治療策

略中，當其中尚有機制未被完全了解時，恐發生出乎意料甚至產生與治療目

標相違背的結果。舉例而言，載體源自於病毒其乃於實驗上所常用，但在轉

染後該細胞持續表現時難免會出現轉錄錯誤而誤溢生出病毒本身的蛋白質，

進而恐引發相關的併發症等情。除此之外，尚有可能在治療過程中，產生作

用部分誤差或因個體差異而引發不同程度的免疫排斥反應等，皆是基因治療

現今應用上仍存在的風險，尚需有更多的研究和實驗予以克服之48。 

 

第二節 學研機構中基因科技的研發與現狀 

 

第一項 學研機構內部之整合 

 
第一目 學研機構之定義和性質 

 

一、學研機構之行政組織性質 

學研機構主要分為公私立大學和研究中心二類，其中政府出資所成立之

公立大學和政府所屬之研究中心皆係依照立法機關所制定之組織法所成立，

其中人事編制、科別層級、處務規程等亦須受相關行政規範框架所拘束。而

其等學研機構之主要業務乃以從事教學和進行學術研究，相關經費來源則由

提報預算案並經立法機關審議通過再由主管機關所撥補。故而，學研機構某

程度上從屬於國家，且本身帶有廣義行政組織之色彩。如我國之公私立大學

乃受大學法所規範，而中央研究院此研究中心則於組織、組織規程等皆需依

                                                       
47 Sanjukta Misra, Human Gene Therapy: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Genetic Revolution, 61 JAPI 

127, 128-130 (2013). 
48 Id. at 1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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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等相關法令。 

 

二、學研機構針對研究事物之自主性 

學研機構雖然具有行政組織性質而需受行政高權的指揮管制，以及立法

機關的審議監督，惟基於其職掌之研究學術業務並不涉及公權力之行使，且

除其受憲法學術自由和研究自由基本權之保障外，其本身亦具有高度專業，

從而於決定研究方向、如何從事教學和研究等，乃屬學術自由保障的核心領

域，此學研機構應享有高度自主決定權。至多，於立法機關於預算的事前審

議和事後檢討上得針對整體研究計畫和成果予以質詢，但仍不能干預學術研

究的實質內容的決定和進行。 反之，於輔助學術研究進行有關者，舉凡教授

或研究人員的選任、升遷、評比，甚至採購添設研究設備和器材等決定，雖

屬學術研究之周邊範圍，但規範密度仍不應太高而影響研究專業的判斷，從

而多以程序性規範作為管制手段49。 

綜合以觀，可知學研機構雖係由政府預算編列所成立及運行，然而其針

對本身所進行之學術教學和研究享有高度專業及自主權，得自主決定研究方

向、研究工具的採擇、研究方法的擬定等，合先敘明。 

 

第二目 實驗室運作和研究概況 

 

一、實驗室運作實務 

學研機構中最基本的研究單位乃實驗室(laboratory)，其主要由學研機構

所聘任之教授或研究員所成立和維持。該教授或研究員本身作為實驗室最高

管理者，其除得選任研究人員或學生進入實驗室、決定採買相關的研究設備

和器材等外，最重要者乃其得決定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題，並且決定如何進行

實驗以獲得研究成果，從而該教授或研究員又稱為計畫主持人( principal 

investigator，簡稱 PI)。 

而在實驗室人員的部分，多以聘任的博士後研究員和研究助理，以及 PI

所指導的博士班、碩士班和大學部就學中的學生所共同組成。其中學經歷較

高的學長姐多會在實驗上和研究上帶領學弟妹並指導之。另於實驗室的硬體

設備上，可分為實驗檯(wet bench)和研究室(dry bench)，前者亦在區分放置共

同研究設備和工具區域和個別研究區域，主要乃進行實驗和研究之所在地；

而後者則是研究人員撰寫研究紀錄、討論實驗結果和休憩之用。 

 

二、實驗室研究方向之採擇 

在決定研究方向和主題上，PI 除了會就其自身博士論文的主題再進行延

                                                       
49 舉例而言，於我國大學教師聘任、升遷和評鑑的部分，於大學法第 20 條和第 21 條分別規

定需成立教師評議委員會此單位並委其決定之，並自行建立評鑑制度作為評比標準和依據。

此外，在採購設備的程序上，則是需依循政府採購法所規定之採購程序加以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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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發想，亦會參酌學術領域現況和醫療實務中未解決的技術障礙和研究瓶

頸，抑或是具有應用潛力而尚未被先前研究者開闢的研究領域，以做為選擇

上的重要參考。而在研究方向確定和進行實驗前，為避免重複進行先前研究

者已完成之研究，PI 和其相關實驗室人員會一同針對收錄生物科技之學術期

刊的資料庫如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NCBI)等進行檢

索，並且參考其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等。然而，在實驗室運作實務上，鮮少

會運用專利檢索資料庫針對自身欲投入之研究方向和領域進行檢索，從而在

研究經費投入下恐變成重複實施驗證先前研發者的研究成果，而未能提供更

為具體問題解決得參考之新素材或方針。 

 

第三目 機構內管理機制 

 

一、機構內之科層化垂直管理 

於同一學研機構下，會針對研究領域的不同，分編系、所、院或中心等

形成科層化組織架構。此等編制有利於機構於預算分配時，得以針對各領域

對於學術發展和實務產業政策需求等之重要性進行比例編列。除此之外，在

此等科層化的架構下，亦能透過處於上級機關和專業研究者之地位，共同會

議研擬該學研機構的研究方向和規劃，並以此針對個別實驗室所提出的研究

計劃和預算進行審查，進而依照機構整體宏觀的角度審視個別實驗室研究方

向的採擇是否有重疊，或是得以促成實驗室間的合作發揮整合之效益50。再

者，亦可針對現時實際產業發展或醫療需求提供建議予 PI，使其得修正自身

的研究方向或尋求與產業或醫療臨床單位的合作。 

另外，該等預算亦包含一部分人事費用之編制，亦得透過招聘學研機構

所缺乏或是針對欲加強的研究領域或技術的新進教授或研究員，以調和或加

強特定研究領域的研發能量，或是回應具迫切性或醫療應用潛力的研究領域

之發展，進而提升學研機構總體的研發能量。 

 

二、創新育成組織之水平管理 

除上開所述之針對個別研究領域所編制的科層化組織外，現今學研機構

亦多有成立具統合性質的創新育成中心或智財技轉處等。此乃因應美國科技

創新法案或我國科學技術基本法針對獲政府補助而完成的研究成果不再受相

關國有財產法的使用處分限制，從而此等研究成果歸屬於機構所有而得申請

專利並自由授權或處分之。而此等組織即是負責針對研究成果以申請專利保

護，並尋求媒合相關產業之企業進行專利授權或技術移轉等，進而在解決技

                                                       
50 舉例來說，由於各實驗室所擅長的技術領域多有所不同，如有負責進行基因或蛋白質的基

礎研究的分子生物實驗室、透過蒐集臨床資料並透過電腦軟體運算統計可能的病理機制途徑

之生物資訊實驗室等。依此，透過相互合作更能使相關實驗的數據判讀上增加更多背景知識

和佐證參考，依此提出相關假說和論點亦將更具說服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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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難題並扶持國內產業發展中獲取相對應的利潤51。 

而在此將研究成果和產業需求相連結的過程中，研究方向亦會受到產業

端所影響。舉例而言，在實驗室決定研究方向前，得參酌其機構內之育成中

心對於市場需求的分析進而調整之，亦或是相關產業直接透過育成中心與特

定實驗室接洽，提供相關研究經費和人力一同合作。此外，於研究進行期間，

欲需對育成中心為發明揭露(invention disclosure)，使該育成中心亦得以專利

檢索後之結果和自身對於專利布局等專業知識，判斷該研究是否具有市場價

值，進而擇選不同的專利保護策略。如請求研發者迴避設計(design around)或

進行更多的試驗，以使申請專利符合要件或使專利範圍擴大並符合書面揭露

和據以實施性要件等52。故，機構內之育成中心以增進實驗室之研究成果利用

收益為目標，而給予相關研究員建議，亦可使研究方向和主題有所變更，以

符合產業市場需求或有利於後續專利授權和訴訟之用。 

 

第二項 學研機構與外部之合作 

 

第一目 國內中央機關統合機制 

 

一、中央機關垂直管理之缺失 

如前所述各學研機構本質上得針對其學術研究方向和內容予以自主決定

而不受外力過度干涉，且其內部創新育成單位亦得引入產業發展和商業需求

進而促進學術和應用接軌、學界與產業界合作。然而，各學研機構間卻無溝

通整合之橋樑，至多僅得透過各公私立大學之上級主管機關的教育部，透過

行政指導促進學研機構之間或與產業界相互合作，並以調整預算之分配做為

鼓勵之誘因。惟，於研究中心的上級主管機關則非教育部所掌管。如中央研

究院之上級機關係總統府，殊難想像總統府具有充足專業性能如教育部般提

出學術研究發展的宏觀願景和發展方向，故而中央研究院組織法明文就院內

之國家學術研究方針的籌議，係交由其自主選舉出的院士一同商擬之。依此，

實可見學研機構的組織法從屬多不相同，而無完整的統合機制，進而恐生公

私立大學與研究中心方向南轅北轍，和於學術研究發展方向指導產生雙頭馬

車之現象。 

 

二、特設機關之統合性管理 

                                                       
51 於美國的部分，請見本章第四節第二目第二點之介紹。而我國的部分則可見於台灣大學創

新育成中心，營運目標，參見於 http://www.ntuiic.ntu.edu.tw/s1-32.htm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中央研究院智財技轉處，簡介，參見於 http://otl.sinica.edu.tw/index.php?v=2 (最後瀏

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52 王偉霖和劉江彬，國際技術移轉制度理論與實務:兼論台灣立法與產學研因應之策略，頁

167-17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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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上述之弊病，於行政院特此成立科技部53，並使其負責全國性科學

發展與技術研究及應用等相關業務。其中細部組織編制中亦包含「生命科學

研究發展司」，專門職司生技醫藥農業之研究發展方向策畫、人才培育、研究

環境提升、產學合作計畫審核和推動等54。而科技部其主要乃透過提供學研機

構中研究員申請專題研究計畫，並經科技部審議相關研究方向和方法，並經

核准後提供相關研究經費使其完成之，最後再管考其等研究成果內容和經費

使用情形。依此，科技部即得以其商擬的學術精進和產業發展之政策作為審

核申請案的標準，判斷相關申請案是否屬解決基礎研究中難解的問題，抑或

是有提升產業水平輔助其發展之可能性等，進而決定申請案的通過與否。又，

科技部亦有以申請案之後針對研發成果是否有申請專利做為管考判準之一，

進而鼓勵研發者不僅是追求學術成就，亦能進一步將成果專利化以進行後續

的商業化應用。故而，在此等申請和管考的過程中，審核評比標準即得間接

影響學研機構的研究方向和研發態度55。 

此外，科技部亦多規劃相關科學工業園區的建置，鼓勵相同研究和技術

領域之國內外既存公司和新創公司得遷址或設立於該園區內，促進上、中、

下游的整合，減少聯繫的成本而促成產業升級和規模經濟之效益。現今於國

內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和南區科學工業園區中皆有專門

發展生物科技和生物醫學材料等研究和技術，並於新竹園區中亦有輔助智慧

財產權管理和商業化培育之周邊服務，以提升研發成果的附加價值56。 

 

第二目 跨國合作研究計畫 

 

一、跨國合作研究計畫之起源 

前目乃聚焦於個別學研機構內以及國家針對其國內的學研機構間，以科

層化管理角度進行研究方向的整合和規劃，並以行政預算和研究經費編列的

增減調配做為首要手段，從而難以脫逸出行政管制的色彩。反之，由於學研

機構中的研究員在研擬研究方向時，亦會以完成後的研究成果能否獲由相同

領域研究者審查(peer review)的學術期刊審核通過刊登此等追求學術名望和

成就做為重要的評估因素，從而由此形成一跨國界的自主性學術研究社群

(research community)。而此學術社群出自單純追求研究領域的進步和技術的

開發創新之初衷，而將追求科學的蓬勃發展為首要目標，並且為達到此目標，

                                                       
53 過去稱為「國家科學委員會」，於 2014 年 3 月 3 日改名為現今的科技部。 
54 科技部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業務職掌，參見於

https://www.most.gov.tw/bio/ch/detail?article_uid=bdef7d9f-da6c-4fdf-8927-3d58271cd195&men
u_id=d2f57473-12a5-4e34-956a-73c7954fa7c2&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最後瀏

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55 科技部，組織和職掌，參見於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subSite=&l=ch&menu_id=a1866808-41b8-4863-8ddf-9
091d7013622&view_mode=listView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56 科技部，同前註，頁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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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等致力整合全球的研究機構一同參與相關的合作計畫，而此又稱為跨國合

作研究計畫(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gram)。 

而此等跨國合作研究計畫之整合宗旨，乃體認到科學技術的進步實係立

基於累積創新之機制，並針對此機制設計最為有效的促進科學發展之方法。

實乃，透過擬訂計畫目標，促進各國學研機構針對目標內容有效調配運用相

關技術設備和研究人力，並且要求對於研究已至階段性成果時早期公開其內

容資訊。此不僅能有效促使與其他研發者相互交流之，並以針對此等成果為

基礎再為精進向上，又能避免重複相同實驗的成本，進而促成大部分研究經

費都挹注於累積創新上。依此，透過學研機構間串聯有效調配人力、技術、

設備以提升研發效率，並透過研究成果的早期揭露有效傳遞知識以累積創

新，進而促進科學進步發展以追求人類福祉之目的57。 

而現行跨國相關合作計畫多著重於帶有研究工具傾向的基礎上位研究，

以產出厚實的基礎研發成果，提供後進研發者能夠近用並搭配新穎科學知識

和研發策略的應用，以提升整體創新研發的效率和能量。另外，各個跨國合

作計畫詳細的整合機制、政策思維和成功因素等略有差異，容於本章第四節

第一目以下詳述之，下述將先簡介對於基因科技發展有基礎重要性之人類基

因體計畫的內容。 

 

二、人類基因體計畫之介紹  

於基因科技領域中，首次且最為重要之跨國合作研究計畫乃人體基因體

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 簡稱 HGP)。當時，於計畫執行前科學家已成功

解開 DNA 之結構，並已發明基因定序技術。另有科學家 Alfred Sturtevant 等

人以針對基因缺陷的果蠅世代進行比對而接力完成了果蠅的基因定位(gene 

mapping)。依此，人體基因體計畫係在前述技術之上進行之，而於 1988 年美

國國會通過經費補助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簡稱

NIH)和美國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 簡稱 DOE)，設定主要目標為: 

1. 完成模式生物的基因體定序 

2. 完成人類基因體中 30 億個鹼基序列的定序 

3. 參考果蠅基因定位成果以完成定位人類基因與所在的染色體位置58。 

於計畫執行初期，NIH 即徵招美國國內相關學研機構一同為之，亦歡迎

其他各國政府、學研機構和產業界等相關研究人員共同參與。其中，美國以

外的計畫參與者得透過挹注研究經費，或投身參與計畫部分內容的執行和研

究。而美國 NIH 則除了出席各國研發者所組成的人體基因體組織(Human 

Genome Organization，簡稱 HUGO)的會議，共同討論計畫的執行細節以及促

                                                       
57 詳見本章第四節第一目第二點以降。 
58 Human Genome Project Information Archive, U.S. Human Genome Project Research Goal, 
(2013),available at http://web.ornl.gov/sci/techresources/Human_Genome/hg5yp/index.shtml (last 
visited: 01/05/2017);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An Overview of Human Genome 
Project , What Was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genome.gov/12011238 (last visited: 01/0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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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有效安排協調各參與者間的計畫執行外，亦會在各國參與研發者有提供卓

越貢獻時給予資金援助59。 

在計畫執行中，由於 PCR 技術、人工細菌質體的製備和電泳技術等相繼

問世，使研究進行更加順利而致進度出乎意料的大幅邁進60。而在 1993 年承

繼先前研究成果和相關合作規範，並於 HUGO 組織中共同討論再次提出五年

計畫，其中更著眼於研究計畫主要目標的達成中所使用的技術為進一步之精

進開發，使相關技術和計畫成果一同演進發展，以利未來在使用此等研究計

畫成果時能更深入地應用化61。爾後，於 1998 年至 2003 年的五年計畫則係將

各個計劃的首要目標一一收尾，並新增進行了人類基因與特定生物功能的關

聯性研究和人類基因單核苷酸多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簡稱

SNP)的分析62，並將相關成果刊登於學術期刊和公開資料庫中供大眾自由使

用之。依此，在完成人體基因體計畫後，其等成果內容與過程所開發之更具

實用性的研究工具，皆對於後續研發提供了更穩固的基石，始能更有效地進

一步針對基因與生物功能關聯性、生技醫藥開發和基因檢測治療進行研發63。 

 

第三節 生技產業發展歷程與展望 

 

第一項 與學研機構之互動 

 

第一目 出芽階段 

生技公司的成立，除需充足的資本和人力外，更需仰賴得以營利的營業

項目。而生技公司係以基因科技為技術背景，仍須具備帶有研究傾向或商業

應用性質的高端技術，始具有於技術和醫療市場享有競爭優勢而得以獲利。

於生技產業發展歷程中，初批草創的生技公司多乃由學研機構中的科學家將

其所研發的成果帶出機構，以該成果為核心成立後續商業化之公司64。最著名

的例子乃 Boyer 科學家於 1976 年所設立之 Genetech。此一公司除係全球第一

                                                       
59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Understanding Our Genetic Inheritance,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genome.gov/10001477 (last visited: 01/05/2017). 
60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An Overview of Human Genome Project, A Brief 
Story of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enome.gov/12011239 (last 
visited: 01/05/2017). 
61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A New Five Year Pl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Human Genome Project,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enome.gov/10001476 (last visited: 
01/05/2017). 
62 單核苷酸多型性，顧名思義係於單一核甘酸中出現鹼基變化之現象，其發生機率約莫百分

之一，從此等 SNP 的辨識可追溯同源之世代關係。GLICK et al., supra note 31, at 361-62. 
63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New Goals For The U.S. Human Genome Project: 
1998-2003,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enome.gov/10001475 (last visited: 01/05/2017). 
64 Heather Hamme Ramirez, Defending The Privatization Of Research Tools: An Examination Of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In Bio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53 EMORY L.J. 
359, 378-79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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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生技公司外，亦係由學研機構中的科學家與外部創業投資家一同創立之，

並以從事基因重組技術做為主要營業之業務65。由於當時基因科技的整體研發

能量乃聚集於學研機構中，不僅其所聘任之研究員學識豐富，並有充足政府

補助經費得以添購昂貴的研究設備和支持廣泛的研究。從而，殊難想像學研

機構以外之其他個人或私人公司能難與其匹敵和競爭。 

然而，當時美國的法令背景下，由聯邦政府所補助的研究中，其經費乃

來自全國納稅人，故研究成果亦多提供予全國納稅人共同享有使用。此外，

倘將此等研究成果申請專利權保護時，其權利歸屬狀態、如何維護以及後續

授權或移轉予私人等，以調和全國納稅人之利益以及促進產業發展，並不存

在統一一致的規範，從而有歸屬於國家而授權處分需經聯邦政府同意者，亦

有得歸屬於學研機構本身而得自由使用處分者。前者於當時較為多數並納稅

人民亦認較為平等而廣受人民接納，但此程序上的不確定性減卻了產業與之

洽談合作的意願，且在授權處分上存有諸多限制亦不利於後續的商業化和應

用66。雖然爾後有招集各學研機構共同草擬的學研機構專利協議(Institutional 

Patent Agreement，簡稱 IPA )，致力降低與之授權的不確定性，甚至與聯邦政

府協調提升學研機構在授權上的決定權能，但仍未能有效促成產學合作67。 

綜上所述可知生技產業的發展初期實須與學研機構密切合作，始能獲取

具有商業潛能的核心研究或技術，以進行後續商業化應用進而賺取利潤。惟，

由於法令制度使然，而造成與學研機構接洽合作的交易成本過高，從而產業

發展上處處受限而僅能附屬於學研機構，猶如出芽生殖的過程般子代與母體

所生藕斷絲連難以分離的窘境。 

  

第二目 合作與競爭階段 

 

一、合作階段 

隨著 1980 年美國制定拜杜法案，將聯邦政府的管制大幅鬆綁，並委由學

研機構自主對於其由政府經費所研究開發的成果之專利進行更彈性的使用和

授權，前述困窘的狀態確實獲得舒緩。此外，由於已能從學研機構中更具效

率地洽談相關技術授權和合作，亦能尋求被專屬授權，對於後續商業化的利

益可謂更有保障。又，由於該法案中亦強調須維護學研機構的研究空間能不

被過分箝制，以及學研機構須於授權中獲取對價，以強化僅授與特定廠商權

利之正當化基礎，並且得將該對價再挹注於學術研究的進行中以提升經費自

                                                       
65 Genentech, supra note 30.  
66 Ashley J. Stevens, The Enactment of Bayh–Dole, 29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93, 
94 (2004); BayhDole25, Inc., The Bayh-Dole Act at 25 (2006), 10-11, available at 
https://ipmall.law.unh.edu/sites/default/files/BAYHDOLE/BayhDole25_WhitePaper.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See also Vanessa Bell, The State Giveth And The State Taketh Away: Patent 
Rights Under The Bayh-Dole Act, 24 S. CAL. INTERDIS. L.J. 491, 493-95 (2015). 
67 BayhDole25, Inc , supra note 66, at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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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率，進而間接維護全國納稅人之利益68。 

故而，在合作初期，多以學研機構已完成之具體研究成果，生技產業廠

商更進一步發想後續的產業應用再與之接洽授權和進行技術移轉，並支付相

關授權金。隨著研發成果漸漸應用於商業後，生技產業廠商亦漸漸熟悉技術

現況和產業需求現況，亦能由需求端反思初期研究方向的採擇，並早期提供

學研機構研究經費或必要之幫忙以完成研究，並約定當研發完成後學研機構

再將成果申請專利並專屬授權予該廠商為產業利用。由此可見生技產業與學

研機構的合作互動歷程中，亦已漸漸從單純產業利用之下游角色轉變為學研

機構的共同研發者或投資者之地位。 

 

二、競爭關係 

生技產業因與學研機構合作而得以生產或提供具有市場競爭力之應用產

品和服務時，即得獲取利潤。又，當持續循環地與學研機構保持合作關係，

多能有穩定的淨收入，亦能累積一定程度的技術知識和產銷經驗，此時生技

產業甚至具有足夠能力跨越前述基因科技的資本和技術的高門檻，進而得以

自行成立研發部門，招聘優秀的研發人員並支助其進行研究開發。依此，該

時研究領域和技術開發將不僅僅只有學研機構獨佔，而生技產業亦得加入此

研發賽局，一同追求新穎並具突破性之科學技術成果。由此觀之，生技產業

亦可與學研機構同處水平競爭之地位，而不難想像此將影響兩者之間的互動

關係，甚至在專利技術授權談判地位的轉變。 

 

第二項 與製藥產業之合作 

 

第一目 上下游合作關係 

製藥產業(Pharmaceutical industry)係以發明或生產具有醫療效用之方法

或物質為主要業務，而其依據之醫藥科技領域中如前述實涵蓋基因科技。另

外基因科技除本身所探求的生理和病理機制得提供藥物開發研究的知識素

材，又因基因科技所適用的分子生物技術亦可作為藥物篩選、製備相關大分

子藥物或直接做為治療之方法。從而，基於基因科技之具有研究工具傾向之

特性，生技產業亦得定位於屬製藥產業之上游研究的角色。 

實則，製藥產業過去多以化學合成以及天然物質萃取純化活性成分做為

                                                       
68 35 U.S.C. §200 - POLICY AND OBJECTIVE: “…to promot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ommercial concern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universities; to ensure that inventions 
made b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small business firms are used in a manner to promote free 
competition and enterprise without unduly encumbering future research and discovery; ….to 
ensure that the Government obtains sufficient rights in federally supported invention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overnment and protect the public against nonuse or unreasonable use of inventions; 
and to minimize the costs of administering policies in this area. ”(本文自行節錄); 該法案詳細內

容於本章第四節第二目介紹討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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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篩選藥物之方法，而其對於生理和病理的研究亦較聚焦於臨床和比較研

究，雖有涉足相關機制的研究，但仍難與生技產業和學研機構的基礎研究相

比擬。故，製藥產業在未全然投入基礎研究領域時，確實須仰賴與學研機構

和生技產業的合作，始能近用相關資訊和技術以提升藥物開發和改良的效

率。又，因生技產業如前述透過資助學研機構而較易獲得技術和專利的專屬

授權，以及生技產業相較於學研機構更注重於商業化和醫療應用上。依此，

製藥產業將因生技產業已將基礎研究更進一步實用化，而趨向直接與生技產

業接洽而非與源頭之學研機構合作。另外，從生技產業本身的角度出發，其

所具備之資本數額尚不足以支持其單獨完成新藥開發和人體試驗，並且亦無

法承擔進入人體試驗階段之失敗風險，實有需要找尋具有充足資金及有相關

知識經驗之合作夥伴。故而，生技產業係因技術上和商業上與製藥產業多有

互補關係而成為上下游之合作關係69。 

 

第二目 整合併購關係 

雖與生技產業分屬上下游之角色，惟卻有諸多考量而促使製藥產業採行

併購相關生技產業之商業手段，以整合成一商業共同體。如前述基因科技本

身亦得做為生產生物藥物之方法，以及透過基因治療達到醫療效用，以此可

知生技產業本身雖為製藥產業的上游研發，但其具有高度潛力會跨足成為製

藥產業的一支，而與傳統製藥產業競爭。此等因基因科技技術橫跨研發和藥

品應用的特性，實皆屬促成併購的理由之一。此外，由於製藥產業與生技產

業同皆存在生物不確定性而需高度技術和資金人力始能克服之，但存在於前

者的門檻高過於後者，此繫於藥物所欲處理者尚需考量人體適應和代謝等諸

多生理反應的交互作用，而與生技產業仍多聚焦於檢測和低度治療的領域有

所不同。因此，製藥產業一旦成功跨越門檻並於商業上獲得好評時，即能為

公司帶來鉅額的利益，並回收其所投注的成本和心力。依此，製藥產業本身

的資本額即頗為可觀，相較於資本低度之生技產業而言，其運用商業併購所

需要的成本對其尚非顯著，甚至製藥產業相互間併購亦屬常見。此外，亦有

諸多小型的生技公司以及背後的創投基金均著眼於此，汲汲於吸引製藥公司

的關注，進而得以被收購而合併成為製藥公司的一部70。故而，製藥產業於尋

求增強其開發藥物之效能和成功率時，採取整併上游生技產業之手段，實符

雙方商業利益之追求。 

 

第三項 全球生技產業市場現況與發展趨勢 

 

                                                       
69 PHILIP W. GRUBB AND PETER R. THOMSEN, PATENTS FOR CHEMICALS, PHARMACEUTICALS, AND 

BIOTECHNOLOGY: FUNDAMENTALS OF GLOBAL LAW, PRACTICE AND STRATEGY, 431-32 (5th ed. 
2010). 
7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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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生技產業範圍之界定 

本文所欲討論之生技產業，係以基因科技為基礎之上進一步為商業化發

展，以生產或提供研究開發所需之研究工具71以及對人類的疾病具有醫療效用

之產品或服務，作為其主要業務或從事相關研究開發者而言。故而，本文所

聚焦者，乃集中於研究傾向和醫療應用面向上，而不另包含製備基因改良植

作或食品，以及結合機械軟體科技以製造醫療材料之領域等，合先敘明。 

 

第二目 全球生技產業市場銷售與趨勢分析 

 

一、生技產業之營業內容介紹 

生技產業中公司按照其營業項目，略可分為生產或提供具有實際醫療效

用的產品和服務之應用導向，以及主要從事研究發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簡稱 R&D)並包含建置相關資料庫、平台等進行相關授權或技

術移轉之知識技術產出面向。而其中前者係以終端使用消費者或醫院藥局等

通路作為主要銷售對象，反之，後者則係著重於與學研機構、同為生技業者

及製藥廠商，從事企業對企業(business to business，簡稱 B-to-B)的商業模式。

故而，生技產業即係以上述此二營業項目進行商業活動，以獲取相關之營收

和利潤72。 

 

二、生技產業之市場營收表現與趨勢 

生技產業係以基因科技為核心，從而於發展性質上亦具備其累積創新之

特質，而需投入鉅量的經費和人力進行研發以克服生物不確定性，進而累積

知識及精進技術73。是以，此性質對應到商業上將造成新創公司於草創時期，

更需要有充足資金以渡過其低獲益高成本的發展過程。然而，全球經濟於 2008

年發生金融海嘯，造成相關投資基金趨向保守，當面對生技產業此等獲利時

程較長和生物不確定性的高風險產業時，更易退卻其等的投資意願，進而導

致該時期生技產業發展陷入停滯不前之境。惟，隨著經濟逐漸復甦，終使生

技產業漸呈現穩定成長之趨勢。 

IBISWorld 此市場調查公司所做的全球生技產業之市場分析報告中，本文

透過網路可免費取得和 Deloitte 公司所引用的部分側面彙整出 2012 年至 2014

此三年之總收益數據整理如圖 1。雖然其等統計數據中針對生技產業定義相

                                                       
71 Se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Recipients of NIH Research 
Grants and Contracts on Obtaining and Disseminating Biomedical Research Resources: Final 
Notice, 64 FED. REG. 72090, 72092 (1999), available at 
http://grants.nih.gov/grants/intell-property_64FR72090.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其中，針對研

究工具(Research tools)一詞之定義，乃實驗室研發實務中需使用之細胞株(cell line)、抗體

(antibody)、化學試劑(reagents and combinatorial chemistry)、生長因子(growth factor)、PCR 工

具等，甚至 DNA 資料庫亦被包含其中。 
72  Brigitte van Beuzekom and Anthony Arundel, OECD Biotechnology Statisitics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sti/42833898.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73 Correa, supra note 7, at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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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於本文所定義者多增加了「Crop production and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基

因改良之農作物)」此一類別，礙於實際完整資料取得之困難而無從將其等類

別從數據中排除之，然而仍可由其等數據略知近期生技產業整體宏觀的發展

趨勢。於圖 1 中可見近三年的總收益皆呈現正向之發展，並於 2014 年已達

2887 億美元之規模，且於該年 IBISWorld 的調查則描述 2009 至 2014 近五年

的年平均成長率為 10.8%。此外，在 IBISWorld 於 2016 年 5 月公布在官網的

Report Snapshot，亦預測 2016 年的年總營收額將至 3230 億美元，並因近期有

成長逐漸趨緩之情，而造就 2011 年至 2016 年的平均年成長率降至 3.7%74。

與製藥產業相比，雖然營業額仍僅達製藥產業的三成，但近五年的年平均成

長率仍係高過製藥產業的 3%75，可謂生技產業相較之下仍尚處於成長茁壯階

段，並且未來目標係設定在長期照護和醫療服務的需求(care for the aging 

global population)此區塊，以拓展新興市場並增加產業市場規模76。 

 

圖 1、生技產業(包含基改作物)之歷年總收益和年成長率概況(2012-2014)77 

 

                                                       
74 IBISWorld, Global Biotechnology: Market Research Report,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ibisworld.com/industry/global/global-biotechnology.html (last visited: 01/05/2017). 
75 IBISWorld, Global Pharmaceuticals & Medicine Manufacturing: Market Research Report,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ibisworld.com/industry/global/global-pharmaceuticals-medicine-manufacturing.html 
(last visited: 01/05/2017). 
76 IBISWorld, supra note 74. 
77 自行製作並參考於 IBISWorld, supra note 74; Deloitte, 2014 Global life sciences outlook 
Resilience and reinvention in a changing marketplace, 2-3, available at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global/Documents/Life-Sciences-Health-Care/dttl
-lshc-2014-global-life-sciences-sector-report.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 Industry Analysis, Size, Share, Growth, Trends and Forecast, 2010-20177,  
(2013),available at http://www.prweb.com/releases/2013/4/prweb10665733.htm (last visited: 
01/05/2017); Deloitte, 2015 Global life sciences outlook Adapting in an era of transformation, 5, 
available at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global/Documents/Life-Sciences-Health-Care/gx-l
shc-2015-life-sciences-report.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Deloitte, 2016 Global life sciences 
outlook Moving forward with cautious optimism, 3, available at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global/Documents/Life-Sciences-Health-Care/gx-l
shc-2016-life-sciences-outlook.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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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生技產業(包含基改作物)和醫藥產業之總收益和年平均成長率之比較78 

 

而在生技產業發展的趨勢分析中，Ernst & Young 公司則進一步針對美國、

加拿大、歐洲和澳洲此等區域地區之公開發行上市櫃的生技公司進行統計研

究(如圖 3)79，亦可觀察到生技產業總收益歷經金融危機後確實造成偶有波動

之現象。惟，近年來則已經回穩並日漸扶搖直上，且該 2014 年的分析報告中

認為一旦有具有充足商業競爭力之產品經問世並持續產銷，該年度的總收益

亦將隨之提高。如於 2013 年即因美國公司 Amgen、Biogen Idec 等生技大廠

仰賴其所製造的產品持續穩定的銷售，以至於 2013 年美國本身的年成長率來

到 13%而高過於該等地區的總體年成長率80。甚者，相關產品進入市場亦成

功帶動了隔年 2014 年的整體營收表現81。然而，最新的產業報告中卻顯示在

美國和歐洲於 2015 年總營收成績的相關成長走勢有趨緩的現象，固然二區域

的加總仍有達到 1327 億美元，但是在該年的淨利(net income)、研發經費的成

長比例和上市上櫃數目的部分皆有表現欠佳之情，同時領先的生技公司群亦

有呈現停滯之狀態，連帶產生生技產業整體經濟動恐已接近極限的隱憂，似

有必要對法制環境和市場現況加以革新和再造82。 

                                                       
78 See IBISWorld, supra note 74. 
79 Ernst & Young 所製作的統計報告中，針對「Biotechnology」一詞之定義，散見於部分其所

製作的地區統計報告中，略可謂與本文所採之定義同，並涵蓋基因治療之特殊治療。參見於

Ernst & Young, Nordic Life Sciences sector study 2014, 5, available at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nordic-life-sciences-sector-study-2014/$FILE/EY-
nordic-life-sciences-sector-study-2014.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Ernst & Young, Italian 
Biotechnology Report-2012, 10-11, available at 
http://www.biotechinitaly.com/Allegati/BioInItaly2012_ENG.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80 Ernst & Young, Beyond borders - Biotechnology Industry Report 2014, 37, 40, available at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beyond-borders-unlocking-value/$FILE/EY-beyo
nd-borders-unlocking-value.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81 Ernst & Young, Beyond borders - Biotechnology Industry Report 2015, 5, available at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beyond-borders-2015/$FILE/EY-beyond-borders-
2015.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82 Ernst & Young, Beyond borders 2016: Biotech financing, 5, available at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beyond-borders-2016-biotech-financing/$FILE/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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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美、歐、加、澳之公開發行之生技公司之歷年總收益和年成長率概況

(2009-2014)83 

 

三、生技產業之商業活動和資本市場情形 

近年生技和製藥公司間相互活絡的併購交易(Mergers and acquisitions，簡

稱 M&A)，以及各國針對健康醫療的法制更加完備等因素，促使投資者重新

願意投入生技產業的發展。此一方面促成生技公司上市上櫃(Initial Public 

Offerings，簡稱 IPO)的數目漸漸回升並持續增長，另一方面創業投資(venture)

則亦已漸漸回復至金融海嘯前的盛況。再加上有成功的生物藥物產品的推波

助瀾，進而促成公開發行之生技公司的市值(market capitalization)倍增，甚至

美國、歐洲、加拿大和澳洲此四區域加總首次成功突破一兆美金大關(圖 4)84。 

                                                                                                                                                     
beyond-borders-2016-biotech-financing.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Ernst & Young, Beyond 
borders - Biotechnology Industry Report 2016, 5, 15-17, available at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beyond-borders-2016/%24FILE/EY-beyond-bord
ers-2016.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83 自行製作並參考於 Ernst & Young, supra note 81, at 5; Ernst & Young, supra note 80, at 37; 
Ernst & Young, Beyond borders - Biotechnology Industry Report 2013, 23, available at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Beyond_borders/$FILE/Beyond_borders.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Ernst & Young, Beyond borders - Biotechnology Industry Report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ey.com/GL/en/Industries/Life-Sciences/Beyond-borders---global-biotechnology-report-
2012_Financial-performance-heads-back-to-normal (last visited: 01/05/2017); Ernst & Young, 
Beyond borders - Global biotechnology report 2011, 37, available at 
http://www.biotechmd.org/wp-content/uploads/2012/06/Beyond_borders_global_biotechnology_re
port_2011.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Ernst & Young, Beyond borders – Global biotechnology 
report 2010, 54, available at 
http://www.mercadosbiotecnologicos.com/documents/beyond_borders_2010.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84 Ernst & Young, supra note 81, at 5, 15; Ernst & Young, supra note 80, at 53-5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4 

 

圖 4、美、歐、加、澳之公開發行之生技公司之歷年市值和年成長率概況

(2011-2014)85 

 

  其中，聚焦於美國和歐洲的公開發行生技公司其等資金募集來源進行細

部分析(表 1)，更能體會在 2008 年作為分水嶺。其以前不論 IPO 數目和相關

公司股票投資、創投等數值皆表現亮眼。惟，此之後確實有所受挫，且最明

顯者在於每年 IPO 的數量，並且出現如 Ernst & Young 分析報告中所述之「The 

New Normal」現象，即在生技產業亟需資金挹注之特性和經濟投資環境保守

下，發展出與原先不同的資金來源結構和商業模式86。是以，如下表 1 的數據

顯示，於 2008 年後一般大眾的投資緊縮，使投入新興或既有公開發行之生技

公司的資金數量遽減，導致生技公司改轉向與銀行或其他企業融資或借貸，

以填補前開的資金缺口。惟，該時乃處於經濟海嘯後的恢復期，相關出借人

的意願不甚穩定，造成該等偶有波動而直接影響整體市值的變化。 

然而，隨著經濟復甦，遲至近年則明顯可見各種途徑的資金募集整體狀況皆

良好，實歸功於法制對於產品上市之審查的改善和健康福利政策的推行，致

使投資大眾對於生技產業的發展前景逐漸恢復信心87。再者，在創新投資的部

份，雖然在數據皆呈現穩定的數值，但其等所採用之策略已有所調整。如前

述金融危機後投資方趨於保守，進而衍生出與以往長期固定投資型態不同，

開始尋覓得以短期獲利並提早脫手(Quicker exit)之態樣，有著眼於投資已有相

關商業化經驗之公司，亦有輔助成立新創公司以期待短期內能獲大型製藥公

司之整併88。 

                                                       
85 自行製作並參考於 Ernst & Young, supra note 81, at 5; Ernst & Young, supra note 80 at 37; 
Ernst & Young (2013), supra note 83, at 23; Ernst & Young (2012), supra note 83. 
86 Ernst & Young (2010), supra note 83, at 2-3. 
87 Ernst & Young, supra note 81, at 34. 
88 Ernst & Young (2013), supra note 83, at 37-3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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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美、歐之公開發行之生技公司之歷年資金募集概況-以資金來源區分

(2005-2014)89 

 

  又，於美國和歐洲的相關統計數據中，亦指出大型製藥公司近期仍多活

躍地運用併購方式(如圖 5)，而且大型製藥公司整併後持有該研發單位之時間

亦有增長的趨勢，可謂確實呈現出經濟蕭條後生技產業之「The New Normal」

的商業模式變遷，而漸轉向長期投資型態之趨勢90。此外，鑒於近年其等生技

公司於專利授權部分獲利甚佳，尤其在 2014 年的交易數額來到新高 468 億美

元，導致與製藥公司之間產生較為強烈的競爭關係，進而增強了製藥公司併

購生技公司的意圖91。是以，從下圖 5 顯示不只 2014 年的併購的交易數量達

到近期最高值，且在製藥公司合併生技公司但規模未達 50 億美元的併購數量

亦是如此。其中，採取併購的製藥公司主要仍係著眼於生技公司所內含對於

其等公司產品有關聯之技術或知識平台而言，實將研發能量高的生技公司予

以整合，以奪取其中的資本並省下自行研發的成本，進而達到其等商業策略

執行和佈局之效果，也再次驗證了生技產業確實係以技術知識產出為其主要

核心內涵92。 

                                                       
89 See Ernst & Young, supra note 81, at 33.  
90 Ernst & Young (2013), supra note 83, at 41.  
91 Ernst & Young, supra note 81, at 55. 
92 Ernst & Young, supra note 81, at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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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美國與歐洲歷年製藥公司併購生技公司之情形(2007-2014)93 

 

  最後，以美國和歐洲公開發行公司本身年度營收有無達 5 億元美金作為

標準，區分產業領先群(commercial leaders)和非領先群此二類，並計算和比較

兩者的資金增長數額於圖 6，進而分析投資者對於生技產業的投資傾向和偏

好。該圖可見過往非領先群之公司的投資資金皆係高於領先群(於 Ernst & 

Young 報告中稱之為“Innovation capital”)，但到了 2010 年之後卻係領先群高

於非領先群，似有因經濟動盪而促使投資策略轉趨保守。惟，2013 年起則有

所更迭，似因 2013 年之後公司上市上櫃的數量鉅增，並且該等上市上櫃公司

之業務性質多聚焦於治療功用和診斷應用的產品服務研究和開發94。並且，創

新投資基金對於生技公司的早創階段的投資傾向穩定(如圖 7)，實有意促成未

來研發成功後公司進行上市上櫃以賺取股價差額獲取利益95。再加上如前所述

之製藥公司對於生技公司之商業併購頻繁，在在提升投資者對於生技產業未

來整體發展前景的看好。此外，現今相關公司所屬的生技產品開發，已部分

進入臨床試驗階段的後端，該等公司開始轉向不專屬授權或讓與其他人予以

獲利，而係改採取由自身公司為之，甚至未來自行生產銷售，藉此吸引大眾

投資以支應相關研發成本之開銷，亦是生技產業因應投資環境改變商業行為

之一例96。 

                                                       
93 See Ernst & Young, supra note 81, at 56. 
94 Ernst & Young, supra note 80, at 54, 56-57. 
95 Ernst & Young, supra note 81, at 37. 
96 Id. at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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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美國與歐洲公開發行之生技公司的歷年市值概況-以領先群與非領先群

公司之比較(2000-2014)97 

 

 

圖 7、美國和歐洲之歷年創新投資早期投資概況(2000-2014)98 

 

第三目 全球生技產業研發投入比例之消長與分析 

 生技產業實屬一高度仰賴研究開發之科技產業類型 (Research-driven 

Industry)，導因於其累積創新之性質，並且僅得透過知識累加並輔以技術工具

始能更進一步提升作為產業化應用或商業化使用。故而，生技公司無論係透

過自主研發或與他公司或機構技術移轉等，多有必要撥用一定比例之資本額

度予研發經費，以提升自身的商業競爭力。惟，於 2008 年爆發金融海嘯後，

生技產業其研發經費的消長曲線由原先與營收成長亦步亦趨之態勢，首次轉

變而進入衰退期99。 

就 Ernst & Young 的相關統計數據經彙整後如圖 8，可見即便經濟慢慢復

                                                       
97 Id. at 35.  
98 Id.at 37.  
99 Ernst & Young, supra note 80, at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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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而令生技發展重鎮區域之生技產業其總體營收日漸回穩，但歷年研發經費

的投入仍偶生落後於整體營收成長的情況。然而，值得注意者，曾於 2013 年

的總體研發經費投入之成長高達 15.7%，並超過於同年穩健提升的總體營收

成長率。而此年突增的研發經費來源乃係從表 2 的淨利(net income)部分挪移

所致。固然隔年的營收表現亮眼主要係因相關熱門生技藥物產品銷售狀況良

好所生，但研發經費亦仍逐漸提升，其中非領先群的生技公司增加研發成本

的投入，更是超過了領先群所投入的數額100。此於美國的生技產業表現又最

為明顯，於 2014 年的數據顯示其研發經費總體實上升了 22%，而逐漸有新的

領先群成員產生，而使投資者對於產業發展抱持著高度信心，並打破公司規

模與獲利之間呈現正相關的投資預設101。 

 

圖 8、美、歐、加、澳之公開發行之生技公司之歷年總研發經費和年成長率

概況和與總營收年成長率之比較(2009-2014)102 

 

                                                       
100 Ernst & Young, supra note 81, at 15-16. 
101 Id. at 20-26. 
102 自行製作並參考於 Id. at 5; Ernst & Young, supra note 80, at 37; Ernst & Young (2013), supra 
note 83, at 23; Ernst & Young (2012), supra note 83; Ernst & Young (2011), supra note 83, at 37; 
Ernst & Young (2010), supra note 83, at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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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美、歐、加、澳之公開發行之生技公司之營業表現概況(2012-2014)103 

 

第四目 全球生技產業專利申請狀態解析 

 鑒於生技產業需投注鉅額研發成本始有機會克服生物不確定性，並完成

相關成果的後續商品化以進入市場予以銷售。此外，基因科技的複製技術門

檻多不甚高，一旦成果揭露即告知科技社群生物不確定克服之方法，其他研

發者實得以效仿而製備相同產品和提供相似之服務。再加上生技產品和服務

之客群主要係著眼於產品之價格、品質和醫療效果，而較不注重生技公司之

品牌或名譽。從而，生技公司多需依賴專利法制的保護，得對於自身所研發

所產出的知識或技術，排除其他競爭者未經同意實施，進而確保未來後續的

研發和商業應用具有一定期間的專一性，使其保有某程度的市場獨佔利益104。 

依此，於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簡

稱 WIPO)於 2015 年針對歷年專利申請數據的統計數據(圖 9)，顯示全球專利

申請量除了經歷 2008 年的金融海嘯後而致隔年的專利申請量受挫外，其他時

期可謂皆呈現上升的趨勢。並且於 2010 年起專利申請量亦漸漸回穩而持續保

持年成長率 7.3%以上之態勢，而至 2014 年的年成長率則稍微有下降之情。

再者，深入著眼於生物科技類別(圖 10)，可發見 2009 至 2013 年之年成長率

皆維持正數，而且雖然過往相關年成長率未如全球整體專利成長趨勢亮眼，

但於 2013 年生技專利年成長率已漸漸趨近於整體專利成長率。又，以申請人

國別再予細分(圖 11)，顯見於 2012 年間的專利申請量主要乃來自於美國，而

日本、德國和中國則位居次之。由此推知相關國別之生技產業應係投入相當

高比例的研發資金進行研發，並且撥用一定數額作為專利申請和維護的費

用，期待能提升或維持自身於生技產業的競爭力。 

                                                       
103 自行製作並參考於 Ernst & Young, supra note 80, at 40. 
104 Ekaterina Strreltsova, Patent Activity in Biotechnology, 8 SCIENCE 1, 27-2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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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全球歷年專利申請量和年成長率概況(2000-2014)105 

 

 
圖 10、全球生物科技專利申請量和年成長率概況(2009-2013)106 

 

                                                       
105 取自於 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15, 35,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941_2015.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06 自行製作並參考於 Id. at 45; 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14, 31,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941_2014.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其中

生物科技包含 C07G、C07K、C12M、C12N、C12P、C12Q、C12R 和 C12S，並排除

A61K(Preparations for medical, dental, or toilet purposes)，以避免與製藥科技(pharmaceuticals)
過分重疊而失去統計的特定性。See Ulrich Schmoch, Concept of a Technology Classification for 
Country Comparisons - Final Report to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WIPO), 5, 13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edocs/mdocs/classifications/en/ipc_ce_41/ipc_ce_41_5-annex1.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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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全球 2012 年生物科技專利公開數量-以申請人國別區分107 

 

第五目 我國生技產業情形與探討 

 

一、亞太生技產業之特色 

於 Sachin Chaturvedi 等論者針對亞洲-太平洋地區(Asia-Pacific region)之

生技產業發展進行調查，發見近年來相關國別的國民生產毛額(GDP)持續攀

升，不僅國內資金充裕，以及更加注重國人健康和公共衛生議題，並且認為

生技產業係未來全球經濟競爭的主力產業。因而皆逐漸開始產業轉型並投入

生技產業之中。而在產業發展的過程中，由於係從整體發展歷程的中間開始

投入，故得以省略前期的試誤並集中資源於重點個別技術領域，進而節省成

本而使相關產品和服務價格壓低，以吸引消費者的購買和投資者的關注。又，

亞太地區中各個國家發展情形不一，但存在著跨區分工之特性，從而跨國生

技公司多將研發部門和生產部門設置在不同國別以發揮高度整合之效率，亦

能有效降低成本。此外，在此等生技產業正在發展中的國家，其產業轉型上

某程度多帶有政府主導的色彩，不論係透過正面的獎勵和津貼之經濟引導，

或甚至金錢補助或租稅優惠的經濟促進等，皆能為其國內的生技產業增添更

多的內外部資源，而取得優越的商業競爭力。然而，上開的因素雖然確實能

增加亞太地區的生技產業之發展，但生技產業本身存在資金高需求，以及後

續商業化高度仰賴私人部門的協力等，考驗著亞太地區的生技產業究竟該如

何調配資金和利用智慧財產權制度等予以克服，進而提升整體產業發展108。 

  

二、我國政府於生技產業中之定位 

而我國生技產業實亦具備前述特性。首先，我國行政院於 2002 年 5 月核

                                                       
107 See Strreltsova, supra note 104, at 30.其中生物科技之定義與 WIPO 同。 
108 Sachin Chaturvedi and Krishna Ravi Srinivas, Asia-Pacific Biotechnology Report 2010 Survey 
on Biotechnology Capacity in Asia-Pacific: Opportunities for National Initiatives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1-2 (2010), available at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8/001874/187493e.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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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之總體經濟計畫，欲帶動國

內產業轉型，投入未來先進技術的開發，並嘗試獲取核心和關鍵技術，以提

升我國產業於全球化浪潮中之經濟競爭力。而在重點產業科技研究計劃發展

中亦包含「生物科技發展計畫」，並含有子計畫「農業生物技術」、「製藥與生

物技術」、「基因體醫學」此 3 項國家型科技計畫，其中又以後二者之藥物開

發、基因體學和蛋白體學等研發屬於本文所定義生技產業之範疇。而在相關

的計畫內容中，著重於加強政府所屬的學研機構之研發能量，進而期待完成

研發成果後透過技術移轉等方式提升產業界的技術水平109。另外，相關計畫

中亦將生物技術納入「新世紀兩兆雙星產業發展計畫」中的一環，並以行政

院核定之「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110作為指導方針，並包含透過建立

健全的查驗管理法制環境、寬列預算以獎勵企業投資和開發市場、設置相關

科學園區加強產官學合作和聚落效應以促進商業化應用，以及延攬培育專業

技術和跨領域人才等措施111。其中較為具體者乃立法院於 2007 年所制定「生

技新藥產業發展條例」，以及行政院依據前法所頒佈的相關子法「生技新藥公

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和「營利事業適用生技新

藥公司股東投資抵減辦法」，運用稅賦抵減之經濟促進手段，獎勵公司對於內

部人員的培育、進行研究開發，以及鼓勵外部投資，進而達到此經濟計劃之

目標，亦即，促成生技產業蓬勃發展。雖然上開法令僅適用於新藥和高風險

醫療器材的研究開發，惟本文所定義的生技產業亦包含抗體、蛋白質藥物等

生物製劑的研發和生產，則亦屬生技新藥之一環而得以適用之。 

此外，於 2009 年行政院再次核定五年期之「台灣生技起飛鑽石行動方案」

之行政計畫，主要鑒於我國生技產業、製藥產業和醫療器材產業該時仍尚未

達全球市場比重之 1%，原因乃於上游研發仍無法有效地克服生物不確定性，

而致商業化應用不足而難以獲取商業利潤。故而，此計畫著眼於我國生技產

業之缺陷，特別強化相關產業化的研發能量、成立政府和民間共同出資之生

技創投基金以帶動支持後續商業化的開發，以及推動整合型育成機制以共同

接力承接上游研發的產業利用研發等，進而期許能夠填補前端研發至後端市

場應用的落差112。並於 2013 年承繼前次計畫之內容，針對相關執行成果再為

研擬，且修正名稱為「臺灣生技產業起飛行動方案」，持續建構和推行相關措

                                                       
109 行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3-23~3-26，2003 年 5 月，參見於

http://www.wpeiic.ncku.edu.tw/law/挑戰 2008.pdf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110 行政院，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參見於 http://npl.ly.gov.tw/npl/report/910102/1.pdf (最
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1995 年 8 月頒訂並經四次修正，並以最後 2003 年修正之版本

為主。 
111 行政院，同前註 109，4-20~4-21。 
112 國家發展委員會，「台灣生技起飛鑽石行動方案」行動計畫，頁 5-7，2009 年 10 月，參見

於

http://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Nj
A5NS8xMTcxMS8wMDEyNDQ1XzEyLnBkZg%3d%3d&n=55Sf5oqA6ZG955%2bz6LW36aOb
6KGM5YuV5pa55qGIICDooYzli5XoqIjnlasucGRm&icon=..pdf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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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並配合產業實際發展現況和需求再予調整113。其中，就生技產業重要者，

乃創立政府和民間共同投資之創投基金，以支撐生技產業的資金缺口。此係

運用風險分擔之概念，整體資金部分由政府國發基金出資，而其餘則委由不

同私法人共同組成，並輔以專業顧問團隊尋求高度潛力之投資標的114。此後，

於 2015 年結束此行動方案後，政府又再提出另一名稱為「臺灣生物經濟產業

發展方案」，亦以前開計畫之成果為基礎，進一步提升政府部會之間的合作聯

繫、扶持成立新創公司、提供補助強化產業能量、創建成果交換平台等，進

而增強我國生技產業的競爭力，並開拓國外市場增加市佔率115。 

依此，政府在我國生技產業發展中不僅透過宏觀整體的經濟計劃確立產

業發展方向，並以經濟促進之手段具體引導著民間投資意願和增加產業升級

等。又，針對產業發展現況、困境和未來的挑戰，亦運用獎勵等方式促進產

業得以吸引有能力的人才予以因應處理或預先防範。從而，政府可謂持續扮

演著主導之角色，運用政府資源加強深化國內生技產業的競爭力。 

 

三、我國生技產業發展之市場現況 

 首先，於經濟部官方數據中針對生技產業一詞之定義，係參考 OECD 等

對於生物技術之定義，並且基於擴張得適用相關獎勵辦法以促進產業發展之

立意116，以及我國醫療器材之技術水準甚具國際競爭力，故而政府相關統計

所採用之生技產業，主要包含應用生技產業、製藥產業和醫療器材產業此三

大類別，且涵蓋非屬本文欲討論之範圍之傳統醫藥、基改農業食品、生物機

電等涉及生物和醫療性質者117。而本文所聚焦者，則係於官方統計係被分類

為應用生技產業類別下的生技特化以及製藥產業類別下的生物製劑而言。 

固然相關官方數據並未詳細區分細項和類別之總體統計數值，但仍可於

表 3 發見整體而言應用生技和製藥此二產業類別之市場銷售表現於近年皆呈

現正成長之趨勢，並且在 2015 年製藥產業營收呈現萎縮時，應用生技產業首

次超越了製備產業。又，於出口值雖有緩慢上升，但相較於進口值而言，仍

屬持續呈現入超的情形，尤其於製藥產業更為嚴重。而此入超情形官方之說

明係基於我國產品服務價格無法與他國競爭所致，但實可能與我國生技產業

的研發能量、資本多寡尚不及外國生技和製藥大廠有關。此亦可由我國相關

                                                       
113 行政院，臺灣生技產業起飛行動方案，2013 年 6 月，參見於

http://www.ey.gov.tw/Upload/RelFile/27/700429/9af77c52-02f7-43f3-a47c-c30e43ed0279.pdf (最
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114 國家發展委員會，同前註 112，頁 54-56；行政院，同前註，頁 33、42、47。 
115 國家發展委員會，臺灣生物經濟產業發展方案，頁 1-3、119-124，2016 年 1 月，參見於

http://www.bost.ey.gov.tw/Upload/RelFile/1033/2791/58634e22-f485-43ee-8b60-47b5bfceef99.pd
f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116 經濟部工業局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產業範疇，參見於

http://www.biopharm.org.tw/information_content.php?li=1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117 經濟部，2016 生技產業白皮書，頁 5-8，2016 年 7 月，參見於

http://www.biopharm.org.tw/download/Biotechnology_Industry_in_Taiwan_2016.pdf (最後瀏覽

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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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於國內市場需求持續擴大的情形下多採取內銷為重，除搶食國內市場市

佔率外，並有以此支應出口成長動能不足的困境118。並且，就白皮書針對逐

一產業類別詳細介紹相關營業情形，則可發見於我國製藥產業中的生物製劑

已有階段性成果，但至今仍尚未有成功通過人體試驗的最終階段而發行上市

之例119。另在應用生技產業中，廠商除了投入技術門檻較低且研發成本低廉

之保健食品類別外，仍有就具有實際醫療效用之產品或服務予以研發和進行

商業應用。如賽亞基因公司和基龍米克斯公司等皆有投入開發個人化基因檢

測套組，欲應用在患者用藥篩檢等服務上120。 

 

表 3、我國歷年生技產業之經營現況(2011-2015)121 

  

 生技產業之發展，亟需鉅額資金支持研發經費、相關人體試驗費用和商

業化量產等，從而資金來源甚為重要，除了來自於如前所述政府近期著墨於

推動官民共投投資基金，亦包含民間的創業投資或上市櫃股市的挹注。先就 

政府挹注的資金部份，即以前述之國發基金和「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

作為投資依據，透過投注於生技產業進而產生宣示性效果，以增進國人和國

外投資者之信心，而截至 2015 年年底已投入 46.54 億元，並已升值至 185.37

億元122。另外，鑒於前述之「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例」的制定，以補助做為

                                                       
118 同前註，頁 67-68。 
119 同前註，頁 86-90。 
120 同前註，頁 124-25。 
121 自行整理並參見於自經濟部，同前註，頁 68; 經濟部，2015 生技產業白皮書，頁 61，2015
年 7 月，參見於

http://www.biopharm.org.tw/download/Biotechnology_Industry_in_Taiwan_2015.pdf (最後瀏覽

日: 2017 年 1 月 5 日)。經濟部工業局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台灣生物技術產業現況

(2011-2012)，參見於 http://www.biopharm.org.tw/information_content.php?li=2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122 經濟部，同前註 117，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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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手段確實有效增加諸多廠商投入生技產業之意願，如至 2016 年 6 月止已

審定補助有符合該發展條例所適用對象之 102 家公司和 240 個產品123。 

次之，就整體生技產業的民間投資總額而言，於圖 12 得觀察到我國生技

產業在 2005 至 2008 年時皆維持約莫 240 億台幣上下波動，並從 2009 以降則

逐年攀升，相較於全球生技產業於前述數據中多可見有受挫於 2008 年金融海

嘯，但我國卻未有明顯受全球景氣之影響。而在募集資金的技術產業類別中，

製藥和醫療器材可謂比例逐漸增加，實而，逐年增長的主要貢獻亦為此二者

之緣故。而在白皮書係認於製藥產業中因 2015 年廠商有計畫地擴張廠區和生

產線而促使相關的投資有 12.8%的增長。相反的，應用生技則雖然有於 2014

年因免疫療法的興起而帶動整體的經濟投資而稍有提升，但隔年卻導因相關

大型投資案數量下降，導致投資數額有明顯之縮減，其中又以基因檢測尤其

嚴重124。另外，民間投資近年確實亦漸漸走向符合生技產業特性之大型化趨

勢，於超過 5 億元新台幣以上的投資案有大幅上升之情125。然而，需注意者，

乃在 2015 年投資來源的部分，於官方資料的分析表示該年共 484.93 億元的

民間投資數額中，僅有 6.15%的比例即共 29.83 億，係來自於外國廠商所投注，

並屬近年新低。此除了可能為國內廠商研發表現並非優異，抑或是我國投資

環境並非理想，實有必要進一步研究探討126。 

 

圖 12、我國歷年生技產業之民間投資金額數額(2005-2015)127 

 

又，具有商業優良表現之廠商，亦轉向申請上市上櫃予以公開募資，並

搭配全球生技產業蓬勃發展的浪潮和政府的大力推動，吸引一般民眾和外資

對此生技類股的投資，進而得以擴大產業規模，投注更多資源於研發經費中

                                                       
123 同前註，頁 6。 
124 同前註，頁 297-300; 經濟部，同前註 121，頁 256。 
125 經濟部，同前註 121，頁 255。 
126 經濟部，同前註 117，頁 300。 
127 取自於經濟部，同前註，頁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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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國際競爭力。於相關統計中(表 4)可見上市櫃之生技公司的不論在市值

的增長、募資情形、營收的表現和本益比等經營表現皆良好並逐年成長，而

在研發經費的投入上亦然。就 2015 年相關上市櫃生技公司投注於研發經費總

共達 121 億新台幣，且平均每家公司約莫投入 1.21 億元於後續研發和試驗之

中，並且佔營收比例亦提升至 6.38%128。從此等數據對照前述之全球生技產

業的發展趨勢，係有高度吻合之情，尚可謂我國生技產業亦已有漸走入高度

資本化並輔以高研發能量，進而提升自身之市場競爭力，以求得以進軍全球。 

 

表 4、我國上市櫃生技公司之經營狀況(2011-2015)129 

 

第四節 生技產業創新發展困境的提出 

 

第一項 基因科技創新誘因機制的變遷 

 

第一目 非專利誘因機制 

 

一、 學術榮譽制度 

於科學研究社群的研發運作上，至今仍係立基於共同遵守社群中的不成

文規定(norms)，而其中的主要內涵乃根植於 Robert Merton 在 1940 年代所提

出的科學社會宣言之宗旨。是以，其等的核心精神實係「促進經驗證的科學

                                                       
128 同前註，頁 303-04。 
129 取自於經濟部，同前註，頁 305。其中，數據中有涵蓋外國企業於我國股市上市櫃，並以

「個體」指稱母公司之財務報表，而「合併」則為包含母公司漢子公司的財報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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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之傳播(“the extension of certified knowledge”)」，因而提出了四個子概念，

分別為: 

1. 普遍性(Universalism): 意指科學知識的評價，不得因研究者

個人的種族、國籍和信仰等無涉知識內容的邏輯或真偽的主

觀特徵，而有所歧視或改變。 

2. 共有性(Communism): 針對科學研究的知識和發現，應盡量

公開並歸屬於社會大眾所共享。倘若將相關成果私有化或以

智慧財產權保護，則有礙知識的傳播和利用。 

3. 無私益性(Disinterestedness):進行科學研究時應出於對於真理

的好奇和追求伴隨而來的榮譽等非金錢利益之目的，以免研

發的結果因經濟利益而誘使產生串改或偽造等行為。並且為

確保研發成果的真實性，社群中應同時搭配同儕的檢視和驗

證之機制。 

4. 系統性質疑(Organized Skepticism): 科學社群對於相互間產

出的知識內容和成果，應立基於理性的邏輯思辯，以檢測其

中的真偽和可靠性130。 

而現今社群則將上開概念轉化為更加具體之表現行為，乃包含「研究成

果資訊公開予社群自由使用(Freely Available Scientific Information)」、「獨立自

主地選擇研究主題(Independent Choice in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以及「對

於研究成果的尊崇(Respect for Scientific Invention)」131。前者公開自由使用機

制背後的立意，係認為科學技術的進步應透過後續研發者得在前人創造的科

學基礎之上繼續不斷精進，即俗諺之「站在巨人之肩膀上」一般，始得達成。

此外，當學研機構中的研究員或教授於領取政府補助進行研究並完成後，基

於該等經費來自全國納稅人所提供，則相關研發成果亦應公開予全國民眾近

用之。其中具體的公開機制途徑乃研發者將其研發成果撰寫成學術文章，並

詳載其實驗方法和結果與假說之間的論證和觀察，進而投稿予同儕審查的學

術期刊中公開發表之，並與學術社群一同分享成為公共財。而基於科學社群

中研發者得就其認為有興趣或尚存疑義之議題進行更進一步之研究，其中包

含已公開之學研成果重複驗證或改良精進，依此即得針對相關投稿者所呈現

的研發成果確認和重新檢視其真實性、正確性和貢獻度132。 

而上開同儕檢驗機制後續亦被納入相關成果的學術價值的評比上，故於

學術期刊的審查制度亦採取相類似的審核機制，並且依照期刊本身不同的審

查密度而區分等級，進而賦予成果不同的學術成績。另外，學研機構本身的

人員升遷和政府補助之專題計畫的評斷之標準中，也以最後成果登載的學術

                                                       
130 Robert Merton,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267, 274-75 (Norman W. Storer ed. 1973). 
131 Rebecca S. Eisenberg, Proprietary Rights and the Norms of Science in Biotechnology Research, 
97 YALE L.J. 177, 190-194 (1987); Arti K. Rai, Regula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orms of Science, 94 NW. U. L. REV. 77, 89-90 (1999). 
132 Rai, supra note 131, at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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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等級評斷學術價值，決定該研究員或教授是否得升等為副教授和正教

授，以及影響日後經費補助的多寡和專題計畫的申請難易133。甚至，當研發

成果具有開創性並對於整體科學研發有基礎性、突破性貢獻者，並被評比為

有助於該時整體科學發展邁進時，始有機會受諾貝爾科學獎(Nobel Prize)的學

會所關注，而獲得入圍及得獎。一旦能夠得獎即代表其學術成就受國際間學

術社群所共同肯認，此等殊榮仍為現今學術和產業界所嚮往。是以，學術社

群本身即內含鼓勵公開並提供適度誘因之機制，似毋庸再借助專利的誘因制

度，從而該時不論研發社群或學研機構之主管機關，皆對於研發成果申請專

利此情抱持著不友善的態度，認為實有可能阻礙技術和產品研發而言134。 

綜上所述，上開研發成果公開機制，配合學術社群對於成果發表的競逐

和同儕間的持續驗證及精進改良，實形成一追求學術評價之誘因機制，始足

以促使研發者願意透過投入心思於突破生物不確定性，並且克服研究時程長

的難題，進而創造相關研發成果的效益最大化，即達到科學技術創新並造福

人群之目的135。 

 

二、公開共享之百慕達原則 

 

(一) 百慕達原則之起源和規範內容 

於前所述之人類基因體計畫係由全球各國政府及相關學研機構共同

參與，並從執行到完成共計歷經 15 年和花費約莫 30 億美元136。然而，

即便其研究經費如此龐大，參酌當時藥物開發平均一個新藥需耗費約

3.18 億美元而言137，又，該計畫執行時拜杜法案亦已公布138，理應將此

等研究成果申請專利而享有排他權，進而回收研發成本並獲取利潤。但

此研究計劃成果的資訊卻係採全數公開的做法，讓全世界研發社群共

享、共有，並無任何一國對於其執行的特定部分主張獨享或尋求專利權

授予。其理由乃係此計畫採行了百慕達原則(Bermuda Principle) 139。 

                                                       
133 Jorge L. Contreras, Bermuda's Legacy: Policy, Patents, and the Design of the Genome 
Commons, 12 MINN. J.L. SCI. & TECH. 61, 73-75 (2011). 
134 Arti K. Rai and Rebecca S. Eisenberg, The Public Domain: Bayh-Dole Reform and The 
Progress of Biomedicine, 66 Law & Contemp. Prob. 289, 303-304 (2003). 
135 Rai, supra note 131, at 92. 
136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supra note 59.於網站中「V. Budget」的敘述，

美國 NIH 和 DOE 預估每年編列約莫兩百萬美金作為計畫執行的預算，雖然其中有他國學研

機構主動幫忙負擔部分計畫之執行，但美國相關機構仍有提供該等相關補助。從而，他國的

幫忙主要係促使計畫執行的年限降低，並增加成果的豐碩度，美國並未因此而有減少所編列

的計畫執行經費。 
137 張睿麟，論製藥產業之實驗實施免責，政治大學法律科際整合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9-10，
2008 年 6 月。 
138 拜杜法案乃針對學研機構所完成的研發成果專利化後，將後續相關使用收益處分的限制

規定加以鬆綁，進而吸引私人企業和投資的資源挹注和鼓勵將成果予以商業化。詳細介紹請

見本節第一項之第二目以降。 
139 Contreras, supra note 133, at 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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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人類基因體計畫執行至 1996 年時，各國相關學研機構之領

導者曾一同至百慕達，共同商議並決定採行早期公開策略，要求各學研

機構盡可能落實由政府或計畫補助進行之基因體研究的研究資料與成果

需公開，和在研究之基因序列一旦達 1 千個鹼基對(1 Kb)時則有必要於

24 小時內揭露之規範140，以追求減少重複研發的投入並提升整體研究效

率之目的。另在 1997 年又針對百慕達原則增設更加細緻的規定，其中除

有明文針對早期公開的基因序列資訊需揭露所使用的限制酶名稱並須達

一定之正確率等品質外，尚有揭露的形式和公開的整合平台之規範141。

上開原則規定中最具重要者，係於 1996 年時的規範中亦明文認為受政府

資助的學研機構針對其所進行的特定基因序列之研究，應不得私自創設

主宰之地位而壟斷了該基因資訊142，並在 1997 年的版本則新增了對於早

期公開的基因序列所享有的學術權益保障。 

 

(二) 百慕達原則之效應 

鑒於早期公開研究資訊和結果，一方面可使後續的研發者能夠清楚

知悉並且得重複進行之，以驗證相關研究成果的正確性和尚需補充之

處，進而思索後續改良和應用的發展可能性143。另一方面亦可使相關研

究成果在不具產業應用傾向時即公開予公眾，並使相關欲申請專利者產

生專利新穎性障礙，以達到事實上難以申請專利權保護之境地144。從而，

此百慕達原則實則闡釋了該時學術社群對於人類基因資訊私有化的消極

態度。由此略可推知，該時的學術社群乃認人類基因資訊屬世代演化所

形成，應屬於全體人類共同享有之資產。又，由於此計劃是為促進基因

診斷或治療等相關領域之應用發展而生，故基因序列資訊為該等領域研

究之基礎，亦可稱為其等研究領域的上位研究工具，不應成為專利排他

權所保護之客體。依此，此原則乃創立了早期公開學術成果之規範，並

成功奠基了後續成功起建立全球共享的基因資料庫，不僅促進後續的科

學發展，更維繫了學術傳統之學術榮譽的誘因機制145。 

                                                       
140 Human Genome Project Information Archive, Policies on Release of Human Genomic 
Sequence Data Bermuda-Quality Sequence, (2013), available at 
http://web.ornl.gov/sci/techresources/Human_Genome/research/bermuda.shtml (last visited: 
01/05/2017).由於有國家的立法針對其經費補助之研究有特別限制的情形，而該會議亦有體察

此點，故於百慕達原則中僅以“should be”和“ urged to foster these policies”等詞強調落實的必要

性，但並未有規定不作為時的任何懲處之效果。 
141 Id. 
142 Id. 該規定之章節名為: “Primary Genomic Sequence Should be Rapidly Released”，其中該段

原文係: “ It was agreed that these principles should apply for all human genomic sequence 
generated by large-scale sequencing centres, funded for the public good, in order to prevent such 
centres establishing a privileged position in the exploitation and control of human sequence 
information.” (本文自行節錄和強調之) 
143 Contreras, supra note 133, at 75. 
144 Id. at 86-87. 
145 Id. at 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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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百慕達原則之成功因素 

有論者檢討此百慕達原則之所以能在已實施拜杜法案鼓勵專利研究

成果的時空下仍能成功建立並運行，其原因係人體基因體計畫初始乃由

解開 DNA 結構之 James Watson 所主持，而其亦獲頒諾貝爾獎，故其所

具備的學術地位和名聲對於學術社群本身具有充足的號召力。而且，於

計畫中主要產出的知名研究機構皆全力配合此原則之運作。故而，透過

學術社群中對於學術聲望和影響力的注重，進而鞏固百慕達原則的規範

基礎，並且藉由學術社群自我約束促成規範效力，運用違反時將遭致學

術社群的抵制而達到依循規範的一般預防。另外，相關科學家亦能在公

開其研究成果中如發表學術期刊般獲得學術社群之肯定，且在基因序列

資訊公開的過程中亦能引發醫療產業和政府公共衛生機關的注意，而獲

得更多後續研發的經費和協助146。 

依此，百慕達原則可謂將學術社群中的榮譽制度延伸，運用社群中

高學術聲望予以號招，猶如國家高權般創設規範並藉著獎罰效果來成功

促成早期公開及共享原則的確立和執行。 

 

(四) 百慕達原則後續之變遷 

然而，百慕達原則的實施，雖能有效的促進科學資訊的互通交流，

並累積創新以追求科學快速發展，但其實際上如前述已限制了對於研究

成果申請專利的可能，以及排擠到追求登載於學術期刊之空間。前者乃

有違背當時設立拜杜法案之立法目的，而後者則係因公開的資料庫未有

對於資訊成果的使用增設明確之限制，導致研發者難以防止其他研發者

利用其所完成的研究成果，或甚至阻礙其以該成果申請刊登學術期刊之

機會。依此，爾後的跨國研究計畫中所採行的早期公開交流機制，多以

百慕達原則為原型，針對促進研究成果早期交流、學術成就的追求以及

專利權的申請此三者尋求平衡點。 

 

1. 研究成果早期公開和學術成就追求的衡平: 

於人體基因體計畫完成後，英國 Wellcome Trust 此一以促進人

體健康和提升公共衛生為目標的非政府組織學研機構，於 2003 年邀

請各國學研機構領袖、定序中心和資料庫管理者等召開 Fort 

Lauderdale 學術社群會議，再次確立百慕達原則於爾後所擬定學術

社群共用的學術資源之計畫(community resource project)仍有其適

用，從而又稱 Ft. Lauderdale 原則147。惟其所適用之計畫當時僅明列

                                                       
146 Id. at 76-80. 
147 The Wellcome Trust, Sharing Data From Large-Scale Bi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s: A System 
of Tripartite Responsibility,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genome.gov/Pages/Research/WellcomeReport0303.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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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生物序列及其定位等相關基因資訊、蛋白質結構和基因之生物

功能等，未被涵蓋到的範圍其所應依循的規範則不甚明確，恐生研

究成果因公開而被掠奪之虞148。故而，美國的人體基因體研究機構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 NHGRI)微調了百

慕達原則並適用於所有基因研究的類型，其中仍未對資訊的開放做

任何限制，但僅以訓示規定要求當使用到他人所公開的研究成果投

稿學術期刊時，應顧及學術倫理而應標示該成果的研發人姓名和上

傳的時間149。 

由上述可知，當時仍無有效的拘束力確保早期公開的研發者的

學術成就的追求，進而仍有可能阻卻研發者盡早公開研發成果之動

機。依此，NHGRI 於 The Encyclopedia of DNA Elements(ENCODE)

的跨國研究計畫中，為促進研究員得以交互比對利用相關的研究資

訊，以確定指涉特定生物功能的基因序列位置，亦承繼 Ft. Lauderdale

原則之早期公開意旨，藉以與學術期刊之形式審查標準掛鈎，要求

使用者需經特定資訊之研發者同意始得為利用(原則上研發者皆需

依據公開分享之基礎而為同意)150，並以此促成後續研發者與先前研

發者進行討論與合作151。另外，亦有透過簽署契約之機制(contractual 

mechanism)，加強近用資料庫時需依循相關規範的拘束力，並且利

用軟體設計針對資料庫使用權限和公開程度為區分，並且得追蹤使

用者的使用情況，進而不影響研發者於追求學術成就以促進研究成

果的早期公開和交流152。 

 

2. 研究成果公開交流和專利權保護的調合: 

專利權保護和研究成果公開予大眾公共使用可謂有緊張之關

係，鑒於專利權係使研發者得對於其符合專利要件之研究成果行使

排他權，藉此透過訴訟排除他人近用，或是以約定不行使排他權換

取授權金之對價，實則在在將使公眾使用時需支付一定之成本，必

                                                       
148 Contreras, supra note 133, at 90-91. 
149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Reaffirmation and Extension of NHGRI Rapid 
Data Release Policies: Large-scale Sequencing and Other Community Resource Projects,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genome.gov/10506537 (last visited: 01/05/2017). 
150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ENCODE Project Data Release Policy 
(2003-2007),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enome.gov/12513440  (last visited: 01/05/2017).
該段原文為“Users of Consortium data, whether members of the Consortium or not, should be 
aware of the publication status of the data they use and treat them accordingly. For example, all 
investigators, including other Consortium members, should obtain the consent of the data 
producers before using unpublished data in their individual publications. Consortium 
members will not have privileged access to data from other members of the Consortium. 
Rather, all data shared by the Consortium members will be obtained from the data that has been 
released to public databases.”(粗體字為本文自行標註) 
151 Id. 
152 Contreras, supra note 133, at 9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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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產生一定程度之阻礙累積創新等情153。是以，研究社群對於專利

申請的態度上，初期除了研究方向係多聚焦於基礎研究而不備產業

利用性，本身即難以符合專利要件外，或如 2003 年的跨國計畫

HapMap project 般，透過要求使用者在早期公開平台註冊使用時即

需點擊並簽屬標準使用之網路同意書 (Standardized, Online 

Click-wrap Agreement)，聲明不得使用該計畫中的研究資料庫以申請

專利或任何限制近用之行為，並透過排除違反者或其該國近用權限

作為懲處之效果154。又，於 ENCODE 計畫中，NHGRI 則是因其等

基因和生物功能關聯性研究尚有可能符合產業利用性，而鼓勵研發

者不去申請專利，以及呼籲倘申請核准後盡量以非專屬授權的方式

使公眾得以近用以維繫累積創新的研究機制155。惟，亦有聯邦政府

出資補助之由NIH所執行比較個別基因體之間的差異研究基因與生

物功能的關聯性的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研究計

畫朱，其政策中則是改向採取鼓勵申請專利保護研究成果之態度，

藉此吸引私人資金的投入並促進後續的商業化使用156。 

近期的發展，於學術社群中對於具有應用性質的基因科技研究

成果申請專利權保護已漸漸抱持著一致正面的態度，但對於以專利

權壟斷具有上位基礎研究和研究工具的問題仍存在嚴重的見解歧

異。然而在拜杜法案實施下，學研機構似無法對於研究成果申請專

利此事有較為具體影響力之作為，從而僅能變相鼓勵研發成果的早

期公開，以維持科學發展的累積創新基礎157。 

 

第二目 專利誘因機制-美國科技法案之介紹 

 

一、拜杜法案(The Bayh-Dole Act) 

 

(一) 草創背景介紹 

美國於世界第二次大戰中即以聯邦政府資助學研機構進行研究和開

發，且至 1960 年代美國政府改採雙向策略，除了維持補助學研機構進行

基礎研究，亦透過科技計畫使學研機構的成果能適用於產業界中，以符

合該時所擬定之科技政策。然而如前所述美國針對其所出資進行的研究

成果和其所申請的專利權，依法皆歸屬於政府，再透過紊亂不一的規定

進行授權。依此，授權程序的不明確性和不確定性，導致該時授權至產

業界的比率甚低158。另外，伴隨著美國的科技發展漸漸感受到德國和日

                                                       
153 Correa, supra note 7, at 526-28. 
154 See Contreras, supra note 133, at 92-93. 
155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supra note 150. 
156 Contreras, supra note 133, at 100-02. 
157 Id. at 119-120. 
158 王偉霖、劉江彬，同前註 52，頁 99-101、103。該文中提及於 1978 年相關統計，該時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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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緊追在後，和該時美國本身財政赤字而難以再持續維持相關的研發

投入預算，故而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和後繼的卡特先後於任期內檢討

權利歸屬和授權之規定，極力尋求能兼顧造福全體出資的納稅人和有效

以學術成果帶動產業發展之方法。屆時，Birch Bayh 和 Robert Dole 二位

參議員催生了權利歸屬的改革、統一鬆綁之授權規範，以及賦予主管機

關介入權之拜杜法案，並增訂於美國專利法中第 200 條至第 212 條159。 

 

(二) 拜杜法案之立法規範 

本法案主要係聚焦於學研機構和合作廠商之間的授權約定，以及相

關主管機關對於該等之約定的監督管理，並針對此三方的互動關係做為

規範對象。 

 

1. 立法目的和適用範圍 

首先，本法案率先揭示其立法目的係透過專利制度，促進學研機

構、非營利組織(包含大學)和業界廠商之間的相互合作，以帶動由聯

邦政府出資的研究成果其後續的商業化和應用，進而提升美國境內

的產業升級和就業率。其中亦需同時確保學研機構不至受過度限制

而仍能持續研發，並且聯邦政府係具有一定管理權限以維護公共政

策的執行160。 

本法所規範主體(funding agency)之實質範圍乃包含所有類型的

實行或贊助之聯邦機構161，而在合作研發方(contractor)則得為非營利

組織和業界廠商162，另於雙方所簽署的契約中僅需一方為所屬聯邦

之機構，或契約之研發標的有一部或全部受聯邦政府所出資者，皆

能適用本法案。而特別於廠商的部分，係明列小型企業(small business 

firm)163並有意排除大型企業，其乃因立法者認小型企業本身具有較

高的創新力，以及透過專利權的運用更能與大型企業為有效公平之

競爭164，而可謂為立法者特別賦予小型企業之優惠性措施。然而，

此偏好小型企業之優惠，於 1983 年美國總統雷根藉由備忘錄將大型

企業亦涵蓋於本法案所適用的合作研發方而消逝165。 

 

2. 學研機構與合作研發方間的權利歸屬變革 

                                                                                                                                                     
學研機構申請專利之比率，如美國太空總署其比例約 3.99% (1254/31357)，以及大學每年僅

約申請 250 個專利，成功授權比率更僅佔其中約 4-5%而已。 
159 Rebecca S. Eisenberg, Public Research and Private Development: Patent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Government-Sponsored Research, 82 VA. L. REV. 1663, 1684-1695 (1996). 
160 35 U.S.C §200. 
161 35 U.S.C §201(a). 
162 35 U.S.C §201(c). 
163 35 U.S.C §201(h). 
164 Eisenberg, supra note 159, at 1691-95. 
165 48 CFR 27.30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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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學研機構與合作研發方互動中，拜杜法案特別賦予政府補助

之研發成果所申請的專利權雖仍歸屬於聯邦政府，但使用收益權憲

則下放學研機構自主管理166，或直接歸屬於合作研發方167，以有效

減低未來洽談專利授權的不確定性(uncertainly)168。而其中係取決於

該研發成果係由何方所完成，當研發係由聯邦機構全部或一部完成

者，則該成果之權利係歸屬於聯邦政府所有而學研機構享有使用收

益權169；反之，若皆由合作研發方獨自完成，則得歸屬其所有。惟，

由於將專利權歸屬於非營利組織或私人企業，鑒於專利權人得以主

張排他權，從而恐造成相關機構研發運行上的影響。依此，拜杜法

案明確針對此等將專利權歸屬於聯邦政府以外的情形，規定需保障

該執行研究之學研機構或資助經費之聯邦機構能獲得不可事後撤

回、不可再為移轉之權利金已付之非專屬授權，進而避免研發進行

受阻並維持相關機構的研究和政策的繼續實施170。 

 

(1) 主管機關的監督管制手段 

而主管機關的監督和管理，得由研究進行的演進歷程，可

分為為申請專利保護階段和授權使用階段兩部分。 

在申請專利保護時期，於仍歸屬於聯邦政府但使用收益權

限下放個別學研機構的情形中，商務部長 (Secretary of 

Commerce)會輔助相關聯邦機構尋求國際專利佈局以及補助相

關之費用171。反之，在歸屬於非營利組織或私人的情況下，雖

合作方享有選擇權利保護形式的權利，但相對應需負擔揭露相

關合作的研究發明內容予聯邦機構172，並於兩年內決定欲採取

保護策略之義務。一旦合作方有部分發明未予揭露而違反作為

義務時，則該部分之權利將逕歸屬於政府所有173。又，當相關

成果發明的專利保護有可能牴觸科技政策和本法案之立法目的

時，則可認定屬於例外情形(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以發動

限制合作方相關的權利保護申請權限，而相對應合作方則享有

申訴(administrative appeal)之機會174。 

另外，就授權使用的部分，於拜杜法案中為達到鼓勵研發

成果得以進行後續的商業開發和使用之目標，原則上賦予學研

                                                       
166 35 U.S.C §207(a). 
167 35 U.S.C §202. 
168 王偉霖、劉江彬，同前註 52，頁 156-58。 
169 35 U.S.C §202(a). 
170 35 U.S.C §202(c)(4). 
171 35 U.S.C §207(b)(2). 
172 35 U.S.C §202(c).其中針對揭露之研發資訊須維持機密性(confidential)及未予以公開(not 
subject to disclosure)，以符合申請專利保護之要件。 
173 35 U.S.C §202(a). 
174 35 U.S.C §2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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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和合作研發方得自由彈性針對相關研究成果約定選擇有償

或無償的非專屬授權、部分專屬授權或專屬授權予產業端，並

同時促進創新投資(investment capital)的共同參予商業化175。其

中在授權對象的選擇上，有兩種情形需優先考慮，一為具有同

等或高度潛力發展的小型企業176；另一則係盡量優先選擇將於

美國境內實施該專利或發明的企業為專屬授權177，可謂帶有濃

烈的偏好內國的科技發展政策色彩。然而此二情形尚可因相關

商業應用具有一定高門檻之資本和技術能力而不存在符合之小

型企業、已經合理嘗試於美國境內實施而未果，或是成本考量

而不具商業可行性，進而豁免適用該授權對象之限制178。而主

管機關於上開授權等事宜具有一定的管制權限，如事前商業部

長得針對歸屬於聯邦政府之研發專利，輔助促成其等的授權和

使用179，並於簽訂授權予他人時需保留或回頭授權學研機構具

有持續研發的權利180。此外，於授權後亦需要求被授權方定期

回報實施的情況與成果，且賦予聯邦機構發見被授權方有違反

契約約定、不符合公眾使用之目的，或相關實施被宣告違反競

爭法時，具有終止授權契約之權限181。 

又，針對已歸屬於合作研發方的專利權，聯邦機構得於特

定條件成就時發動介入權(march-in rights)，逕自授權予第三

人，而無需經該專利權人之同意。其中發動要件亦聚焦於公眾

利益的追求，分別為相關研發成果未使用或於一定合理期間內

仍未有使用的跡象、具有促進公共衛生或公共安全所需、相關

使用未滿足公眾使用的標準，以及有違反國內優先授權之第

204 條等情182。而發動之程序規定於拜杜法案的施行細則 37 

CFR 401.6 中，為避免對於合作研發者和相關被授權人的影響

過鉅，其中規定書面通知以相互傳遞意見等繁複程序，使發動

更具合理性，亦賦予合作研發者相對應之救濟機會183。 

 

二、 史 蒂 文 生 - 懷 德 勒 技 術 創 新 法 案 (Stevenson-Wydl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 of 1980) 

 

(一)立法目的和適用範圍 

                                                       
175 35 U.S.C §207(a), §209(a). 
176 35 U.S.C §209(c). 
177 35 U.S.C §204. 
178 35 U.S.C §204. 
179 35 U.S.C §207(b)(1). 
180 35 U.S.C §209(d)(1). 
181 35 U.S.C §209(d)(2)(3). 
182 35 U.S.C §203(a). 
183 35 U.S.C §2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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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案亦與拜杜法案於相同的時空背景下所生184，雖其立法目的亦

係促進產學合作，惟相對於拜杜法案，本法案特以聯邦政府所屬研發機

構中的實驗室(Federal laboratory)為導向，著重於加強其與私人企業間的

共同研發，並且促進技術升級和成果有效授權和技術移轉185。 

 

1. 促進與產業端間的合作的組織革新 

為達成本法案所欲追求的由政府補助之研發成果得滲入產業

界，帶動整體競爭力提升之目標，本法案明文商務部長須擬定刺激

產業升級的研發方針(experimental program)，由上而下地透過撥用一

定之預算獎勵誘使學研機構與業者的相互合作186。又，亦透過輔助

學研機構設立合作研發中心(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職司和產業

界的交流與合作187。 

而本法案中最為重要者，乃關於聯邦政府補助之技術的利用。

相關規定除將此列為各實驗室中所應盡力促成之任務，並作為人員

考績評比的參考，以重申促進技術移轉予業者的初衷188外，更透過

學研機構的組織再造，明文須設立產學合作中心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offices)，以專職於評估實驗室研發成果商業

化可能、將研發資訊公佈予相關業者尋求合作機會、以及建立產學

合作管理機制以促成更有效率之交流等189。 

 

2. 增進與產業之共同研發和授權技轉 

政府所屬之實驗室得與私人企業簽定共同研發契約(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簡稱 CRADA)190，於契約相對

人選擇上，亦須偏好小型企業或於美國境內製造者191，而在專利授

權上則須比照拜杜法法的相關規定進行192。而在此等合作開發中，

為鼓勵業者願意投入資金分擔研發開銷和提供相關技術人力以加速

研發進行，故而於雙方契約擬定中，應斟酌業者的努力及貢獻，而

得針對日後共同研發成果所申請的專利，事先約定專屬授權或甚至

移轉予私人企業，進而穩固其日後產業利用的獲益基礎。其中，於

前者專屬授權中，為保障該聯邦所屬的學研機構得繼續進行研發，

私人企業尚需回頭授權一不可事後撤回、不可再為移轉之權利金已

付之非專屬授權予該學研機構。而在後者移轉讓與予私人企業時，

                                                       
184 15 U.S.C §3701. 
185 15 U.S.C §§3702, 3703. 
186 15 U.S.C §§3704, 3706. 
187 15 U.S.C §§3704(a), 3707. 
188 15 U.S.C §3710a. 
189 15 U.S.C §3710(b)(c). 
190 15 U.S.C §3710a(a)(1) 
191 15 U.S.C §3710a(c)(4). 
192 15 U.S.C §3710a(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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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契約中亦須使聯邦機構保留一定之權限，而得要求授權予聯邦機

構或在特定情形同拜杜法案第 203 條而行使介入權193。此外，從產

業端獲取的授權金亦須作為獎勵相關研發人員以及回頭挹注於後續

的研究經費中194，有助於加強學研機構對於和產業合作的誘因，更

能減輕政府對於研究經費的負擔。 

另外在後續技術移轉和商業化的部分，本法案特別針對學研機

構中所聘用的人員管制進行鬆綁，得藉由與合作廠商間的契約而與

其形成類似合夥關係(partnership intermediary)，而得派學研機構中的

研究員或教授等至該廠商中協助後續的商業化及產品開發，以完成

技術移轉並提升商業化使用的成功率195。 

 

三、科技法案之影響和效應 

拜杜法案係著重於由聯邦政府出資的研究計畫，不論係由政府所屬的研

究機構，或由非營利組織和小型企業，或甚至兩者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藉

著針對所申請的專利權歸屬的重塑，以及相關合作和授權規定的統一規範，

使相關產學界之間的交流更為密切且有效率，並逐漸著重於申請專利和後續

的產業化事宜。相對而言，史蒂文生-懷德勒技術創新法案則是側重在研究機

構中的實驗室於研究方向選擇前即得與民間廠商簽訂共同研發合作契約，約

定事中的研發合作、事後技術移轉和專利授權，並且同時鬆綁政府聘用的研

發人員的管制，以增進聯邦資助的研究成果得以有效帶動產業發展。 

從非營利組織 AUTM(全稱為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針對大學與產業界的合作狀況，藉由訪談進行調查的 2004 年度統

計數據(圖 13)顯示，政府資助之研究成果中申請專利保護逐年升高，且該時

所完成的研究成果中有符合可專利品質的比例更達八成196。再搭配美國 2013

年的官方聯邦實驗室技轉處之統計，亦呈現雖歷經 2008 年之金融海嘯，其後

四年的中專利申請數量仍呈現穩定成長的態勢，其中更於 2012 年獲准之生物

科技專利為最大宗197。由此可知學研機構在選擇研發方向已有偏向未來商業

化、產業化之趨勢，並看重申請專利作為鞏固未來收益之手段。 

                                                       
193 15 U.S.C §3710a(b). 
194 15 U.S.C §§3710a(b)(5), 3710b, 3710c. 
195 15 U.S.C §3715. 
196  AUTM, AUTM U.S. Licensing Survey: FY 2004 Survey Summary, 16-19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immagic.com/eLibrary/ARCHIVES/GENERAL/AUTM_US/A051216S.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鑒於網路得免費取得之完整資料僅有 2004 年此年份，故本文決定採用此

資訊做為評估美國科技法案成效之基礎，合先敘明。 
197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Feder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Transfer Fiscal Year 2013 Summary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4-6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nist.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po/publications/FY-2013-Fed-Tech-Transf-Rep
ort-FINAL.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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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聯邦實驗室技轉處於 2013 年統計之學研機構申請專利之比率-以技術

領域區分198 

 

此外，鑒於得以授權予私人而促使相關新創公司的數目大幅增長，其中

生物科技亦屬前三大宗技術領域，更溯及 1998年至 2004年已成功商品化 3114

項新產品進入市場。惟，新創公司大多係以個人投資為主，僅有少部分有受

投資基金所支持甚而上市上櫃之情，從此可知在研發端至產品端本身存在諸

多困難尚需克服，但也顯示相關法案實有部分助益銜接此二端的功能199。又，

於授權的部分，除合作研發方行使選擇專利權保護之高比例200外，將研發成

果之專利授權予私人企業亦頗為活耀201。其中較為特別者，乃專屬授權型態

所占之比例約維持在百分之四十五左右，而新創公司和小型企業相較於大型

企業而言偏好專屬授權，可推知專利權得以排除他人實施的權能實有助於拉

近企業資本所帶來的競爭差距(表 5、圖 14)202。 

                                                       
198 See Id. at 6.  
199 AUTM, supra note 196, at 27-30. 
200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Feder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Transfer Fiscal Year 2012 Summary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10-11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nist.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16/09/30/federal-laboratory-tt-report-fy2012.
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201 AUTM, supra note 196, at 20-23. 
202 Id. at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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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AUTM 於 2004 年調查結果所統計之授權樣態-以授權型態和授權對象

區分203 

 

 
圖 14、AUTM 於 2004 年調查結果所統計之授權樣態-以授權型態和授權對象

區分204 

 

最後就授權收益的部分如圖 15、圖 16 所示，大學、研發機構和聯邦所

屬之實驗室其等相關的授權金收入尚維持穩定攀升偶有些微跌幅的情勢，其

中可見學研機構多採用的定期給付(running royalties)之授權金型態。而此等收

益於相關法案規定需部分挹注回研發經費中，以及與民間廠商簽署共同研發

合作契約數目的增長，實能承擔研究經費部分比例205。惟，恐因後續深入研

究以及開闢了新的研究方向，總體的研究經費和政府投入的總額仍持續上

升，而以此等收益回饋研發仍難以實質減輕政府支出的負擔。 

                                                       
203 See Id. at 23.  
204 See Id. at 24.  
205 Id. at 2, 24-27. See also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upra note 197, at 8-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0 

 
圖 15、AUTM 於 2004 年調查結果所統計之授權收入-以授權型態區分206 

 

 
圖 16、聯邦實驗室技轉處統計之歷年授權收入-以授權/技轉和單純授權區分

(2009-2013)207 

 

綜上所述，從相關數據整體而言其專利申請比例、授權成功率、商業化

之相關收益等皆有顯著的提升，實與原先草擬相關法案之有效促進產學合作

                                                       
206 See AUTM, supra note 196, at 26. 
207 Se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upra note 
197,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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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帶動產業發展和回饋研究的的方向調整和資助其進行等之目的有高程度的

切合208。然而，有論者認為將具有排他權能以獲取經濟利益的專利制度引進

學術社群後，改變了原本的分享合作機制以及學術聲望之非經濟性誘因制度
209。另外，在實行相關法案中，仍有生細部複雜問題和遭遇難解之問題，相

關之解析和探討容於後述。 

 

第二項 專利保護要件界定模糊 

基因科技如前所描述，係透過對於基因蛋白質等相關機制的知悉和掌

握，運用人為操作之精密實驗方法，針對生物體和其所含的生物材料中基因

等遺傳物質予以改良，再使其產生原先預期的生物表現與否，進而製備具特

定醫療效用的物質，或作為醫療應用或研究所用之工具。而在基因科技發展

中，需依賴豐厚的基礎研究層層交互比對以描繪出確切的生物機制，其中更

需輔以局部突破性的研究工具進行實驗和研究，始有機會創造出具有產業應

用傾向的產品或服務。又，如前述基因科技亦需克服生物體維持和運行生命

的高度複雜性，而將於研發的過程中遭遇高度生物不確定性之困境。從而，

實有必要運用誘因機制促使研發人員或相關業者願意投入金錢和人力以進行

研究開發，始有機會完成後續的商業化和應用化，進而造福群眾之健康和生

技產業之發展。依此，各國亦不排除透過專利權保護之政策工具促進基因科

技的研發，並且相關的科技創新法案甚至特別明文鼓勵針對此等相關基礎研

究申請專利，以期能有效促成基因科技的產業應用。 

 

第一目 專利適格性 

基因科技的內涵，如前所述係運用分子生物技術，進行基因、蛋白質和

生物功能之關聯性研究，或是針對相關之生物材料予以改良。雖然，基因科

技之後端商業使用上確實具有應用性質，但本質上仍不脫運用生物機制予以

實行，抑或是透過調節生物機制的進行以製備與自然生成相同或相似之物

質。故，基因科技特性中，不僅基礎研究和應用開發本質上難以區分210，又

因涉及生物機制的實施或生產與自然界相同或類似的生物材料，尤生難以區

隔自然發現(discovery or product of nature)與人為發明(invention)的問題211。此

乃基因科技領域的研究成果是否有符合得受專利權保護標的之爭議所在。 

然而，專利適格性(Patentability)可謂為專利保護的第一道門檻，其卻僅能

透過劃定符合與否此二分法方式，做為調節研究發明領域中究屬共有領域

(public domain)，或是得歸於私有(private property rights)之分。由於法院乃事

                                                       
208 王偉霖、劉江彬，同前註 52，頁 114、127-28、134-38、156-58。 
209 Megan Ristau Baca, Barriers to Innov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nsaction Costs in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2006 DUKE L. & TECH. REV. 4, ¶11(2006). 
210 Eisenberg, supra note 131, at 195-96. 
211 Dan L. Burk and Mark A. Lemley, Policy Levers In Patent Law, 89 VA. L. REV. 1575, 1676-77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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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被動針對專利適格性做出法律見解的闡釋，倘與事前專利核發之主管機關

原先採取的法律見解有間，更恐會造成法律安定性的破壞，以及對於產業其

專利佈局和研發方向產生劇烈的變動。是故，於專利適格性的判定上，考慮

到適格性非黑即白之效果和事後變動的效應，適用上應當更為謹慎212。而面

對此爭議，美國最高法院針對此有一連串的相關判決，但似乎仍未能全面解

決此一問題。  

 

第二目 產業利用性 

 基因科技的發展，鑒於其技術本質乃高度仰賴基礎研究的大量進行，始

有機會進一步為後續商業化開發，可謂為一累積創新之技術領域。因而，學

術社群如前所述共同努力進行相關跨國研究計畫以完成最上位之研究工具開

發，而希冀基因科技得以近用相關之研究工具再為改良或研發，進而促使整

體產業的創新發展。然而，最上位的研究工具到後端醫療應用中實則存在巨

大的鴻溝，尚有賴於龐大的基礎研究予以補充串聯之。從而基因科技發展中

主要仍著重於生物機制的細部研究，以詳實解析生物功能之運作機制，進而

促使後續得以有效發揮醫療效用並保障人體應用之安全性。依此，於前目所

述之基因科技研究成果究屬發現或發明之爭議，姑且先予以認定其為發明

時，於專利權的授予尚須符合保護標的具備產業應用價值，而此時因基因科

技側重生物機制運作之研究，將產生其究竟得否符合產業利用性(Utility)之疑

義。畢竟，於基因科技研究成果多為對於基因做人為操作後觀察其與部分生

物機制的關聯，雖然確實具有高度研究價值得幫助後續研發所利用，但與實

際醫療應用尚存有落差。 

惟，若由鼓勵研發人員和業者願意投注資金和人力於基因科技發展的面

向切入，看似透過發明者揭露其研究成果使相關領域研發者得以學習，促成

整體技術的提升而符合累積創新之特性，並換取享有一定期間的排他權以鞏

固後續獲益的可能，得以促進生技產業之發展。然而，此情狀是否得被實務

法院所採認以判定基因科技之研究成果具備產業利用性，並且應如何避免當

具有研究傾向之成果受專利權保護時，實際運作上可能發生壟斷研究工具而

與累積創新之宗旨有所扞格，實有必要再進一步之探究。 

 

第三目 進步性 

 另外，由於基因科技之累積創新特性，以及相關研發成果仍多屬於學問

知識的產出，此時在專利授予上更須明辨新發明和申請日以前已存在之公開 

先前發明的差異，是否足以跨越進步性(Nonobviousness，或稱 Inventive step)

之門檻，而得以判定屬於得核發專利之另一發明。而進步性之判准，按法律

文義略為相關發明並非為相同領域熟習技術知識者明顯會進行嘗試並能夠輕

                                                       
212 Arti K. Rai, Diagnostic Patents at the Supreme Court, 18 MARQ. INTELL. PROP. L. REV. 1, 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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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成功完成者，而法院之相關見解則有依照法律規定推演出教示(teaching)、

建議(suggestion)、鼓勵(motivation)之 TSM 判斷方法213。 

依此，於基因科技的研究開發中，多會參考先前研究的文獻，判讀相關

實驗結果和學習其中所使用的實驗方法，再藉著交互比對分析後決定研究策

略，憑藉著先前研究為基礎繼續進行後續的創新研發。故而，當後續研發成

果出爐時，考量其是否具備進步性要件而受專利權保護時，實有必要剖析發

明人選擇之研究策略，其中的研究方向或研究方法是否已受先前文獻所指

示，而使同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用知識者得以輕易判斷選擇嘗試，抑或是予

以相互組合而為之等。再者，由於基因科技帶有生物不確定性之性質，即便

有相關文獻已指出某特定化學結構(structure)或所屬的家族(family)具有何種

生物功能或特性(characteristic)，理應能夠針對些微不同的物質進行試驗似能

得到相似的結果，惟在基因科技中仍尚須經歷大量的實驗試誤(try-and-error)

和使用昂貴實驗耗材等始能完成，亦有可能遭遇失敗之情。是以，有論者認

為基因科技的發明理論上應評價為難以輕易完成者214。但是，於智慧財產局

審核或法院審理時，皆為事後對於已完成的發明進行判斷，容易因時間的推

移而產生後設偏見，進而趨向遭判定不具進步性之虞。故，究竟基因科技之

研發是否符合進步性要件，實有必要依照發明個案所屬之領域不同、其成果

實際內涵和授予專利後對於該技術領域之影響予以決斷判斷的標準215。 

然而，上述進步性之判斷具有高度不確定性，實乃影響研發者和投資者

投入基因科技領域之意願，從而是否有必要藉由增設特別針對基因科技所為

之擬制符合進步性之規定，以鼓勵研發的進行和促進生技產業的發展，實屬

重要之課題216。 

 

第四目 專利據以實施性和書面揭露 

 專利權的授予，除了立基於發明人揭露其研發成果予公眾之對價，亦於

特定發明範圍中僅能核發單一專利權而不生相互重疊之專利權。因而，專利

法不單是透過誘因制度鼓勵發明人提供其研發細節和成果，惟恐發明人因其

具有某程度技術獨佔能力而遲遲不願揭露換取專利權時，專利法亦運用賽局

理論促使相同技術領域之發明人願意盡早公開其研發成果角逐該單一專利權

的授予，而此等零和賽局乃轉化為專利要件中的新穎性(Novelty)。而在新穎

性判斷上，於 2011 年採行先發明主義(First-to-Invent)的美國修法修正為先申

                                                       
213 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 550 U.S. 398 (2007). 
214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84-85. 
215 Id. at 1677-78. 
216 陳文吟，探討修改「進步性」專利要件以因應生物科技發展的必要性-以美國法為主，載：

生物科技與專利法，頁 339-341，2011 年 9 月。此論者於文中提及美國專利法曾於 1995 年即

特別針對此有所討論，並草擬制定了 35 U.S.C § 103(b)欲使基因科技發明得透過遵循專利申

請和專利歸屬之特別情狀，得以換取擬制其符合進步性之效果。但最後並未成功明列於專利

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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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主義(First-to-File)217，此後可謂全球已走入穩定的先申請主義態勢。 

依此，當為了符合新穎性要求，發明人將力求盡早完成其研發並公開之，

必定將壓縮研發和多方嘗試實驗的時間。此外，專利權所得以行使排他權之

權能，乃取決於其專利權申請範圍(claims)的大小，此亦為專利經濟價值的所

在。故而，在此等專利制度下，發明人將尋求盡速完成研發成果並於申請專

利時擴張其專利申請範圍，此時則需審酌此情是否符合據以實施性

(Enablement)和書面揭露要件(Written description)。此二要件係為了確認相關

發明內容確實得以發揮如專利說明書所述之技術效果，並且同屬技術領域者

得以藉由專利書面揭露之內容習知相關之研發成果和所使用之實驗方法，進

而得以重複驗證或再為改良，以符合專利法之提升技術水平之目的。其中，

此等要件之判斷標準，乃研發成果得就專利書面揭露之研究方法和數據予以

支持或無須過度試驗即可完成。究竟研發成果其貢獻係其成果的產出，或其

所採用的研發策略，或是兩者皆是，將影響上開二要件之判斷。 

然而，在基因科技領域中，基因與特定生物功能的關聯性研究一旦有了

初步階段性進展或結果，申請專利時則多會擴張專利申請範圍以保障其研究

成果，而於相關基因序列之專利中納入研發使用之模式生物以外的生物種類

等。此外，另一可能的狀況為當發明某種需結合模式生物的分子生物技術，

此時申請方法專利時亦可能會增加研發時從未試驗過的其他生物種類，以求

未來主張權利的範圍擴大。依此，此等擴張至發明人實際未試驗過的生物種

類，而在專利說明書內容無法直接支持的情況下，究竟是否即應判定不具備

上開二要件，或是需考量其揭露的研發策略可否在無須過度試驗下亦能在其

他生物種類中予以實施，亦即，評斷相關發明的技術貢獻內涵，或甚至從產

業特性或政策的角度調整之，皆猶待進一步討論和分析218。 

 

第三項 研究工具受專利權壟斷 

 

第一目 專利權之權利內涵 

當專利權核准授予後，專利權人即得依照專利申請範圍，享有排除未經

其同意實施之權利，亦即，猶如民法所有權般，專利權亦得針對經界定屬權

利人之權利範圍內，而向其以外之他人主張排他權。依此，專利權人得參酌

自己日後是否有意投入該領域的後續商業化，以及授權方或侵權方的商業布

局和侵權情狀等，選擇同意他人實施以獲取約定之授權金、移轉讓與專利權

予他人，甚或是拒絕同意而行使排他權排除他人實施，透過聲請法院防止或

除去他人的侵權行為，並請求損害賠償金。惟，專利權固然亦屬私權，但實

際運作上仍與民法一般物權有間，乃專利權其權利範圍係技術和知識，而屬

                                                       
217 America Invents Act (H.R.1249). 
218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78-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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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無體的智慧財產權。故不僅其權利範圍本質上難以清楚界定，且侵權的情

狀上多發生於研發過程、服務提供和產品製造中，並受到侵權時權利亦不生

任何有形的損耗。是故，上開行使權能的手段選擇，必定需屈就於上開特性，

亦即是否已存在有侵權之事實發生，或他人實無從進行設計迴避而有高度侵

權之疑慮等前提下，始得為之。由此可知，現行專利法下不但專利權人本身

即難以發見侵權之證據，專利權人以外之人亦容易落入專利權的權利範圍

中，此等問題於基因科技中可謂更為嚴重。 

  

第二目 基因科技專利之特性和試驗免責之極限 

基因科技如前所述本身具有研究與應用難以區分之性質，導因於基因科

技係涉及生物機制的運作且相關研發成果多為知識產出之特性，並且需要藉

著此等知識的累積始有機會邁向產業應用之發展。又，於前項亦提及專利制

度已引進至基因科技中，並亦有就研究傾向的相關研究成果賦予專利權。故

而，研發人員在投入特定基因科技領域中進行研發和實驗過程中，將可能面

臨所欲使用的研究工具，如基因序列片段或相關的分子生物技術等，係有專

利權保護存在。 

雖然，專利法中係有特別針對就專利說明書所描述之實驗方法和實驗結

果為重複驗證時，由於此等驗證有助於證明說明書所載之內容係正確並可

行，以確定符合專利權授予之資格，從而賦予試驗免責(Experimental use)之規

定。然而，美國相關法院見解對於試驗免責的適用認定非常嚴格，認為需試

驗之立意恪守於科學研究，而不得有任何營利之意圖，即便大學為非營利組

織，於從事相關試驗而未經專利權人同意時，亦可能因追求至學術成就而能

獲取外界贊助而仍被認定不符合試驗免責之要件219。由此可知，在此等嚴格

解釋適用的狀況下，連有與產業廠商合作之學研機構中的研發人員都恐難以

主張試驗免責，單純產業界的研發單位更不在話下。故，學研機構或生技產

業業者僅得透過與專利權人接洽授權事宜後，始能避免產生專利侵權之風險。 

然而，在基因科技領域中，亦因為其具有累積創新之特性，從而相關的

研究開發多尚未能夠直接作為製備產品或提供服務之應用。依此，鑒於此等

基礎研究本身即具有的隱密性，專利權人亦無法有效察覺學研機構或產業廠

商是否有未經其同意而擅自實施其發明之情事。另外，即便學研機構和非營

利組織如大學已難以被劃歸於試驗免責的保護傘中，惟專利權人考量到其等

的研發能量強而不願破壞相關之合作情誼和未來合作機會，以及當控告此等

機構除需耗費鉅額的訴訟費用，甚至可能無法獲得相對應之損害賠償金，亦

恐影響其自身在外的名聲。故而，實證研究顯示專利權人控告研發人員的侵

權官司數量頗為稀少220。對此，專利權人則多改以和尋求授權端簽署生物材

                                                       
219 Madey v. Duke University, 307 F.3d 1351 (2002).  
220 John P. Walsh et al., Effects of Research Tool Patents and Licensing on Biomedical Innovation, 
in PATENTS IN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285, 324-28 (Wesley M. Cohen and Stephen A. 
Merrill ed.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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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移轉協議(Materials Transfer Agreement，簡稱 MTA)，或採用延展性授權金

(Reach-Through License agreements，簡稱 RTLAs)之授權條款，前者透過以契

約約定專利產品之實體物的移轉，或同時包含未來所完成之成果和資訊的回

報，以知悉掌握被授權方的使用狀況221；後者則是針對被授權端之研發成果

商業化時，約定抽成比例或要求具有優先回頭授權(grantback)之權能等，以反

應該專利之使用情形和價值貢獻度222，進而避免前述主張權利之障礙和困

境，並獲取相對應之收益。  

 

第三目 研究工具專利之授權難題 

當具有研究工具性格之研發成果或分子生物技術受專利權保護時，專利

權人以外的研發者欲進行後續實驗或是近用相關之技術，僅得與專利權人尋

求授權。然而，洽談研究工具專利授權恐引發諸多問題。首先，當後續欲投

入研發者與專利權人接洽時，即代表尋求授權方亟需借助授權方之專利所保

護之技術或知識，即便實得以透過閱覽專利說明書而得以自行製作而生。於

是，在此等授權協商的過程中，專利權人係處於一談判之優勢地位，得以在

契約中加諸更多有利於專利權人之約款，或是在授權金價額上向上拉升。又，

與專利權人洽談時，亦可能於過程中暴露自身的商業布局和策略，使專利權

人得以預知或掌握尋求授權方進一步的研發方向223。雖然此二問題似可透過

委由第三方代理接洽之，以避免談判地位不對等產生的經濟上不利益。然而，

無論此二問題或尋求第三方名義代替之，皆會造成交易成本的增加，進而阻

卻投入研發的意願。 

再者，一旦研發者有需使用不僅一種的研發工具時，且於洽談研發工具

授權時係被要求簽署上開所述的延展性授權金之契約類型時，則恐因未來完

成研發成果時將受數個專利權人要求部分比例之回饋，進而壓縮研發者得以

獲利之空間，最終選擇放棄相關技術領域之投入和研發224。另外，專利權人

亦可能出於保障自身後續研發和保有相關商業利益而選擇拒絕授權，此雖未

脫逸出專利權所賦予之權限，然而當此等研究工具專利其屬於研究開發歷程

中的上位且必要時，一旦遭受壟斷將不僅可能造成中下游研究開發的中斷，

甚至新興研發無從進行而重創基因科技倚賴累積創新的技術領域。最終可能

                                                       
221 Baca, supra note 209, at ¶22-23. 
222 Kimberlee A. Stafford, Reach-Through Royaltie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Tool Patent Licensing: 
Implications Of NIH Guidelines On Small Biotechnology Firms, 9 LEWIS & CLARK L. REV. 699 
(2005). See also Patrick Hagan, Reach Through Royalties as a Workaround for Patent Exhaustion, 
2 HASTINGS SCI. & TECH. L.J. 243, 243-44 (2010). 其中，後者有就請求授權金和要求未來研發

成果之回頭授權認為分屬不同類型，而單認請求授權金者始屬延展性授權金之類。惟，前者

則並未有此等區分，而且區分實益則係於有無生專利權擴張之問題，容於本文第四章詳述。 
223 Dr. jur. Sandra Schmieder, Scope of Biotechnology Inven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Europe - Compulsory Licensing, Experimental Use and Arbitrtion: A Study of Patentability of 
DNA-Related Invention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rbitration Based 
Compulsory Licensing System, 21 SANTA CLARA COMPUTER & HIGH TECH. L.J. 163, 231(2004). 
224 GRUBB & THOMSEN, supra note 69, at 4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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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產生與專利法欲追求目的相違背之技術發展停滯情狀225。 

雖然有論者認為基因科技固然涉及基因、蛋白質和相關的生物功能和機

制運行，惟其中基因本身多具有多重生物功能，而且相關的生物功能中亦涉

及諸多機制同時相互調控予以運作，並且亦有環境因子交互作用等情226。從

而，其認為即便基因科技等研究工具受專利權保護，後續相關研究仍有相當

充分的空間得以迴避，尚不至於產生前開阻礙技術升級之情227。然而，在基

因科技此等累積創新的高門檻技術領域中，以及研究開發至實際產業上應用

尚存在巨大鴻溝時，似乎難以想像毋庸借重諸多研究工具即可完成研發228。 

是以，在維護專利權人一定的獲利空間以保障其研發誘因下，應盡量使

後續的研發者得以近用相關之發明成果，使其得於研發過程中使用更優質更

具效率的分子生物技術方法，進而增加機會和提升效率以克服生物不確定性

並促進技術發展和產業升級。從而，在面臨此等問題時，實有必要審慎評估

各該契約約款的合宜性，以及考慮運用合宜的授權配套措施，進而增加後續

研發者近用專利所保護之技術思想和內容，並透過支付專利權人一定合理之

對價，使專利權人亦得以獲取較為接近真實使用數目之授權金，而後續研發

者亦得以維持一定之研發空間予以精進改良，最後造就民眾健康和產業發展。 

 

第四項 專利歸屬分散所生反共有之悲劇 

 

第一目 基因科技專利之歸屬分散 

鑒於生物機制其運作和調節之功能實行，係導因於生物演化和化學分子

的結構所使然。即便因對於其等有更加深入的了解，或借助更佳的分子生物

方法，仍然僅得依照原本生物機制的運行上，至多僅能進行些微調整或部分

改良，難謂得以重新另闢一全新之生物機制予以表現相同之生物功能，此乃

基因科技之既有事物本質(architecture)229。 

惟，隨著生物功能運行之機制逐漸被解構，其中相關調節或運作之基因

和蛋白質等，亦將一一被特定並加以分析之。基於單一生物功能中存在諸多

蛋白質的交互調節作用，甚至牽涉影響源頭基因的表現與否及表現量，雖然

實際參與該機制之生物材料數量係依照生物體複雜度而有所差異，但倘若認

定相關生物材料、生物機制的實施方法和分子生物技術等係具有可專利性，

且符合相關專利要件而受專利權保護時，可謂在人體中充斥著甚多可申請專

                                                       
225 Saradindu Bhaduri, Patent Biotechnology ,in HANDBOOK OF BIOENTREPRENEURSHIP 211, 
235-238 (Holger Patzelt and Thomas Brenner ed. 2008). 
226 Samuel M. Cohen, Risk Assessment in the Genomic Era, 32 (Supp. 1) TOXICOLOGIC 

PATHOLOGY 3, 3-7 (2004). 
227 David E. Adelman, A Fallacy of the Commons in Biotech Patent Policy, 20 BERKELEY TECH. 
L.J. 985, 1012-15 (2005). 
228 Carl Shapiro, Navigating the Patent Thicket: Cross Licenses, Patent Pools, and Standard 
Setting, 1 INNOVATION POLICY & THE ECONOMY 119, 120 (2001). 
229 LAWRENCE LESSIG,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85-99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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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之標的。 

故而，當其中的生物材料或生物機制的實施方法被申請專利保護，且又

分屬於不同專利權人所有時，則專利權保護標的遍布於生物機制運作的必然

經過的路徑中，必將造成新興或後續研發者需一一尋覓眾多相關專利權之授

權，而引發交易成本甚高之問題。此外，倘若一旦有部分技術或生物材料無

法取得授權時，則恐將造成後續研發無法進行。學說上對此情稱之為「反共

有之悲劇(Tragedy of Anticommons)」。 

 

第二目 反共有之悲劇理論介紹 

反共有之悲劇此假說係 Michael A. Heller 所提出，其內涵簡言之乃「共

有之悲劇(Tragedy of commons)」之經濟財產理論的反面。共有之悲劇係認為

不得私有化之公共財將會被人民過度利用，並可能衍生空氣汙染或環境破壞

等外部社會成本，且即便投入心力創造或改良之技術或產品亦將使公眾皆得

以享用，實會阻礙提升效率之利用的意願和效率。反之，反共有理論則係當

承認並賦予私人得針對其所創造或擁有之物品或技術思想能夠享有獨占之私

有權利時，該私有權利一旦過於切碎細分至不同權利人所擁有的情形下，將

可能相對而言導致權利效用無法被彰顯，而且整合效率也因權利過度分散而

顯得低落，最後結果不利於經濟的促進230。而專利於帶有累積創新性質的基

因科技中，此假說亦能被引用以解釋基因科技現今的發展現況。 

 

第三目 基因科技專利之反共有之悲劇 

而當反共有之悲劇發生於基因科技領域中，如前所述將造成需洽談授權

之對象遽增，磋商次數的增加則代表著交易成本亦隨之累進。即便倘能順利

完成所有相關之授權，後續成功商業化價格卻需將此等成本加入其中，除可

能造成消費者近用困難外，更可能產生無其他競爭者能克服上述成本而與之

競爭，進而減卻了市場競爭因素。此外，一旦研發進行中某個環節所欲使用

的生物材料或技術方法等之專利未獲授權，將導致研發進行產生侵權風險而

阻卻了初始投入後續研發的意願231。舉例而言，基因科技中另有基因檢測晶

片之應用，其為了尋求客製化而挑選患者欲檢測之疾病種類，乃需整合多樣

疾病種類其相關之基因序列，以針對受試者本身的基因組進行基因檢測，就

其檢測結果判斷其基因型的缺失與相關疾病的關聯性以估計其罹患機率。因

而，在整合各類基因序列專利時，即需克服前述之洽談專利授權的交易成本，

並且需承擔並克服遭拒絕授權之風險，否則此等有造福人類健康之產品將無

從問世232。 

                                                       
230 Michael A. Heller,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 111 HARV. L. REV. 621, 622 (1998). 
231 Id, at 1610-13. 
232 Michael A. Heller and Rebecca S. Eisenberg, Can Patents Deter Innovation? The Anticommon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280 SCIENCE 698, 698-99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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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於面臨此等專利歸屬分散之反共有現象，有論者提出應減少專利

權的核發，尤其是研發工具和基因序列之專利233，另有認為應盡力整合專利

權使其歸屬單一以減少專利權人之數目，或運用專利集管(Patent pool) 234、標

準必要專利(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之相關授權促進措施235，抑或是運用強

制授權措施(Compulsory License)以促進授權的進行和保障改良研發的持續進

行236。然而，上開見解雖然理論直觀上似能因應反共有之悲劇所帶來的經濟

不效益，但究竟實際應用上是否有符合生技產業的市場運作現況，以及進一

步所生的影響為何，此外學研機構於此等應用中是否亦有機會參與之，並且

其所扮演的角色是否足以維持後續研發進行的空間，皆留待後續細緻討論之。 

 

第五項 小結 

在基因科技發展歷程中，初期係以政府所屬之學研機構所主導之，經由

政府出資支持研究的進行，且學研成果皆為公有並分享於公眾使用。此外，

學術社群亦透過僅具內部拘束力之規約(norms)，鼓勵科學社群中的研發人員

對於政府補助之研發成果和跨國大型研發合作計畫成果，皆能遵循盡早公開

研發成果並分享予社群和公眾近用，並且盡量保持不運用相關財產制度予以

私有化。然而，上開科學發展狀況歷經政府財政困窘、產業缺乏誘因進行後

續商業化而停滯等情，迫使當局重新反省原先科學發展誘因制度和專利政策

的不足，乃制訂了相關科技創新法案，將專利歸屬、專利授權、技術移轉以

及研發人員的管制予以調整，進而轉變基因科技的發展開始趨向於透過專利

權保護研發成果，而以私有化促成後續產業利用的發展。然而，此等事實因

素雖係誘因制度變遷的原因，但究竟改為專利權保護後，觀其適用之結果和

後續所衍生的相關爭議，是否足以正當化此轉變之基礎，或需要有所修正，

甚至重新回歸早期公有共用之階段237，實有必要全盤檢討之。 

此外，由於基因科技專利的專利要件之判斷標準甚為模糊，在在影響日

後專利行使和主張時，恐面臨法院事後的推翻而宣告無效。並且在現行美國

起訟費用過高的情形下，生技產業恐礙於本身資金不甚充足，訴訟結果卻存

在對於現今要件判斷翻盤之可能，對於生技產業發展而言甚為不利238。再者，

前述專利要件適用爭議，其等究應交由何者機關予以裁斷，較能符合基因科

技之技術本質和產業發展現況，並能兼顧新興科技發展爭議和未來產業脈動

                                                       
233 Arti K. Rai, Fostering Cumulative Innovation in th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he Role of 
Patents and Antitrust, 16 BERKELEY TECH. L.J. 813, 813 (2001).  
234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13. 
235 Joshua D. Sarnoff, Government Choices in Innovation Funding (with Reference to Climate 
Change), 62 EMORY L.J. 1087,1140-42 (2013). 
236 Maureen E. Boyle, Leaving Room for Research: The Historical Treatment of the Common Law 
Research Exemption in Congress and the Court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Biotech Law and Policy, 
12 YALE J. L. & TECH. 269, 307-08 (2009-2010). 
237 Rai, supra note 131, at 151-52. 
238 GRUBB & THOMSEN, supra note 69, at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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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因應，亦有賴機關最適之比較研究予以探討239。又，當專利已獲核准及運

用時，前述相關授予後所生的後續研發阻礙、交易成本提高等皆亦影響生技

產業的研發空間和市場運行，從而有諸多論者提出以專利要件提前把關專利

核發之數量，或是運用既有和新興的專利授權措施加以防範等手段。然而，

究竟何種管制方法和採用何種管制策略最能確保有基因科技研發的空間，同

時亦能兼顧專利權人的商業誘因保障，實有必要借重產業創新的政策思維加

以進一步探討。 

 

 

 

 

 

 

 

 

 

 

 

 

 

 

 

 

 

 

 

 

 

 

 

 

 

 

 

 

 

                                                       
239 Arti K. Rai,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Biotechnology: Addressing New Technology, 34 
WAKE FOREST L. REV. 827, 827-28, 842-47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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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技產業創新發展的專利政策架構與內涵 

 

第一節 專利法之政策容納性 

 

第一項 專利法之立法背景 

 

第一目 財產私有化之介紹 

 

一、私有財產制之精神 

於介紹專利法立法背景前，首先需闡明者，乃財產私有化(private property)

概念的興起、奠基，以及法制化。財產私有化係認為當人民投入人力、物力

和資源，嘗試開拓、創造、生產特定之物品時，就該物品之權利歸屬於該開

創之人民所擁有。此概念之提出乃係對抗過去的領主領地主義，認為相關領

地和以其生產所有物品皆歸屬於領主所有，且居住於該處之人民亦附屬於領

主而為其服勞務，領主再透過由上而下的施予人民薪酬和提供相關生活照顧
240。財產私有化之概念則係認為人民亦得擁有個人財產，並且對於私有之財

產具有主宰(domination)和排除他人(exclusion)的權利241。質言之，當人們致力

開創和完成生產後，相關成果和產品的財產權利歸屬於該人們所有，使其得

以自由就該物品行使權利，如出租或出賣以換取金錢利益或其他物品等利

用，並且當發生該財產受到侵奪或妨害時得要求返還或排除。而財產私有化

的立論起源，係出自於鼓勵誘因之立意基礎，認為透過財產得歸屬於個別人

民，其等將更願意投入自身原有的勞力或資源作為開創生產之成本，並且一

旦成功完成時，不僅其得享有相關利益，外部社會亦能共享該財產所生之效

益，實能促成整體資源更有效地應用以及總體經濟的發展。 

 

二、私有財產制之內容和規範 

隨著時間和脈絡的推移演進，此財產私有化概念漸漸成為某程度客觀事

實上以及人們主觀確信的經濟傳統(economic tradition)，或可謂學理上的「制

度性保障」242，進而在各國制憲時多納入參考，並將此訂入憲法予以法制化，

                                                       
240 ANTH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27-30 (1971). 
241 Heller, supra note 230, at 661-62. 
242 制度性保障理論，最早為德國學者 Carl Schmitt 所提出，將私有財產制度做為個人人格發

展自由以及社會及法律秩序的重要成分及架構。立法者必須依此保障財產權理念，據以制定

各財產權法。制度性保障之目的，乃透過「憲法保障」，以拘束立法者不得藉由任何立法行

為來變更或廢棄此一憲法所保障之「制度」。陳新民，憲法財產權保障與公益徵收之概念，

載：憲法基本權利之基本理論(上)，五版，頁 299-300，1999 年 6 月; 陳敏，行政法總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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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稱之為財產權或私有財產制度。其中，在憲法位階中多側重於財產權此基

本權的防禦功能，即國家不得恣意侵害人民的財產權，僅得於國會等立法機

關在追求某特定公共利益的前提下，始得制定限制財產權之法令，且不得違

反比例原則243。是以，國家有保障私人間的自治空間以及得自由約定相互間

權利義務的權能等面向之客觀保護義務244。然而，財產權尚有另一特色，即

財產權所欲保障的涵蓋範疇，係委由立法者予以明文和補充，亦即，究竟何

種標的得以成為私有財產制下的保護對象，係由立法機關透過立法行為決定

之。是以，當一旦受立法者以法律明文確定屬於財產之範疇時，始得溯至上

位憲法而享有相關基本權之功能和保障245。是以，立法者實能透過立法明文

擇選相關具有經濟性質之標的，使其享有上開財產基本權能，也可以基於公

共利益之追求和符合比例原則之要求，對於特定財產權的權利內容或行使形

式等加以規制，進而作為達成特定經濟政策目標之手段。故而，在私有財產

制之下，國家亦能出於經濟促進或追求其他公共利益的政策面向，立於高權

地位以針對私人經濟活動加以引導或干預246。從而，財產私有化概念受憲法

明文保障後，成為經濟活動的主要框架，而立法者固然必須遵循此等財產既

有規範之核心內容，但亦可透過調整或新增保障之財產對象，以及採取促進

或管制手段，回應經濟環境的變遷和促成經濟政策的實行。 

 

第二目 經濟行政的理論依據 

 

一、前言 

承上所述，立法者在肯認財產私有化的法制環境下，實能出於監理或管

制之目的，透過立法措施以限制權利行使或增設權利保障範疇等，進而追求

特定公共利益的達成。並且，行政機關亦得於立法者授權的框架下訂定法規

命令，或擬定相關之行政計畫據以實施。是以，此等政府部門透過立居於高

權地位，而針對國家整體經濟活動和市場經濟秩序作為規範對象，欲發生特

定經濟促進或經濟干預之效果，所運用制定法規或執行具體的行政舉措等行

為之總稱，概念上又可被稱為「經濟行政」247。惟，在討論此等涉及帶有政

策導向的經濟市場活動管制和促進的法令之實質內容的妥適性前，應先審視

經濟行政本身是否具備得存在之前提基礎，討論如下。 

                                                                                                                                                     
版，頁 966，2013 年 9 月。 
243 參照我國憲法本文第 23 條:「以上各條列舉之自由權利，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

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利益所必要者外，不得以法律限制之。」 
244 詹鎮榮，公經濟法: 第一講: 公經濟法之概念、體系與新趨勢，月旦法學教室，75 期，頁

62-63，2009 年 1 月。 
245 王文宇，從財產權之保障論釋字第三四九號解釋，載：民商法理論與經濟分析(一)，頁 97-98，
2000 年 5 月。 
246 Richard A. Posner, Theories Of Economic Regulation, 5(2)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335, 335-36 (1974). 
247 陳櫻琴和程明修，經濟法研究之新趨勢─簡介史托伯教授一九九八年版「經濟行政法」，

月旦法學雜誌，第 67 期，頁 191-182，2000 年 12 月; 詹鎮榮，同前註 244，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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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體制內含的容許性 

 首先，乃需辨明各國經濟體制的性質，而此與經濟行政之合法性和正當

性實有高度關聯性。鑒於經濟體制乃就該國本身的法規範內容和歷史演進，

對於經濟活動和經濟秩序運行的構造和框架而言，略可分為資本主義之自由

市場和社會主義的管制市場。前者為立基於私有財產權體制的確立、肯認人

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收益、處分之財產權能，以及放任自行成立並維持一封閉

的自由市場機制而排斥政府介入管制；後者則係注重於整體社會共同存續，

進而認為開創或製備完成的財產並不當然歸屬於個別人民，而係屬於全體共

有或國家所有，且不以經濟活動或追求利潤來評價勞務和工作。因而係以政

府為中心，針對相關經濟、市場活動係採取整體性、計畫性的規劃、實行和

分配。現今各國鮮少有完全採擇單一的經濟體制，而係多採兩者之綜合，僅

係其中的比例多寡而有所差異248。舉例而言，美國本身雖具有濃厚的資本主

義色彩，但即便在此等採取自由放任的市場運行中，仍亦有如前章所述透過

科技立法改變研發成果的財產歸屬，促進經濟活絡產業發展之計畫經濟元素

於其中，此外亦有制定禁止限制競爭的法令以維持市場公平競爭之秩序等管

制行為，實難謂屬於全然自由放任市場之經濟體制。 

依此，經濟行政於此區分的二種體制下，原則上性質愈偏向後者則政府

介入之容許性和正當性越高，反之，偏向前者則較低。故而，在判斷經濟體

制的內涵時，實有必要參酌該國法制對於經濟秩序的規範內容和規範間的互

動狀況，以及將其等經濟發展歷程和現實運行情形一同納入觀察並綜合考

量，始能評斷對於經濟行政的容許性和正當性。 

 

三、經濟憲法的拘束力 

 經濟憲法，有狹義和廣義之區分，然而皆非指單獨制定此名稱之成文法

典。前者定義乃位於憲法位階並其規範內容涉及與經濟活動、經濟生活的總

決定有關者而言；反之，後者則係除了憲法中針對經濟市場和經濟生活管制

之架構制度的相關條文以外，亦同時包含其他對於人類共同社會生活有其必

要之經濟總規範總和，故有可稱為「憲法中具經濟重要性之規範總稱」249。

在政府機關行使職權以促進市場活動熱絡和經濟發展時，尚須受到經濟憲法

的約束，而此約束效力並非意味著當憲法未有明文時，即排除立法和行政機

關補充之權能，而係在憲法明確指示的經濟發展方向時，相關政府機關則於

                                                       
248 吳秀明和楊坤樵，憲法與我國經濟部分之基本秩序，載:部門憲法，頁 262-63，2006 年 1
月。 
249 詹鎮榮，公經濟法：第二講：經濟憲法，月旦法學教室，80 期，頁 65-66，2009 年 6 月; 劉
昱儒，專利權耗盡理論之公法研究－兼論美國最高法院 Quanta Computer, Inc. v. LG 
Electronics, Inc. (2008) 判決，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位論文，頁 52，2008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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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法令和施政時應有遵循並尊重此等憲法意旨之義務250。然而，不難想像，

憲政規範制定之初恐難以預見現今此等科技快速發展和全球、區域貿易盛行

的社會經濟現實，因而憲政規範必定與現時事實有某程度的扞格。另外憲法

規範的內容之間本身可能亦存在著相互緊張衝突之關係，卻未有明文其之間

的橫向關聯性的指引。實則，除了有賴透過憲法修正、憲法解釋、具有憲法

續造效力的憲政慣例，抑或是依憲政變遷而適度肯認規範和現實的脫鉤，予

以因應251。另解釋上亦應當區分憲法效力對於立法形成空間的規制程度，進

而決定立法者因應經濟社會市場的變遷的政策形成空間容許性，以維持某程

度經濟行政的據以實施性空間252。 

 

第三目 專利法之立法歷程 

 

一、美國專利法 

 於美國制憲之初，即於憲法「立法機關(The Legislative Branch)」

篇章中的「立法權限範疇(Scope of Legislative Power)」內容明文: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by 

securing for limited times to authors and inventor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ir respective writings and 

discoveries253” 

其中，乃宣示立法者於追求國內科學技術和藝術著作的創新和精進之公

益目的時，得透過制定法令賦予發明人和創作人一定期間內的專屬權利作為

鼓勵誘因之手段。隨後美國國會即於 1790 年制定並經總統頒布第 35 法案之

專利法。實則，多有論者認為此乃憲法直接明文指示應將專利和著作權法制

化，而將此憲法條文定位為專利和著作權條款(Patent and Copyright Clause)254。 

專利法制頒後歷經數次修法乃至 1836 年其基礎制度內容大致抵定255。其

中法制內容主要係針對技術思想、內涵此等原先認為不具備得以私有性質而

僅屬公共財(public goods)之資訊，透過法律明文將其擬制視為得以受財產權

保護的客體。質言之，專利法重新調整財產權保護之範圍，將保護客體擴張

至原先屬於公有之技術資訊，將其劃歸於創造出技術思想和內容之發明人所

有，並且透過法律保障其得享有如一般財產權同得主張具有可執行性

                                                       
250 詹鎮榮，同前註，頁 66。 
251 吳秀明、楊坤樵，同前註 248，頁 210-19; 林佳和，時間、現實與規範性：憲法變遷，月

旦法學雜誌，218 期，頁 28-31，2013 年 6 月。 
252 詹鎮榮，同前註 249，頁 66-67。 
253 U.S. Const. art. I, §8, cl. 8. 
254 Oliver Mills, in BIO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MORAL RESTRAINTS AND PATENT LAW, 41-42 
(Revised ed. 2005); 劉旻憲，智慧財產權之憲法保障基礎，私立東海大學法律學系研究所碩士

論文，頁 56，2012 年 7 月。 
255 Dan L. Burk and Mark A. Lemley, Is Patent Law Technology-Specific?, 17 BERK. TECH. L.J. 
1155, 1158-59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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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eable)的排他權256。相對的，為求獲取國家所賦予之一定期間的專屬獨

占之權利，發明人其創造發明之技術思想和內容本身，不僅必須符合一定之

標準而被評價為有助於其所屬技術領域之發展，以及須公開揭露該技術內涵

予公眾知悉，進而促成所屬同領域之其他研發者得以學習提升技術水準257。 

綜合上述，專利法實係一追求科學技術精進和帶動產業蓬勃發展此等公

共利益的經濟行政手段。實而，乃透過立法措施重新界定財產權保護的範疇，

將技術思想列入受保障之對象。並且搭配創設對價誘因機制，以國家賦予專

利此排他獨占權，換取發明人願意實行揭露其技術思想和內容，促成整體科

學技術的提升，和生產更佳的產品以增進人民生活水準258。 

 

二、我國專利法 

  我國 1947 年所公布施行之憲法本文中，不僅於基本權利篇章明載人民享

有私有財產權和其他於經濟生活權利如商業言論、組織工會和契約自由等保

障259，亦於基本國策篇章的國民經濟一節中，內含「均足」的民生主義之經

濟精神，而呈現出我國經濟體制上同時具有一定程度的計畫經濟性質260。並

且，有論者認為基本國策篇章中第 144 條的反面解釋和第 145 條第 1 項亦可

導出國家有積極對於市場經濟秩序進行維護之義務261。從而，我國應屬於綜

合型之經濟體制，且具備以經濟行政促進經濟活動活絡或抑制經濟秩序失控

進而追求特定公共利益之空間。而相關基本國策內涵則作為日後立法行為和

行政措施等之上位性指導原則，亦帶有以經濟誘因手段促成特定政策目的之

色彩262。是故，我國立法機關實能制定經濟促進或經濟干預之法律，或是授

權行政機關本於其專業訂定細節性、技術性的法令並加以執行之。甚至，亦

得透過政府預算的審議，進而達到調整實際經濟活動秩序之效果263。 

是以，我國憲法的基本篇章中於教育文化一節闡釋了我國對於科學發明

與創造的重視，並認應以獎勵措施促進之264。因而，在國民政府尚未遷至臺

灣前，即於 1944 年匯整過去所制定之「獎勵工藝品暫行條例」、「特種工

                                                       
256 Consolidated Fruit Jar Company v. Wright, 94 U.S. 92, 96 (1876), “…A patent for an invention 
is as much property as a patent for land…”  
257 DAN L. BURK AND MARK A. LEMLEY, THE PATENT CRISIS AND HOW THE COURTS CAN SOLVE IT, 
7-10 (2009). 
258 Allen W. Wang, Rise of the Patent Intermediaries, 25 BERK. TECH. L.J. 159, 160-62 (2010). 
259 有論者將相關經濟生活之基本權利統稱為「經濟基本權利」。詹鎮榮，同前註 244，頁

69-70。 
260 徐筱菁，國家干預經濟活動之憲法基礎與界限，載：管制革新，頁 99，2001 年 4 月。 
261 吳秀明、楊坤樵，同前註 248，頁 270。 
262 詹鎮榮，同前註 244，頁 65。有論者從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的實務觀之，認為我國多

以個案案例中財產權的基本權利之面向，檢視政策手段的合法性和合理性，少有援引基本國

策之條文內容加以評析之。故，我國現行仍尚未有以基本國策之內容闡釋或建構我國的經濟

秩序內涵，而係側重於個別情形的經濟人權保障。蘇永欽，經濟憲法作為政治與經濟關係的

基本規範－從昔日德國的爭議來看今日台灣的回應之道，載：新世紀經濟法制之建構與挑戰

─廖義男教授六秩誕辰祝壽論文集，頁 144-45、151-53，2002 年 9 月。 
263 吳秀明、楊坤樵，同前註 248，頁 248-49。 
264 我國憲法本文第 16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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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獎勵法」及「工業提倡獎勵辦法」等法規，參酌外國立法例而公布施行我

國之專利法265。其中，亦如同憲法之意旨和相關外國立法例般，透過法律創

設專利權此一私權，不僅將技術發明此等無體資訊作為保護標的，亦明文保

障權利人得訴諸民事法律手段以行使如同物權般之排他權，以此作為獎勵以

提高發明人等願意公開其相關的發明技術內容。其政策內涵乃認為當具有突

破性之技術發明公開揭露時，相關技術領域中得以從中學習而直接受益，進

而帶動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提升，間接促成整體產業的發達和經濟的活絡目

的。另於日後制定的憲法增修條文之基本國策條文，更強調了促進投資和產

業升級的概念266，顯見我國法體系對於科技進步以及產業創新的重視。 

 

第二項 專利法立法目的之探討 

 

第一目 美國專利法 

鑒於美國專利法條文並未有直接明文其立法目的，僅有美國憲法所闡釋

的科技創新而言，從而相關學說和法院判決多予以補充詮釋之。而多數論者

及實務判決認為專利法的草擬和制定即係利基於功利主義(Utilitarianism)之

上，主要著眼促成科學技術和產業的進步、精進和發展的效益最大化，而運

用賦予一定期間之排他權利作為手段，認為在創設此等經濟機制的法制環境

下，研發人員將具備充足誘因進行研究和發明，甚至亦有投資者願意提供研

發資源。並且，其等必須遵循專利法所規範之程序內容，揭露相關技術內容

予公眾和同行技術人員共享，使其等知悉學習，進一步為改良和精進，最終

達成前開科技創新產業升級之目的267。故而，考其專利法本身的立法目的，

略可涵蓋獎助發明(Incentive to Invent)、獎助揭露(Incentive to Disclose)和保護

專利商品化之投資(Incentive to Commercialize)此三概念268。 

惟，雖然肯認前開之目標，但就專利法中明文專利權所具備之獨占權能

以及相關配套措施，於解釋運用時究該如何調整以確保提供充足的誘因，以

及確實得以促成整體科技產業創新發展，實有不同的經濟理論基礎而有所爭

執。質言之，究竟就技術思想和發明內涵賦予之專利權保護時，其等範圍應

再為擴張、維持、或甚至減縮，以及相關配套措施應否發動及如何適用等，

皆因所採擇的理論不同而異其結果269。是故，此等經濟理論實可謂為美國專

利法立法目的之實質基礎，將於下一項次詳細討論之。 

 

                                                       
26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我國專利法規大紀事，參見於

http://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37914202575.pdf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266 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 項。 
267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596-99. 
268 Rebecca S. Eisenberg, Patents and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Exclusive Rights and Experimental 
Use, 56 U. CHI. L. REV. 1017, 1024-30, 1036-38 (1989). 
269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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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我國專利法 

我國專利法之立法目的，於草創之初的專利法第 1 條明文「凡新發明之

具有工業上價值者，得依本法申請專利」，乃以核發專利之主管機關為本位，

而將專利保護標的之技術發明應符合之標準明列於其中。此條文雖未直接著

墨於政策目的，而某程度上僅著重在獎勵之手段，並且以專利核發之要件和

標準似間接帶出專利法有促進工業發展之目的。而遲至 1994 年修法公布者，

始改以專利法政策目標為中心，修正為「為鼓勵、保護、利用發明與創作，

以促進產業發展，特制定本法」。並於 2011 年認為「創作」一詞涵蓋了著作

權概念和積體電路設計等而失之過廣，為求精準而修正並明列適用本法之「新

型和設計之創作」270。而從該條文的文字得以推知立法目的包含針對發明和

相關技術和設計創作的「鼓勵」、「保護」、「利用」以及「促進產業發展」共

四個內涵。 

首先，就此四個立法目的的文字予以推敲，似有從政府高權的角度出發，

透過專利權核發和運用相關制度，規範與私人以及私人之間的互動關係，進

而追求此經濟行政所欲促成的政策目的而言。其中以創設專利權此法定權

利，其具有排除他人未經同意實施該技術發明之權能271，得以藉此將發明技

術思想視為私權予以保護，進而鼓勵發明人進行研發，以符合獲頒專利之門

檻272。又，當發明人欲獲取專利權時，亦必須履行公開揭露相關技術內容之

義務並載於專利公報上273，是故，發明人以外公眾第三人即得知悉，不僅得

避免投入資源重複相同之研發，亦可學習利用之，進而以此基礎之上再為改

良和精進，提升整體技術之水準和促進相關產業之發展274。 

然而，細緻考其此四個立法目的之內涵，有論者從專利本身在市場實務

運用和政策目標切入，認為具有實益之立法目的應為「利用發明和相關創作」

以「促進產業發展」而言。其乃認為專利法制即係以創設得涵蓋技術發明且

具有可執行性之專利權，換取技術發明之公開，進而促進公眾學習和避免研

發資源的浪費，藉此達到產業發展之目的275。雖然該論者未就專利在市場實

務運用上有相關論述，惟鑒於發明技術本身僅屬無體資訊，又因申請專利時

須充分公開揭露而理應相關技藝者就說明書內容所載即得以重複實施之，原

                                                       
27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0 年 11 月 29 日三讀通過之專利法修法總說明及條文對照表，頁 1，
參見於

http://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1001129%E5%B0%88%E5%88%A9%E6%B3%95%E
4%BF%AE%E6%AD%A3%E7%B8%BD%E8%AA%AA%E6%98%8E%E5%8F%8A%E6%A2
%9D%E6%96%87%E5%B0%8D%E7%85%A7%E8%A1%A8(%E4%B8%89%E8%AE%80%E9
%80%9A%E9%81%8E).doc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271 現行專利法第 58 條、第 96 條。 
272 現行專利法第 22 條。 
273 現行專利法第 26 條、第 47 條。 
27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利法逐條釋義，頁 5-6，103 年 9 月版。其中，其認為「鼓勵」係

透過授權經濟部訂定相關獎助辦法以頒發創作獎等方式而言(專利法第 144 條)，本文認為此

等獎勵並未涉及專利法就專利權本身明定之措施，以此解釋為專利法之立法目的難謂適當。 
275 蔡奉真，全球化趨勢下發明專利立法政策之比較研究－以公共衛生與發明專利為例，國

立臺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24-27，2005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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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上確實已不具以營業秘密(know-how)保護的空間。因而，仍須以專利權為

本位以作為讓售之標的，抑或是透過行使同意權或放棄實施排除他人之權能

換取權利金，甚至作為以該技術發明生產產品進入市場時排除其他人共同競

爭之用，始具有市場價值。故而，從專利權本身之性質和市場應用角度切入，

「保護發明技術」實非重要，而應認在運用專利權本身或利用相關發明創作

以製造有形產品，始能帶來社會經濟之正面效益。 

而就專利法本身欲追求產業發展此政策目標中，所採用之授予專利權此

一手段，究竟係立基於何種經濟理論，有論者認為後述相關論者就美國專利

法之立法目的所蘊含的經濟理論之論辯，實可提供我國專利法適用之參考。

其中，因其等理論非單純微觀地著眼於賦予發明人專利權，抑或是專利權人

和可能的侵權人之法律關係，而皆係立足於追求整體經濟社會的福祉，對於

制度健全運行和促進科學創新產業發展而言較有助益276。 

 

第三項 專利政策之經濟理論 

 

第一目 探勘理論 

 

一、 理論介紹 

探勘理論(Prospect Theory)係 Edmund Kitch 於 1977 年所提出，其認為專

利制度與私有財產制具有高度的相似性，不僅皆根基於事前的誘因機制，促

使人們致力進行開發和創造，並得保有成果之權利和享受相關利益。而且，

由於開創者亦對於該等成果的熟悉度、專業度和相關經驗得以增加後續使

用、收益、處分的效益，因而將相關成果之權利歸屬於開創者，得增加其利

用的意願和效率，促成整體社會效益提升之貢獻，同時解決公共財之共有悲

劇所帶來的效率不彰之情277。 

就專利權授予此手段，Kitch 乃著重於鼓勵技術發明後續的商業化，其認

為專利權本身尚非單單作為研發成功之獎勵而已，而係以其得就專利商品於

市場中排除競爭，進而保有法定獨占而回收研發成本並獲取利潤而言。畢竟，

無體的技術思想乃至於實體商品化應用，兩者間仍存在著區隔，實需委由發

明者本其經驗和專業自行投入或尋求相關合作夥伴，致力將技術思想形體

化、具現化，始能創造實際的整體產業升級和社會福祉最大化。故，專利權

本身所具備之排他權能，得以保障發明人投入研發後的商業化應用時享有一

定期間的市場獨占之地位，確保系爭技術內容不至被其他人未經同意實施製

作成商品，增加從事系爭技術商品化之誘因。另外，Kitch 更認核發專利權予

                                                       
276 張哲倫和李素華，專利法之經濟結構─經濟分析理論對於台灣專利制度運作之啟發，月旦

法學雜誌，第 234 期，頁 243-257、261，2014 年 11 月。 
277 Edmund W. Kitch,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Patent System, 20 J.L. & ECON. 265, 265-67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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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人時所踐行的權利狀態公告程序，亦可促成投資者得以節省檢索成本和

避免重複投資之情，而直接尋求與專利權人合作之，進而提升發明人選擇技

術合作對象和取得資金來源的效率，以達前開所述的效益最大化278。 

而在探勘理論就專利權範圍和相關配套措施的解釋和運用之見解，首先

Kitch 認為研發好比挖礦探勘，首位開創先鋒必定承擔相對較高之成本和風

險，為促進相關研發人員願意投入未開闢的科學技術未知領域，實必須賦予

其相對應較高的誘因保障，如增加保護年限或提前在研發階段即有受專利權

保護的餘地，進而鼓勵前端的研究開發279。再者，Kitch 更認為權利範疇應再

為擴張，如加長保護期限或促使權利歸屬於單一的權利人，且盡量避免發動

專利法明文的相關限制之措施，始得以穩固足以確保發明人投入後續商業化

之誘因機制280。然而，當專利權所生的獨占效力完全展現時，理論上可能在

未來專利商品的定價上，因為市場不存在相同產品之競爭者而恐生定價浮

濫，致使消費者需花費顯不相當之價格購買，而有害整體社會效益之情。對

此，Kitch 則係以認為尚非所有專利皆可達完全壟斷之情事，並且就專利商品

的消費需求亦因非屬生活必需之用品，而隨著獨占效果越強，該需求曲線將

隨之下滑，甚且與專利商品同屬的市場中亦有相似功效之產品得予以替代，

難認會如理論上推論般產生如此極端的損及整體社會利益和造成此等市場之

不效率281。 

 

二、理論評析 

探勘理論主要係側重於鼓勵研發者得以開拓新穎的技術領域，以及促進

其亦自行投入或尋求有關資源和人力一同參與後續的商用嘗試，從而欲賦予

較高密度的保障和減少實施配套措施作為鼓勵誘因，促使達到上開之目的。

從相關實證研究顯示，於普遍技術類別中單就專利權的授權或讓與所能獲取

的私益(private value)，經統計平均能回收填補研發經費數額的 15-25%。固然

比例未能支應所有研發成本的投入，但仍能搭配後續的專利產品行銷或品牌

等，實能作為後續商業行為的籌碼，以及提供一定程度的誘因保障282。 

然而，拓展全新的未知領域雖然大多確實有如挖礦時尋覓礦脈般艱辛，

但亦有少部分之開創未如此艱困，且隨著技術知識的累進提升，在不同時空

下借助後續新穎科技輔助進行相類似探勘時亦已無法同日而語，此時若亦賦

予同質同量的權利保護，難謂公平適當。更何況，有論者指出，在此等理論

中提及賦予早期階段性成果專利保障，本質上即具有是否符合專利可保護之

標的之疑義，以及縱然肯定之亦可能造成上游技術受專利權壟斷而生下游研

發之停滯之情。並且，在探勘理論的節制專利法制中箝制專利權行使的配套

                                                       
278 Id. at 275-280. 
279 Id. at 267-271. 
280 Id. at 284-287. 
281 Id. at 274-275. 
282 Mark Schankerman, How Valuable is Patent Protection? Estimates by Technology Field, 29 
RAND J. ECON. 77, 79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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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發動的脈絡下，更可能造成僅產出第一代的科技創新風潮，卻完全扼殺

了後續研究發展的空間，實有違專利法制定時原先所追求的生生不息的循環

性科技創新之目的283。 

除此之外，探勘理論就專利權人本身所具備充足的知識、專業和經驗，

得以作為促進商業化和尋求資源的中心角色，並且專利公告程序亦可節省投

資者的搜尋成本的論述，似可有效促成專利技術商品化，並進入市場供消費

者購買之，達到社會效益最大化。然而，探勘理論之所以有上開之論述，乃

係立基於 Ronald Coase 所提出的交易理論之上，認為當法令有所變更了原有

財產的狀態或調整分配，比方說將公共財改列為得受私有財產制保護時，倘

假設係處於一交易成本較低的經濟環境下，蓋基於市場自由機制的性質，毋

庸其他干涉措施，最終必將使資源獲得最有效之配置並達到物盡其用之效，

進而減少使用不效率之外部成本284。此受探勘理論所採之經濟假說中，該假

設低交易成本的磋商環境於現今並不存在，更有甚者，如前所述由於現今專

利權歸屬分散更導致交易成本過高之情285。即使，本理論中雖有主張應促使

專利權歸屬單一化，以增加使用效率和避免權利分散的不效率，但在現今專

利現況即係分散之既定事實下，究應著重於統合專利權，抑或是戮力降低交

易成本，其中不可避免地觸及如何協調改進前後時點的專利權之間的互動，

此時是否應秉持著不可發動相關的限制配套措施的態-度，抑或是承認具有某

種折衷空間？此乃本理論未加著墨以及不足之處，尚待更加細緻的討論。 

 

第二目 競爭創新理論 

 

一、理論介紹 

競爭創新理論(Competitive Innovation)認為唯有於科技研發領域中保有充

足的競爭成分，各方研發者始會致力進行研發，競逐有限的資源以及追求更

高的市佔率和獲利，最終於此等市場機制運行下則將使資源做最有效的配

置，並促成整體社會效益的增進。故而，本理論首重於促成市場的完美競爭

(perfect competition)，認其乃屬促進科技創新最有效率的要素286。當然，就研

發創新此等生產無形知識資訊，其中研發過程亦充滿風險，並且一旦完成後

揭露予大眾時因具備無耗盡之可能的性質而易被抄襲利用之，因而，仍肯定

專利法制有其必要性，否則將造成整體研發的投資不足，尤其是基礎研究領

域而言287。 

然而，當專利權人行使排他權時，勢必造成技術發明此類資訊的使用受

到限制，也可能造成使用不足而使總體效率低落之情。是以，將本理論之競

                                                       
283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04. 
284 Ronald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3 J.L. & ECON. 1, 15-19 (1960). 
285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04. 
286 Kenneth J. Arrow,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 in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609, 619 (1962). 
287 Id. at 6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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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創新思維套用至專利法制時，則推導出專利權人應僅得向被授權人索取合

理的授權金，以促進相關技術內涵的被廣泛使用。實而，專利權人行使權利

時不應產生溢出合理的壟斷效果，進而避免過度阻礙自由競爭的展現，否則

不僅恐生享有獨占研發者之怠惰等狀況，亦將無法有效促成科技創新產業發

展之目標288。是故，按競爭創新理論之旨趣，為有效率地促進科技創新和資

源的分配，其認為專利制度應盡量回歸自由競爭機制的本質，而使專利權的

範圍適度限縮，或相關權利行使應有所限制，避免產生有單一權利人得獨占

控制特定市場之情，進而維持某程度的競爭內涵289。 

此外，本理論係以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為立論，認為企業針對基礎研究

的投資不足乃經濟上的常態，然而實際狀況則係基礎研究多係由企業以外的

政府所屬學研機構或非營利組織所為，並有政府背後出資鼓勵。本理論雖認

此等政府出資和介入研發應盡量減少，否則實與自由競爭市場的內涵有所扞

格，但是透過此等政府行為本身並不以金錢獲益做為裁量基礎，實則某程度

上確實撐起了整體科技創新的基石。惟，一旦相關政府出資的研究成果完成

後並申請專利，且授權或移轉予產業方時，此可謂屬於市場經濟行為。因而，

在計算授權金和選擇支付方式等契約內容的締訂上，實需衡平研發相關的風

險成本，以消弭因政府資助所獲取的優勢地位，進而維持市場公平競爭之內

涵以及促進科技發展之目的290。 

 

二、理論評析 

本理論就專利法制中應納入競爭元素以提高發明技術的使用效率此內

涵，係獲得諸多實證研究所支持291。並且，競爭因素在電信科技、網路科技

和軟體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歷程中確實扮演了極具重要的角色。然而，專利

權本身因法律而賦予的排他權內涵，實與自由競爭的性質有所衝突和牴觸。

是故，本理論固然提出的政策方向乃將專利權比擬為一般財產權，以獲取合

理的價金作為換取排他全部行使之對價，亦即，限縮專利權的行使於合理範

疇內，進而維持市場的競爭內涵，似嘗試追求二者的衡平。惟，究其市場機

制帶動的科技研發或產品開發等行為的原因基礎，乃係根植於商業誘因的保

障之信賴以及追求之動力。是以，倘若現行市場機制和法律制度所能預期獲

取之利益，與投注研發所需面對的成本和風險，二者相比後並不具備有利可

圖之空間，則實難能誘使經濟理性的研發單位和投資基金參加投入之。而且，

上開科技類別之所以得根基在本理論的政策模式實施下獲得成功，實因為其

等研發門檻較為低廉，不僅研發成本較低且其與抄襲所付出的成本和法律代

價相比並未過高，以及其等研發策略上多係以改良為導向而成功機率亦較

高。再加上其等產業所處之市場機制尚有專利以外的商業誘因得以提升其等

                                                       
288 Id. at 619. 
289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05. 
290 Arrow, supra note 286, at 623-625.  
291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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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利優勢，如先發優勢 (first mover advantage)所造就的先導領先 (leading 

time)、使用者效應(user effect)等，抑或是獲得政府的出資補助，共同造就專

利權行使上受制於此等產業市場因素而較能獲得有效的限制，而不至於造成

創新研發和市場運行的阻礙292。是以，若技術類型並不具備上述客觀特性，

似難謂亦能有效的抑制專利權行使上不溢出合理之範圍。 

故而，競爭元素本身除了存在專利權賦予時透過僅賦予第一個揭露其研

發成果內涵者，而促成創新研發階段的競逐外，依照經濟理論推演和市場實

證研究皆認為亦應當於專利權行使上顯現，始得真正促成整體資源的有效分

配及社會效益的增進提升。另外，從相關產業的發展歷程觀察本理論所提出

的限縮專利權而僅收取合理授權金之政策模型，實行上有賴科技產業類別本

身的研發性質，和其所處之市場環境的其他誘因機制，始能有效的達成競爭

創新之結果。從而，有論者認為此理論似較適合應用於軟體科技產業的創新

發展而言293。 

  

第三目 累積創新理論 

 

一、理論介紹 

累積創新理論(Cumulative Innovation)雖如同探勘理論般，乃著重於鼓勵

科技研發創新發展此一目的，但是其側重的角度則係落於研究發展歷程所具

備之累積創新特性，亦即高度仰賴研發過程中的持續不斷精進、再改良此一

特點。本理論認為從開闢未知科技領域，乃至於完成商業化應用，最終促成

社會效益最大化，其中唯有因應各種變遷的消費者需求，以及借助不同新興

的衍生科技技術等，不斷修正、調整、再研究進而創造新穎的功用或效益，

始能造福社會大眾294。是故，科技發展是一種演進歷程，其所追求的是對比

過去而言更加進步，以及就現有的科技困境和不足予以克服和改善，並且放

眼未來可能的需求和科技發展方向預先嘗試和準備，實具有累積創新之性

質。依此，有論者認為，在實務狀況下倘仍無法有效克服後續研發者與開創

者洽談授權的高交易成本，以及當權利全部歸屬於單一權利人將因獨佔而生

競爭效率低落等情，則實不應全部採擇探勘理論而忽略後續研發創新，相反

的，應當更加重視後續研發的誘因和空間295。是以，本理論認為專利制度於

此等科技發展的脈絡下，亦應賦予後繼的改良研發者相關的經濟誘因，並且

就其與初始的研發開創者之誘因尋求合適的平衡點，進而追求最有效率的科

技創新和發展296。 

                                                       
292 Id. at 1618-19. 
293 Id. at 1687-88. 
294 Jerry R. Green and Suzanne Scotchmer, On the Division of Profit in Sequential Innovation, 26 
RAND J. ECON. 20, 20 (1995). 
295 Mark A. Lemley, The Economics of Improvement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75 TEX. L. REV. 
989, 1048-1067 (1997). 
296 Robert P. Merges and Richard R. Nelson, On the Complex Economics of Patent Scope,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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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理論主要之內涵，恰與探勘理論之內容呈現相反和對極，其認為專利

權之賦予，不單單包含開創者所完成的技術思想和內容，而後續的階段性成

果、早期產品以及相關之改良等，皆有鼓勵研發之必要而亦應受專利權之保

護297。其中，就後繼研發者的專利其權利範圍的界定，本理論乃認為應以後

續研發者其研發成果對於其所屬技術領域貢獻程度作為區分，略分為輕微改

進(Minor Improvement)、顯著改良(Significant Improvement)，或甚至根本改變

(Radical Improvement)，進而在進步性的判準上有寬嚴的調整，甚至被主張有

侵權時亦可能有不同程度的逆均等論(Reverse Doctrine of Equivalent)之適用
298。此外，當相關研發歷程中前端和後端的研發成果皆授予專利並歸屬不同

權利人時，則將產生互相阻擋(blocking)的結果，亦即，欲實施並製備相關的

改良品時，需皆取得前端和後端等相關專利授權後始得為之，代表兩端的權

利人等並無法單獨實施而需透過洽談交互授權之299。因而，此等在科技發展

歷程中賦予複數以上的專利，亦能夠拉近開創者與後續研發者洽談授權時的

談判地位，減少拒絕授權的可能性，進而增進科技成果的利用及其效率300。 

 

二、理論評析 

雖然累積創新理論確實依循著科技創新發展的脈絡歷程，並呼籲亦應使

後續研發者得以就相關的改良精進之成果受到專利法的保障，進而將專利權

予以分割並分配給參與其中的前端、後端的發明人等，以增加科技研發上的

競爭和效率。此外，本理論在單一研發路徑中授予複數個專利後，主要處理

者乃後續的改良成果的可專利性要件的判斷和合法權利範圍的界定，而就專

利相互阻擋的情形，僅係透過理論發想和討論，推估在分別授予前後端研發

者專利權時，得克服因專利所保護之對象具有技術和資訊兩種性質所生技術

偏見和資訊不對等，進而適度平衡了雙方洽談授權時的談判籌碼和談判地

位，應能較探勘理論中權利完全歸屬於單一權利人所生的交易成本來的低301。 

惟，實際交易現況則係因為在研發歷程中後續改良研發得以獲得專利權

的保護而添加競爭元素於其中，促使開創者和後續研發者在此等制度下處於

競爭關係。此不僅可能造成開創者對於授權予後續研發者之意願有所降低，

以及相關的授權條件可能更為嚴苛，進而壓縮了後續研發者之後的獲利空

間。再者，一旦過分壓縮而使後續研發者的經濟誘到了難以回收研發成本和

支持其所投入的商業化使用的地步時，則最終仍恐致研發技術此等資訊的使

用效率低落和科技創新的停滯。是故，有論者認為本理論固然致力顧及後續

研發者的誘因並欲促成技術研發和後續使用的自由競爭，但最終可能僅係在

                                                                                                                                                     
COLUM. L.REV. 839, 878-79 (1990); John H. Barton, Patents and Antitrust: A Rethinking in Light 
of Patent Breadth and Sequential Innovation, 65 ANTITRUST L.J. 449, 453-54 (1997). 
297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10. 
298 Lemley, supra note 295, at 1007-1013. 
299 Merges & Nelson, supra note 296, at 854.  
300 Lemley, supra note 295, at 1051-52. 
301 Id. at 10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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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效提供整體效益的前提下瓜分有限的獲利，最終造成誘因不足的局面
302。實則，在此等運用法律明文賦予技術資訊排他權之環境下，物盡其用和

獨佔壟斷兩者本身即存有某程度上的牴觸，雖然本理論試圖以專利要件判準

的採擇和侵權的認定解決上開相互阻擋的窘境，但或許更應著眼於搭配運用

專利法中相關的配套措施解決相關的授權困境。 

此外，依照本理論之內涵，核發更多的專利權欲促使更順暢的合作和更

有效率的競爭，然而亦衍生出權利分割後歸屬過於分散而造成欲製備生產一

改良產品需進行多次的授權談判而耗費更高的交易成本所生的「反共有之悲

劇」，抑或是相關的專利權利範圍高度重疊而產生容易成立侵權的「專利叢

林」，將分別於下分述討論之。 

 

第四目 反共有之悲劇理論 

 

一、理論介紹 

反共有之悲劇理論(The Anticommons)如前章所述，主要係著眼於有複數

以上的權利人同時就稀少資源具有排他權限的財產制度有所批評，認為最終

將產生使用不足(non-use)之後果而有害整體社會效益303。雖然 Michael A. 

Heller 通篇並未以專利制度作為涵攝適用的例子，但後續學者則套用此理論

於專利制度之中，認為主要將發生於需要將諸多技術發明相互結合始得製備

或提供實際產品或服務，亦即，技術上具有互補性(complementarity)之領域而

言。而且，按照互補之技術來源又可分為垂直上下游串連型以及水平結合型

此二類304。當就具有互補性的技術分別賦予專利權時，其與一般技術領域最

大不同者，乃當面臨前述專利授予複數研發者時所生的相互阻擋現象，倘最

後無法完成授權事宜，則一般而言僅係無人得以在不侵權的前提下自行產出

改良品或提供更優化的服務，但在互補性技術領域卻係完全無法製造或提供

任何商品或服務。故而，在互補性的技術領域中，一旦在專利授權的磋商過

程中某環節出現失敗，將使得相關整合遭到全盤否決，其所造成的影響不單

單僅產出的社會效益低落的問題，而係完全無法產出任何社會效益305。 

是故，專利中所生的反共有之悲劇，其情形雖然有如民法中的「共有」

法律關係一般，於欠缺全體共有人的同意則相關使用處分權限將有所限制
306。惟，在專利權利歸屬分散的情形下，各專利權人間並不具共有關係下的

事實上緊密關聯性，亦不具有清楚的權利行使規範，甚至更存在著潛在競爭

關係下的利益衝突。故，於相關具有互補特性之科技類型發生此等權利歸屬

                                                       
302 Id. at 1056-59, 1061-63. 
303 Heller, supra note 230, at 668-69. 其中，該論者就「反共有之悲劇」之定義全文乃“A property 
regime in which multiple owners hold formal or informal rights of exclusion in a scarce resource” 
304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12-13. 
305 Id.; Heller, supra note 230, at 666. 
306 我國民法第 817 條以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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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之情時，如何解決和協調相關權利行使的困境乃屬最核心關鍵之議題307。 

然而，在權利歸屬分散所生的反共有之悲劇下，取得專利授權相較前述

等情而言乃更為艱困。首先，其需克服的問題係必須投入更多人力和花費更

多資源與各專利權人洽談授權，並且經歷其中複雜的查核程序和價格、條件

等的磋商過程，從而其中交易成本可謂甚高矣308。再者，由於相關技術本身

具備的互補特性，一旦層層的授權中出現授權不成之情，則無法合法的生產

專利商品，故其中的專利權人著眼於追求自身利益最大化時則可能會以此拉

高談判籌碼，要求溢出該專利所含的技術價值的權利金，而逾越原本得以獲

取的研發補償和經濟利益，終造成無謂損失遠大於市場動態效益，或過分壓

縮了下游研發之誘因，此情實被稱之為專利劫持(patent holdup)309。為避免此

情發生，尋求授權方多會採用諸多談判策略(strategic behavior)予以因應，但

交易成本亦因此而升高310。此外，最終倘能順利完成一連串的授權，後續產

品開發業者亦會將相關授權和交易成本皆轉嫁到商品的定價上，此時可能因

權利金堆疊(royalty stacking)，造成價格超越技術本身所應有的價值進而排擠

消費者盈餘(consumer surplus)的部分，不僅恐害及產品的銷售情況，甚至壓縮

生產者本身的利潤空間，減卻了相關業者的投入意願。 

依此，Heller 於該文中主要認為欲解決前述反共有之悲劇的方法，乃係

促進權利歸屬單一，抑或是節制各權利人的權利主張，以增加統整權利的效

率，促成最終資源有效運用之結果。前者，某程度上係立基於探勘理論中所

言的權利歸屬單一得使權利人主張權利不受阻礙，進而增加權利行使的效

率。其中，得透過市場自行為之，意即由權利人自行收購或約定其他人不行

使權利的方式予以達成，或是政府直接介入以重新調整權利分配並搭配相關

之補償311。後者則係側重在規制各權利人使其等利益趨於一致，降低其中的

利益衝突和競爭關係。其方法係透過市場力量形成或政府直接創設一獎勵和

懲罰機制，就合作者賦予正面誘因，反之給予歧異者一定的抵制和負擔，促

成交易成本的遞減和避免專利劫持的產生312。此二方法對應到專利制度的適

用，乃係專利改以少量核發，或盡量歸屬於單一權利人，甚至透過成立專利

聯盟等方式運用其內部規定促使各專利權人之間的合作和交互授權等，且此

等方法究應採擇何者，則端視實際交易環境、技術特性以及專利政策而定313。 

 

二、理論評析 

雖然前述所介紹的權利歸屬分散所生的不效率，皆是運用事後的整合手

                                                       
307 Heller, supra note 230, at 670. 
308 Id. at 654-58, 673-74. 
309 Id.; Thomas F. Cotter, Invention, Creation, & Public Policy Symposium: Innovation & 
Competition Policy: Patent Holdup, Patent Remedies, and Antitrust Responses, 34 IOWA J. CORP. L. 
1151, 1153-54 (2009). 
310 Id. 
311 Id. at 640-42. 
312 Id. at 674, 677-79. 
313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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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予以解決之，但倘結果皆是為了達到近似歸屬單一和限縮各權利人行使排

她權之情，則 Heller 於該文中論及最有效因應反共有之悲劇的方法，應為事

前即避免此法律制度適用後之現象發生314。其主要的立論依據乃當透過市場

自行形成前述的解決方案時，係各專利權人反覆經歷前述的高交易成本的磋

商過程，並體認到當發生專利劫持或在一般使用不足的社會效益低落情形

下，亦有害及其自身之利益，進而始有機會促成之。依此，從出現反共有之

悲劇過渡到得以減緩相關之現象，此之間的時間成本實不利於整體社會效益

的提升。另外，倘欲借重政府的高權介入，調整權利的歸屬、就權利行使制

定更細緻之規定或是創設法定的專利聯盟等，其中所需支出的補償金以及相

關預算皆係由全體納稅人所負擔，仍是對於整體社會效益的減消315。並且，

在致力克服交易成本過高此困境之餘，亦必須同時注重市場經濟環境的健全

發展，進而增加後續可預見性、降低不確定風險，最後維持研發者和投資者

的研發投資意願316。從而，Heller 認為倘能事先於法律規定上即避免權利歸

屬分散，如初期即減少賦予專利權，尤其是就上游的研究工具標的317，進而

預防反共有之悲劇的產生，始能更有效的促成整體效益的提升，否則即便克

服了前開之問題，相關的產品價額皆已然升高，無端消耗整體社會效益。 

 

第五目 專利叢林理論 

 

一、理論介紹 

專利叢林理論(Patent Thickets)為 Carl Shapiro 所提出，亦係承繼著累積創

新理論的脈絡，認為當同一技術領域賦予複數以上的專利時，相關的專利權

範圍恐有交互重疊(overlapping)之情，從而欲將改良之技術進行商業化利用

時，必須猶如穿梭在叢林般披荊斬棘般，經歷重重與各專利權人磋商並取得

其等同意和授權後，始得於不侵權的疑慮下為之318。Carl Shapiro 雖肯認研究

發展本質上的確係持續地改良和創新並建構一循環的模式，且有必要借助專

利法制提供相關研發者誘因以維持其等研發動力。然而，在授予開創者和後

續研發者專利的實務上，鑒於相關的專利要件涉及不確定法律概念，而不論

是行政機關事前判斷或是司法機關事後定奪，皆可能出現與技術本質未完全

相符之情，最終產生違背各個專利之範圍本來不應有任何重疊之現象319。又，

科技創新的方向，實會受到技術本質、周邊技術發展、市場需求和產業規格

等所引導，進而造就在特定的技術發展路線(technology roadmap)中有高度密

                                                       
314 Heller, supra note 230, at 687-88. 
315 Id. at 679. 
316 Id. at 658-59. 
317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13.  
318 Shapiro, supra note 228, at 119-120. 其中，該文對於專利叢林之定義全文為“ An 
overlapping set of patent rights requiring that those seeking to commercialize new technology 
obtain licenses from multiple patentees.” 
319 Id. at 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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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專利佈局，並且商業化產品亦往往牽涉複雜又多樣的技術，而難謂得以

藉由迴避設計(design around)躲避專利雷區320。因而，當該技術領域中有欲生

產製備相關的改良品並進行商業化時，在此等具有高度侵權的風險下，不僅

需與開創者洽談授權，亦需與改良品技術有部分關係之專利權人協調商議

之，其中亦可能發生專利權人以欲提起侵權訴訟並聲請禁制令(injunction)要脅

阻礙其行銷計劃，進而換取更高的權利金之情。是故，於專利叢林中不論是

原先的高交易成本，以及可能發生的專利劫持，皆將造成產品延誤進入市場、

價格上升和從事商業活動者的利潤空間受到壓縮，此不僅傷害了整體社會效

益，亦可能產生技術低度使用和有礙再投入研發的意願和資源，最終產生科

技發展停滯之境地321。 

 從而，為有效降低相關的交易成本，以及避免專利劫持的發生，首先得

就源頭提高專利核發的標準(patent standard)，於各專利要件皆採行嚴格解

釋，使得核發的專利減少以及縮減權利範圍避免重疊，初始即得避免專利叢

林的發生，甚至同時亦得避免層層授權金堆疊，進而確保發明人之經濟誘因，

以及較有可能保持一定的價格競爭空間而有利於提升整體社會效益322。另

外，亦可運用交互授權或專利聯盟的方式，以放棄對於相對人或相同參與該

聯盟之會員主張專利排他權，交換對造亦放棄相關排他權的行使，進而使互

相的商業化產品皆得以順利進入市場323。又，亦得考慮成立標準化組織

(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簡稱 SSO)，透過專家學者決定出標準必要專

利(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簡稱 SEP)後，並於組織規程中規定相關專利權

人必須與標準組織會員訂定授權契約且立基於公平、合理和無歧視的原則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簡稱 FRAND)之上，以降低專利劫

持發生的風險324。 

 

二、理論評析 

於同一技術領域中就開創者和後續研發者皆核發專利權時，實然面乃在

判斷新發明與前案(prior art)的關聯性必定需判斷其中差異是否符合進步性，

並且當專利核發後亦需針對抽象的權利範圍予以界定，其中權利範圍的重疊

疑慮與專利標準寬嚴所生的專利數量多寡確實有高度關聯325。又，相關重疊

爭議之解決尚需事後委由政府機關決斷之，其中的程序費用、時間耗費和不

確定風險皆係成本，亦將壓縮專利權人和投資人的獲利空間。依此，固然初

始即可透過調整專利要件判斷的標準，事先預防專利交互重疊之問題，然而

                                                       
320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14-15. 
321 Shapiro, supra note 228, at 122-26. 
322 James Bessen, Patent Thickets: Strategic Patenting of Complex Technologies, RESEARCH ON 

INNOVATION & BOS. UNIV. SCH. OF LAW, Working Paper No. 0401, 19-20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researchoninnovation.org/thicket.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323 Shapiro, supra note 228, at 126-28. 
324 Id.at 128. 
325 Bessen, supra note 322, at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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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論者認為仍應視不同產業技術領域本身技術的複雜性和創新改良情況而有

所調整，亦即，於可能產生專利叢林和維持科技創新誘因等政策思維下予以

衡平326。此外，該論者亦認為即便交互授權或成立專利聯盟，因皆立基於專

利權人之地位，實有助於磋商過程的順利進行，惟相關的交易成本倘能一開

始即避免實則更有助於社會效益的提升327。 

另外就交互授權、專利聯盟，抑或是標準必要專利，相關專利權人之間

本應存在著競爭關係，而雙方透過相關機制減緩交易成本並達成相關之協

議，某程度亦減緩了其中的對立競爭因素，從而產生了違反競爭法(Antitrust 

law)之疑慮。故，於上開機制和措施的實際運行中，如何處理專利法和競爭

法之間的互動，並且妥適界定其等合法性之標準，亦乃屬重要之課題328。 

 

第六目 小結 

上開的經濟理論皆係欲追求專利法本身的立法目的得以真正實現，雖然

在各該立法目的中側重不同之比例成分，然而亦是透過觀察和分析研究發展

狀況和市場經濟現實，尋找出問題爭點並提出符合理論邏輯的解決方針，實

有高度之政策參考價值。另外，由於各經濟理論時多有就其他理論中不足或

缺陷之處予以點出，並提出相對應的補強調整方法，實有相互借鏡並交互補

充之效果。故而，多數論者乃認為上開經濟理論之綜合即屬專利法立法目的

達成之政策基礎，並依照個案情形不同予以採擇合適的經濟理論加以適用329。 

 

第四項 專利法之技術特定性 

 

第一目 前言 

隨著科學技術快速發展並催生了諸多新興科技領域，以及經濟活動活絡

促成的經濟規模成長等因素，漸漸與原先專利法設想的鼓勵創新之技術對象

和保障的經濟誘因有所出入，將使專利法適用上出現偏移之情。此時，專利

法在面對此等挑戰時究應如何因應，Mark A. Lemley 等論者則提出專利法本

身即含有「技術特定性(Technology-Specific)」，具備針對不同科技和產業性質

予以自我調整之機制，並透過引入適切的專利法之經濟理論調控專利法所規

定要件和配套措施解釋與運用，而無須借助立法者特別立法予以增補之330。 

 

第二目 科學技術面向 

 首先，專利制度原先乃欲同時適用於所有科技類型，即採行了「技術中

                                                       
326 Id. at 14-15. 
327 Id. 
328 Shapiro, supra note 228, at 129. 
329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15. 
330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55, at 11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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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性(Technology-Neutral)」，但在日後科技進步相繼而生的複雜的電子電腦高

科技，甚至涉及生物材料、生命起源之基因科技，皆乃立法當時無法預先預

知。況且不同科技類型間的研發性格及性質亦存在著宏觀的差異。是故，倘

仍執意將專利法一體套用至所有科技領域中，必將造成適用上的扞格和結果

上的不效率，難謂有符合促進專利法立法目的達成之目標331。 

 再者，專利法規定中明文之進步性和據以實施性此二專利要件，以及法

院實務判決所肯認的均等論(Doctrine of Equivalents，簡稱 D.O.E)，皆係採用

所屬技術領域通常技藝者(Person Having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簡稱

PHOSITA)，作為相關要件和專利權範圍判斷和界定之標準。暫且不論

PHOSITA 本身具備的實質內涵和細緻的標準為何，從其本身的標準係立足於

個案發明技術本身所屬的技術領域，賦予針對個案情形裁斷的裁量權，而非

泛泛地劃定適用單一、通用之標準，可見專利法規定本身即內含著技術特定

性之特性332。 

 從而，專利法本身雖欲盡力以單一法規適用至全部技術領域，惟其不僅

容許更特別明文賦予就專利要件等適用上，得針對不同技術領域予以調整和

裁量。是以，此代表立法者於制定欲追求促進科技研發創新等政策目的之專

利法時，即欲貼近各該技術領域之研發現況，適切地酌量個案發明的技術貢

獻，並賦予相對應的權利內容以鼓勵及確保相關之經濟誘因。故，專利法制

無疑具備技術特定導向。 

 

第三目 產業創新面向 

 專利法所具備的技術特定性，以及內含因應不同技術類別予以調整之機

制，亦得深入至個別技術領域所屬的產業發展現況，以宏觀產業創新政策目

標而就專利法相關的要件有更細緻和妥適的運用。質言之，專利法本身所帶

有的濃厚經濟政策工具色彩，即促進科技進步產業蓬勃發展之目標，實得透

過其法律本身所含有的技術特定性，逐一就各該產業實務予以調整。 

而產業創新此目標本身，無非係透過保障後續研發改良空間、促進專利

授權順利進行，以及促成最終的產品開發並進入市場，且其中平衡發明人、

後續研發者和市場消費者之誘因和利益，始得確保科技研發持續循環和促進

社會福祉的最大化。而追求上開目標達成之過程中，又將因不同產業本身所

具備的技術特性和市場交易現況等因素，在在導致專利法於適用上應有不同

之差別適用。是故，應就個別技術領域和產業發展現況，仔細評斷專利法的

適用、授權和商品化之情形，擇採適當的立法目的之經濟理論、思擬妥適的

產業特定性之政策(Industry-Sensitive Policy)。而相關的政策的落實和執行，

乃係透過專利法本身所含有的專利要件和相關配套措施此等政策槓桿(policy 

                                                       
331 Bessen, supra note 322, at 15. 
332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55, at 11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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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rs)予以具體呈現之333。 

依此，運用政策思維引導專利法相關專利要件和措施的解釋和運用，以

細緻處理不同產業技術和市場特性所生之困境，主要係追求建立一依照不同

產業而有系統性因應(system variation by industry)之標準(standard)，而不單單

只是個案裁量之差異(case-specific difference)，進而增進專利法於各該技術產

業中鼓勵創新和研發之最佳效果(optimal efficiency)，並且增加往後產業發展

過程中對於專利法適用的可預測性(predictable)334。 

 

第四目 小結 
在承認私有財產制和得制定法令促進經濟活絡之立法背景和法制環境

下，專利法乃應運而生。而專利法本身的立法目的，除了依照憲法意旨和法

條明文之立法目的之鼓勵科學技術發展和產業發展外，亦有相關經濟學家和

法律學者以經濟模型和法律分析等方式，就研究開發、專利授權乃至於商業

利用中所遭遇的困境和問題，提出如何細緻地調整專利權人、後續研發者之

間的誘因分配，並且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和保障市場消費者之利益等經濟理論

予以補充。當確立了專利法本身作為促進研發進步和經濟產業發展之政策框

架後，專利法其規定本身亦內含著技術特定性，實得透過以相關專利要件和

措施因應不同技術產業類型而有所調整並且作為執行政策之政策槓桿。 

故，專利法制實具有政策容納性，能將依據個別技術特性和產業環境所

擬定相關發展創新之政策藉由專利法予以表現，此舉不僅更能貼近技術本質

和依循相關科技發展脈絡，並契合相關領域之研發者對於研發成果的專利誘

因期待。依此實能更有效地促成研發持續循環進行、科技進步和產業發展，

並且創造有助於大眾福祉之產品和服務，而真正落實專利法鼓勵創新之立法

目的。 

  

 

 

 

 

                                                       
333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30, 1638-1640. 相關的政策槓桿，依照 Mark A. Lemley
等論者認為亦區分為鉅觀(Macro Level)和微觀(Micro Level)的功能差異，前者著重於不同產

業間性質差異的調整，尋求建立貼近產業現況且有助於其蓬勃發展之標準；反之，後者則係

側重於同一產業類別中的不同個案中存在的些微差異，進行個案性的微調。政策槓桿此二類

的功能雖尚不相同，但兩者實具有互補之特性而倘能細緻運用更能有效促成政策目的之達成。

其中， Lemley 認為 PHOSITA、產業利用性、據以實施性和書面揭露要件屬於鉅觀的政策槓

桿類型，而專利適格性、專利權範圍界定以及法理上開創發明等則屬於微觀類型。另外，在

擬制進步性上則是認為其兼具鉅觀和微觀之功能性質，應視適用之產業性質而有所調整，而

在試驗免責的部分論者認為應改變法院實務採取之微觀功能，而調整為依照技術產業性質而

拉伸至鉅觀的政策槓桿而言。Id. at 1641-1667. 
334 Id. at 1629-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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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技產業創新政策內涵之提出 

 

第一項 前言 

當肯認專利法具有政策工具性質和法理基礎後，實得透過細緻調整法規

本身所內含的專利要件和相關措施的運用，以此執行特定科技產業的創新政

策，下個問題則為思索如何擬定並建構一針對特定技術產業類型之產業創新

政策內容。實則，有必要深入了解該特定技術本身之固有技術性質、研究和

產品開發之特性和難處、分析其所屬產業之市場和發展現況，再就其中專利

法現行適用情形所生的扞格和規範不足之處，借助相關的學說理論並拉高至

宏觀產業創新思維尋求系統性的解決方針。並且，就初步形塑之產業創新政

策模型，試以理論發想找尋當真正適用後仍存在的缺陷和可能衍生的問題，

再透過反思和回頭改正原先的政策內涵，最後得出一全然與政策預設目標合

致的最佳政策內涵。 

本文所關注之產業類別為生技產業，其核心之技術乃基因科技而言。鑒

於基因科技涉及源頭的生物機制和生物材料，實具有高度的醫療效用潛能，

從而不僅有政府持續補助基礎研究的進行，更曾有跨國研發合作計畫建立基

礎研究數據庫供全世界研發者近用。當然，專利法亦有提供助力於基因科技

的研發，雖然改變了原先學術貢獻的誘因機制，但從相關統計數據顯示仍可

謂對於生技產業發展上有所貢獻。而美國專利法早期就生技產業的政策目

標，係肯認基因科技的研發成果得以專利此等智慧財產權加以保護，降低成

果被搭便車(free ride)的風險和增加其研發者和投資者的獲利可能(potential to 

profit)，進而達到增進科技產業的創新和發展。並且，亦以前述科技創新法案

的制頒，鼓勵學研機構中基因科技的研發成果專利化，將專利權劃歸於學研

機構或甚至予私人所有，進而增加成果商品化之投資意願。 

然而，雖然過往的生技產業政策係將基因科技研發成果納入專利法保護

之標的範疇中，但是關於細部專利要件和配套措施等適用上究應如何採擇和

運用，卻未多加著墨而似留待專利專責機關和法院實務予以填充335。實則，

生物資訊和生物材料本身所內涵的生物不確定性、基礎研究和應用開發牽連

難分所生的發明定性不明及成果間的垂直累積創新性質等等，皆係生技產業

本身技術所存在之固有特性。而當產業現仍處於逐漸成長茁壯之階段時，專

利法於生技產業的相關適用上先是經歷誘因制度的轉變，再於專利要件的判

斷上模糊不清，乃至於專利權核發後卻可能產生研究工具遭壟斷，以及歸屬

過於分散而導致授權之交易成本過高等情，皆係現今生物科技專利的適用上

亟需解決之難題。故而，本文欲嘗試擬定一符合生技產業的技術和產業特性

                                                       
335 Michael J. Malinowski and Maureen A. O'Rourke, A False Start? The Impact of Federal Policy 
on the Genotechnology Industry, 13 YALE J. ON REG. 163, 197-201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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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創新政策，並借助專利制度和相關法制內含的政策槓桿，達到全面性、整

體性地因應現行生物科技專利所面臨的所有困境，進而促成生技產業的創新

發展。 

 

第二項 政策目標之設定 

 

第一目 接納專利制度作為創新之誘因機制 

基因科技以及其所屬的生技產業係以生物資訊和生物材料作為主要研究

對象，並輔以周邊科技進行科學知識的產出、技術的進步，以及產品服務的

改良和精進。由於其中涉及複雜的生物機制，必須經過反覆實驗和試誤始有

機會獲得研發成果，從而，此等生物不確定性實需要投入大量的研發經費和

人力予以克服。又，鑒於基因科技本身的累積創新特性，所產出的研發成果

僅可謂階段性，而欲能夠達到真正商業化使用，過程尚需要借重諸多知識的

累積以及借助有利的研發工具，始能有效率地跨越其中的鴻溝。故，基因科

技的基礎研究乃至於後續成果的商業開發，此過程中皆充滿著高度不確定性

和極高的失敗風險，因而必須仰賴研發者的研究動力和相關投資者的資助，

方能使產品有機會問世並日後進入市場行銷，增進社會大眾之健康和福祉。 

過往基因科技的研發皆乃由政府經費出資所進行，從而相關研究成果皆

會公開予學術社群一同分享，並以非經濟利益性的學術成就等作為鼓勵研發

之誘因。 

然而，隨著專利制度已將相關生物科技之成果納入保護範疇，以及各國相繼

制定科技創新等法案針對受政府出資所執行的研發成果之專利歸屬加以變

革，使得民間投資者對於基因科技的投入意願隨之提升，並且促成研發重心

逐漸偏移至產業端，更有助於相關成果的後端商業化開發。依此，基因科技

和生技產業的發展動能，事實上已然繫於成果專利化以及相關專利權利之主

張和行使336。 

雖然，基因科技和生技產業發展的誘因機制改以專利制度取代原先的學

術榮譽制度，其中尚有部分疑慮和扞格，且同時產生若干問題和困境，故有

論者提出應讓基因科技排除於專利制度之外而重新回歸至原先的學術榮譽制

度337。再者，專利此等排他權的制度並搭配相關契約設計，不僅恐阻礙學術

知識和技術內容的傳遞，亦可能導致研發上的成本增加和進行的效率。甚至，

研發人員可能因為欲申請專利保護，而造成研發技術揭露的時點延後，不利

於整體研發創新的追求338。 

                                                       
336 Rebecca S. Eisenberg, Genetics and the Law: Patenting the Human Genome, 39 EMORY L.J. 
721, 737-740 (1990). 
337 Rai & Eisenberg, supra note 134, at 307, 310, 312-13. 
338 Eisenberg, supra note 336, at 741; Kshitij Kumar Singh , Legal, Soci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Genetic Patents: Issues of Accessibility, Quality of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in 
BIO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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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專利存在(patent existing)和專利行使(patent using)此二層次應加以

區分，前者乃重視研發創新誘因的保障，而後者則係側重於市場應用之順暢

和競爭秩序的維護。是以，兩者固然存有連動關係，卻仍應有相應不同之考

量面向339。再者，專利適用於生技產業亦已歷經數十載，倘斷然改變誘因機

制必將導致諸多專利佈局和相關投資全然消逝，對於既有之信賴保護侵害過

鉅。是故，本文認為將生技產業之創新誘因改回學術榮譽機制，並不具有合

理性和據以實施性，而應予接納此轉變結果，並且著眼於現今專利制度適用

上違誤和不合理之處進行檢討和改進，期待保留原先學術社群共享之特色，

以達到符合生技產業的技術本質並促成整體產業創新發展之目標。 

 

第二目 經濟理論導入生技產業的專利適用中 

而就專利和生技產業創新之間的連結和互動，固然專利制度本身之立法

目的即係鼓勵研發創新、揭露和後續的商業化之綜合，並且其中尚有學者提

出的經濟理論加以細緻化，但就基因科技本身的技術性格和產業特性與一般

科技領域存有的差異性和特殊性，究竟該如何將前述的專利理論調整適用至

生技產業，進而有效確保研發創新持續循環和促進產業升級，以創造社會福

祉的最大化，實需進一步的思維。 

基於生技產業如同製藥產業般，必須投入鉅額的研發經費始得克服生物

不確定性，並且過程中亦充滿著失敗的風險，從而就此等研發經費高且研發

時程長之技術領域中，雖二產業尚有些微程度之差異340，但本文仍認為有其

必要採取探勘理論之意旨，賦予具備的排他獨佔權能之專利充分保障相關研

發成果，進而增加其後續商業化成功之可能，同時達到鼓勵研發者和投資者

投入意願之目標341。 

然而，生技產業本身的研發成果卻多為具備研究工具性格之生物資訊和

生物材料，實多以幫助研究開發之用或必須結合諸多研發成果始得做為商業

使用，存有高度累積創新和垂直互補之特性，非如製藥產業中針對特定病徵

開發直接具有醫療效用之化學藥物而毋庸深入解開病理機制及原因。是故，

若於生技產業的專利政策倘若全然採取探勘理論，恐窒息基因科技的後續研

發的進行，而應限縮適用至新興技術領域的開創、跨越技術屏障而具突破性

的研究工具或方法的發明，抑或是得以直接作為後續商業應用之中下位之研

                                                                                                                                                     
139 (2015). 
339 Natasha N. Aljalian, The Role of Patent Scope in Biopharmaceutical Patents, 11 B.U. J. SCI. & 

TECH. L. 1, 54-55 (2005); Rai, supra note 212, at 2. 
340 有論者認為基因科技並未與製藥科技同，需在研發上面對極高的不確定風險，以及投注

諸多成本於臨床試驗和查驗申請，似毋庸提供專利保護作為其研發誘因保障。並且，一旦賦

予專利後將衍生比製藥產業更為嚴重的後續創新阻礙問題，實不應類比製藥科技賦予基因科

技研發成果專利化。Lori B. Andrews and Jordan Paradise, Gene Patents: The Need for Bioethics 
Scrutiny and Legal Change, 5(1) YALE J. HEALTH POLICY LAW ETHICS 403, 406-07 (2005). 
341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76-77; 李崇僖，再探基因專利問題：美國經驗省思，

第 224 期，頁 307，2014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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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成果而言342。 

另外，為因應基因科技中生物功能具有交互調控之性質而使生物材料本

身具有部分替代性、技術領域曾經歷過非專利之誘因機制343、技術固有本質

之累積創新和互補性344、研發成本高卻易被利用複製345，以及最終產品包含

諸多研究成果346等問題，實應同時借助競爭創新、累積創新、反共有之悲劇、

專利叢林之經濟理論，對於後續改良精進之研究成果賦予專利，並且就現存

的專利範圍予以調整，以及運用相關措施以增進專利授權之效率，進而確保

後續研發和改良之空間和誘因，同時保有創新競爭之因素，最終促成生技產

品得以開發完成並進入市場。 

 

第三項 政策內涵之建構 

 

第一目 現行基因科技專利適用困境之說明 

 

一、專利要件適用未符技術本質和創新目標 

基因科技之技術本質乃涉及存於自然界生物體內之生物材料，以及生物

功能運作機制之資訊和知識而言，從而就相關的研發成果本身即有究竟隸屬

於自然發現或人為發明之爭議。而且，鑒於基因科技之累積創新特性，不僅

造就相關成果在後續研發中難以避免被使用到而多具備研究工具性格，但是

相關之研發成果僅謂階段性而難能直接作為商業利用，從而產業利用性亦不

明確。再者，在基因科技中後續研發者不斷參看前人之成果，並以此作為改

良精進之基礎時，究竟前案和新發明之間的界線該如何劃定，則屬進步性標

準採擇時需考量之問題。最後，由於上位研究工具和相關知識本身實具有一

定程度之廣泛相似性，除了可能運用基因表現的中心法則推導尚未實際試驗

的變異型，亦有機會從發明人所採用的模式生物的相關成果資訊，成功套用

至同源性較高之物種。是故，在審核研發成果時究竟發明人能享有何等的權

利範圍，實有必要於其中之據以實施性和相關書面揭露記載的判準中，引入

政策思維加以權衡。 

 

二、專利權歸屬分散所生研發創新和商業利用之阻礙 

當針對基因科技之發明成果授予專利後，鑒於生物機制十分複雜，不僅

具有多重機制交互調控之特性，其中亦涉及大量的生物材料參與其中，故而

可謂充斥著諸多的可專利標的。隨著學研機構和生技產業業者爭相投入基因

                                                       
342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15, 1617. 
343 Id. at 1617-18. 
344 Id. at 1620-21. 
345 Id. at 1624-26. 
346 Id. at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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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研發和創新，不可置否地就相關研發成果申請專利保護之，期待得以

於未來以授權或移轉等方式回收研發成本和獲取商業利益。依此，單就特定

一生物功能之機制，可能同時就有數個不同研發團隊致力於探究和解構，而

於其中已存在著甚多的專利佈局，此即造成專利歸屬分散之狀態。 

此狀態在基因科技實引發嚴重的問題，蓋基因科技的累積創新特性，不

僅上位研究工具恐受到專利獨佔，以及相關商業化應用需經歷層層磋商過程

以獲得專利授權始得有機會進行和完成之，此將造成產品開發端面臨甚高的

交易成本，並且可能引起的專利劫持問題。故而，一旦基因專利過分核發且

歸屬於不同的研發單位，皆恐害及後端產品開發者之整合投入意願，或提高

最終產品的價格影響產品銷售，最終造成損及整體社會效益之結果。 

此外，基因科技之發展亦有部分係來自學研機構的知識技術之產出，而

學研機構因科技創新法案的制頒而亦成為專利權人的角色，不僅得以對外授

權或讓與移轉，也得作為專利權主張之對象。前開近用研究工具之授權困難

和壟斷問題，則亦可能對於學研機構造成相當程度的研發創新阻礙之影響。

是故，前開專利困境的解決中，亦有必要將學研機構之研發特性納入考慮，

並且衡平學術界和產業端之間的誘因和利益。 

 

第二目基因科技專利困境解決之政策上位概念的提出 

 

一、區分專利保護以及專利近用階段異其處理 

面對前開所述之專利要件本質上與生物科技之固有技術本質互動上的扞

格，以及核發專利後所可能產生的授權難題，實而，固然此等問題乃環環相

扣並有賴整體上位政策考量一併處理，然而，本文認為在政策思維的探求上，

仍應盡量以最為合適的政策槓桿予以因應，較能收對症下藥之效。然而，在

專利制度和相關法制所內含的政策槓桿的運用上，固然相關研發成果的授權

近用問題，確實係導因於前階段的專利保護所生。但是，此二部分所內含的

個別政策槓桿，即係針對其所將面臨的問題困境加以處理因應所設，並且，

各自擁有應當落實的政策思維。是故，本文認為應將專利保護與專利主張和

行使此二部份加以區分，並分別提供合適的政策思維加以落實，始能合致地、

妥適地滿足克服基因科技研發創新所面臨的需求和困境347。對此，下述將分

別就專利保護階段和專利主張和行使此二階段各自應貫徹的上位政策概念加

以說明評析。 

 

二、專利保護階段應落實充分誘因保障的政策思維 

有鑑於基因科技的研發上需面臨高度的生物不確定性，招致高度的研發

失敗風險、研發時程相對也較長，甚至研發素材和設備亦十分昂貴。並且，

技術本質的累積創新特性，造就後續的商業化開發的難度倍增。而專利的排

                                                       
347 Aljalian, supra note 339, at 54-55; Rai, supra note 212,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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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權能，對於追求商業獲益機會有所助益，幫助研發者得期待藉此回收研發

成本甚至獲取利益，進而驅動研發單位投入前端研發創新以及後端商業開發

的意願，甚至吸引相關投資者的資源挹注。再加上，在基因科技與生技產業

近三四十年內的向上發展歷程中，專利確實扮演了重要且關鍵的推動角色，

甚至，現今諸多研發單位亦投入諸多資源於既有的專利維護和新興的專利布

局等商業活動。也因此，本文認為在專利保護的階段上，應當落實「充分的

誘因保障(broad protection)」此上位政策思維，藉此嘗試貫徹於專利保護要件

的適用中，進而滿足基因科技和生技產業的高度創新誘因需求，並維持研發

單位投入研發的初始意願，以及當成果完成後公開揭露技術內容換取專利權

保護的行為模式348。 

是以，具體而言，首先應當使所有相關基因科技研發成果均得受到專利

保護，初始地提供研發者願意對於既有和新興的技術領域進行研發開拓，維

持各該技術領域的研發動能。接著，當研發成果均得進入專利保護的門檻，

進一步在衡估應給予的權利保障範圍時，本文認為得適度援引過往美國判決

實務所創設的「開拓原則(Pioneer Doctrine)」，以個案發明本身的實質研發貢

獻為據，立基於提供充分的誘因的政策角度，調整其所能享有的權利範圍以

賦予相稱的權利保護，甚至透過賦予更為寬闊的權利範圍吸引鼓勵特定技術

領域或類型的研發。實而，此原則起源於開拓研發應享有較為寬廣之權利範

圍(“As pioneers, if such they be, they would deserve broad claims to the broad 

concept”)的思維，透過評定個案發明是否屬於一對於後續研發甚有助益之開

創性研發349，進而區分均等論(Doctrine of Equivalents)適用輻射大小之謂350。

固然此等概念於實務上係先將此原則適用於侵權訴訟上的均等論此攻防方法

                                                       
348  Schmieder, supra note 223, at 182-83. 
349  Westinghouse v. Boyden Power Brake Co., 170 U.S. 537, 561-62 (1898), “To what liberality 
of construction these claims are entitled depends to a certain extent upon the character of the 
invention, and whether it is what is termed in ordinary parlance a pioneer. This word, 
although used somewhat loosely, is commonly understood to denote a patent covering a function 
never before performed, a wholly novel device, or one of such novelty and importance as to 
mark a distinct step in the progress of the art, as distinguished from a mere improvement or 
perfection of what had gone before.”(粗體字為本文自行標註) 
350  In re Hogan, 559 F.2d 595, 606 (C.C.P.A. 1977) "As pioneers, if such they be, they would 
deserve broad claims to the broad concept. What were once referred to as "basic inventions" 
have led to basic patents, which amounted to real incentives, not only to invention and its 
disclosure, but to its prompt, early disclosure. If later states of the art could be employed as a basis 
for rejection under 35 USC 112, the opportunity for obtaining a basic patent upon early disclosure 
of pioneer inventions would be abolished. "; BFGoodrich FlightSystems, Inc. v. Insight Instruments 
Corp., 1992 U.S. Dist. LEXIS 12212, 13, 18 (S.D. Ohio Feb. 25, 1992), “To apply the doctrine of 
equivalents, the finder of fact must determine the range of equivalents to which a claim is 
entitled in light of the prosecution history, the specification, the pioneer-nonpioneer status of 
the invention, and the prior art.”; “Every patent is entitled to a certain range of equivalents, the 
scope of which depends upon where, in the spectrum of novelty, the invention falls. Inventions 
which represent broad breakthroughs in the inventive world are known as primary or 
pioneer inventions, and are afforded a broad range of equivalents. Pioneer inventions are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s as comprising "a distinct step in the progress of the art, [as] distinguished 
from a mere improvement or perfection of what had gone before."(粗體字為本文自行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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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351，但本文認為此原則實能類推適用於決定專利權利範圍的要件判斷上，

作為其中考量之基準352。 

 

三、專利主張和行使階段應促成合宜近用之政策思維 

而在專利主張和行使的部分，在前階段專利保護層次採取維持充分的誘

因保障的政策思維後，有論者認為應當因應此情而連帶地針對核發專利後的

後續創新和公共衛生的近用需求，採取「促進廣泛近用(broad access)」的政

策思維，亦即，提供充足可供應用的管制措施，甚至加強管制密度，藉此預

防和因應授權困境的產生，並作為對於專利廣泛保障的相應配套措施353。 

對此，本文雖然原則上贊同應促成基因科技專利的廣泛近用之適用結

果，但政策手段上卻有不同之見解。首先，即使理論上係依據上位政策內涵

而就專利法適用和解釋進行變革，實際上仍有必要因應基因科技的技術本質

特性，並奠基於現有的實證狀況，輔以理論推演預設，促成適用結果上能貼

近研發實務和產業脈動，始能將科技和法律議題相容以達到最佳的規範目的
354。實而，依據相關實證研究顯示近用問題尚未明顯的發生，並且技術性質

上尚有迴避設計的空間而非所有專利成果均應當被近用，以及研發社群仍存

在著共同合作的行為風氣。再者，本文的第五章部分將會細部討論以現行的

政策槓桿並予以微調，即能解決現行高度爭議的所有個案。因而，在基因科

技專利的管制密度上，本文認為不宜過度增強，而應採取適度的管制即為已

足，實屬於「合宜近用(useful access)」或「可行近用(workable access)」的政

策思維。 

 

四、政策內涵評析 

對於本文針對基因科技專利的成果保護以及專利近用的上位政策思維，

有論者採取反對之立場，其認為開創性發明本身難以界定，且發明人多會在

提出專利申請時恣意主張自身的研發成果即屬之，且專利申請實務上亦能透

過自創用語(terminology)和專利申請項撰寫之變體等方式即能彌補難以描繪

勾勒發明之問題。再者，專利實務亦已有在其他專利保護要件和均等論賦予

開創性發明較為優渥的保障，且實證研究上難以證明寬廣的專利範圍能促使

開拓研發的意願和效率，然而，卻可能導致相關成果因專利化而被低度使用、

                                                       
351  Brian J. Love, Interring the Pioneer Invention Doctrine, 90 N.C.L. REV. 379, 389-393 (2012). 
352  惟，於巡迴上訴法院則認為此開拓原則於判決先例中僅適用於均等論而已，而排除得類

推至與專利申請範圍相關的專利可實施性和書面揭露要件之判斷內涵中，進而降低其判斷標

準。See Plant Genetic Sys., N.V. v. DeKalb Genetics Corp., 315 F.3d 1335, 1339-42 (Fed. Cir. 
2003).然而，本文認為均等論的功能實與說明書揭露義務之相關要件的規範目的相類似，皆

係涉及專利權利範圍的界定，而具有充分的類推基礎，實不應單純以判決先例未曾有此等類

推之情，則忽視有類推適用的必要性和可行性。 
353  Schmieder, supra note 223, at 182-84. 
354 劉尚志和林三元，科技法律之本質與範圍，月旦法學雜誌，第 166 期，頁 118-19，2009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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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奪後續改良研發的誘因等資源錯置情形，甚至產生不當拒絕授權而阻礙未

來科技發展等不利結果355。並且，專利審查機關亦被質疑難以評估技術貢獻，

以及難認此屬於其職責範圍，並且實際上專利技術價值仍應當由後端的市場

決定反映，似應就發明人實際研發的技術內容給予其專利權保護即可。 

對此本文尚有不同之意見。確實，古典的專利制度確實係針對發明人所

成功研發的技術內容加以核發專利權保護而已，但因為技術內容和範疇需透

過文字表達描述而必當具備一定的抽象性而無可避免地有所擴張，但此並不

影響古典的交換制度的運行的應然面。並且，亦不應當以後續成果專利實務

上均多能獲得合宜地近用，而以此實然面回頭調整專利核發的應然面，以及

削弱此應然面原先欲促成的提前預防近用問題以及維護後續創新誘因思維的

政策目的。然而，專利法的解釋和適用，經前開立法目的、經濟理論和技術

特定性的綜合探討後，應當是依據特定的技術產業類型，調整合適成分的經

濟理論，擬定出最佳的政策模型，並且逐一具體落實至各該政策槓桿中，進

而真正地達到鼓勵研發創新促成產業發展的立法目的。也因此，古典的應然

面不一定合用於基因科技的技術產業領域中，並且相關政策槓桿的內涵亦有

必要調整甚至再造，始有機會真正達到最佳的適用型態。是故，本文乃立基

於專利法古典的應然情形無法滿足基因科技創新的誘因需求，而實然面雖有

部分扞格和不妥之處，但某部分亦有效促成了現今生技產業尚屬正向的發展

趨勢，因此依據立法目的考究、實務現況評析以及政策思維論辨，嘗試提出

新的應然面，藉此引導相關政策槓桿的解釋和應用，希冀能一次到位的達成

生技產業創新發展的政策目標。也因此，本文並非混淆應然面和實然面的分

際，及採取導果為因的方式充為政策思維的論辯基礎，實而，毋寧是發見古

典專利法適用狀況的不足，以及酌採現行實然面的缺點和優點，去蕪存菁地

重新形塑新穎的最佳適用型態，亦即，重新定義基因科技專利的應然面，藉

此提供現行專利專責機關、法院以及相關專利從業人員反思與參考。 

是以，本文探求出基因科技研發具備的生物不確定性和累積創新特性之

固有性質的情形下，專利保護要件應當著重於研發誘因的保障，藉此吸引前

端的研發創新投入和鼓勵進行後端的商業應用開發。而在基因科技的實際研

發成果，無非大多是生物知識的性質，當容許發明人能夠享有該等知識的排

他權，一方面確實能夠增進投入研發和公開揭露的意願，但另一方面對於該

等技術的近用卻可能產生阻礙。實際上此二情形應當如何平衡，有賴進一步

針對研發單位可能採取的行為模式以及產業實際運行狀況加以探討。固然現

行研發單位立基於商業獲利和策略考量，針對其等研發成果是否公開以申請

專利保護，以及獲發專利後續究竟是否選擇採取公開授權等，可能有諸多不

同的選擇結果。然而，技術發明的獲利機會，最主要的手段即是透過專利保

護，並且，專利保護亦是希望能夠確保相關研發成果的公開意願，藉此帶動

研發社群得以習知成果內容和研發策略等，甚至是提供相關指引進而有助於

                                                       
355  Love, supra note 351, at 416-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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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效率的提升。也因此，當專利保護的範圍和研發者的實際研發內容完全

一致時，研發單位理論上將採取延後公開以獲取充分的時間進行更多的研發

精進，進而將原先毋庸過多試驗的成果均納入專利保護的範疇。然而，此時

或許其他研發單位在研發競逐上因為專利權僅針對相同技術內容核發給單一

權利人，而仍有誘因提前公開其成果356，但此時最先研發者仍享有先使用權，

並且尚能針對後續精進的部分申請專利保護。最終，恐導致研發成果並非在

完成的第一時間公開，影響整體研發效率的提升，並且更導致成果專利的數

量急速上升，對於後續近用造成阻礙。 

依此，本文認為應當使評斷權利範圍的政策槓桿，再造其判斷內涵為評

價個案發明的實質技術貢獻，透過採取善用 PHOSITA 基準的判斷方式，評斷

開創性研發應尚非難事。並且，因應研發成果產出之事前和事後誘因提供充

分之保障，始能真正帶動整體研發創新的運行。而在專利行使和主張的部分，

即便在現行專利制度和科技創新法案的適用下，最佳的鼓勵生技產業創新的

模式仍係讓相關研發成果得以進入市場供消費者使用，進而回收相關研發成

本和獲取商業利益，使得帶動產業整體發展。而近用問題依照實證研究顯示

尚非嚴重的原因，係因為技術性質上仍存在著迴避空間，而造就相關成果專

利並非皆具備必要近用的性質，再加上真正高度獲益的方式，仍係促使相關

成果得以成功進入市場供全體消費者使用，而此利益趨向促使相關研發單位

願意採取分享合作的商業型態。是故，本文認為無須採取高度的管制方針，

而僅需採取低度管制促使研發社群維持自律的公開近用風氣，並保有一定自

主形塑的商業空間，期待增加獲益之機會。而主管機關僅需就極端阻礙近用

且有害研發創新之個案介入干預，維持合宜的近用情形，以達產業創新正向

循環之政策目標357。 

 

五、小結 

綜此，本文認為於基因科技之研究成果的專利化的過程中，專利要件作

為前端之政策槓桿，實應著重研發者的創新誘因保障，以及判斷上應貼近技

術發展實務和脈絡，至多於一定程度上輔以針對未來可能發生的困境預先防

範。而在專利主張和行使的部分，本文認為應採取維持合宜近用的政策方針，

乃原則上容任研發社群自行形塑授權雙方之間的權利義務，並引導其等聚焦

處理磋商所面臨的相關交易成本的降低和專利劫持壟斷的因應，藉此促成成

果廣泛近用之結果。而主管機關對於相關專利授權情形的管理管制上，本文

認為僅需採取低度的管制密度即可，亦即，仍須兼顧市場彈性和商業活動的

信賴和保障。是以，透過上開上位具體政策的實行，應能達到鼓勵研發創新

和增進成果近用之適用結果，最終達到生技產業創新發展之目標。下述將逐

                                                       
356  Mark A. Lemley, The Myth of the Sole Inventor, 110 MICH. L. REV. 709, 760 (2012). 
357 范建得、洪子洵和侯門，論基因專利實務發展及其評析，第 143 期，頁 394-95、398，2015
年 12 月; Rai, supra note 233, at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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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相關政策槓桿運用的具體政策思維詳加介紹。 

 

第三目 拉高專利要件標準貼近研發實務和進行前端把關 

 

一、放寬專利適格性之判斷標準 

專利適格性其本身係一政策槓桿，用於排除於專利私有化的範疇，讓特

定技術思想和資訊留待於公共領域中受全體研發者完全近用，以免後續的研

發被過度箝制。質言之，乃藉由判斷是否得以作為受專利保護之標的，進而

在賦予專利獨佔權利作為鼓勵研發的同時，維護一定程度之科技創新的自由

空間。然而，適格性之缺點乃於其固然得於前端直接劃分專利權和其他誘因

機制之間的適用範疇，但卻僅得於「是」與「否」之間抉擇，而不具因應科

技類別細緻區分多樣的法律效果之內涵358。故，在此等零和結果下容易產生

效果過分溢出而難以順應科技發展趨勢。再者，當專利適格係於事前專利申

請和事後專利權是否有效之判斷結果出現不同之情，則對原本的法律秩序變

動甚大，並影響相關信賴過鉅，實難謂為一適合因應整體產業特性之政策調

整工具。從而，Mark A. Lemley 論者亦認為此乃針對個案之例外情形所用359。 

雖然基因科技之研究成果的確高度涉及源自於自然界之生物資訊和材

料，但此係生物科技之固有本質而難謂得以輕易克服改變之。而且，在過往

專利專責機關即肯認基因科技成果之專利適格性的前提下，倘事後再就特定

技術領域改變為否定見解，必將對於相關研發經費和專利佈局之費用的投入

和信賴變動過大，而造就專利制度的低度預見性，致該技術領域對於專利機

制的不信賴，而失去了專利法原先欲支撐整體研發動能和誘因的宗旨360。再

者，基因科技的研發成果並非僅以微薄的資金和物力即可完成，實需大量的

研發經費並搭配專業的技術人才和先進的研發設備予以輔助，且研發歷程長

並面臨高度不確定風險性，實與專利制度欲鼓勵之創新技術相符。另外，固

然有論者認為專利適格性仍可在基因科技中的例外情形，如針對最上位之研

究工具等，排除其專利適格性以維護後續研發的空間361。惟，實際情形則是

現今對於基因科技的知識技術掌握尚未嫻熟，在排除某一特定上位研究工具

時，則可能亦扼殺了某特定新興領域開創的專利可能性，其對於基因科技的

整體研發難謂恰當。 

是故，不應單就其技術標的乃存乎大自然或生物體，即作成否定之決定，

而應係深度了解該研究領域的專門知識和發展現況，以及立基於宏觀的科技

產業發展政策之後設考量予以審酌，進而決定此一要件之判斷內涵362。從而，

本文認為應政策性地在此保護與否之門檻標準上盡量放寬，進而劃設一明確

                                                       
358 Rai, supra note 212, at 3. 
359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42-43. 
360 Michael Risch, Everything is Patentable, 75 TENN. L. REV. 591, 646 (2008). 
361 Id. at 1683.; Rai & Eisenberg, supra note 134, at 307, 310, 312-13. 
362 Rai, supra note 239, at 8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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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許基因科技研發成果可進入專利保護的範疇，再委由後續法律效果較具彈

性之其他專利要件加以把關，即能細緻地劃分公共財和私有財之間的界線，

以維持專利誘因制度的適用、確保生技產業之創新發展的進行和鼓勵基因科

技新興技術領域的開拓363。 

 

二、適度調整和提升產業利用性內涵及進步性門檻 

承繼專利適格要件的放寬後，下一步即須針對基因科技之發明，考量是

否有利於後續商業應用，以及是否內含一定之技術水準和貢獻，而評估對於

現今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的幫助程度，研斷是否有符合獲發專利之資格。 

首先就產業利用性而言，基因科技領域的發明成果，大多皆具備研究工

具性格，不僅屬於生物知識資訊層次，亦可能在後端產業利用的說明聊備一

格，簡單列上該生物材料或資訊可能對於某一特定疾病有關之說明，甚或是

作為輔助後續研發之用。從而，基因科技成果的產業利用性，實難與其他科

技領域具有實際應用面向相比擬，但此卻是基因科技本身的累積創新和固有

技術特性所使然。然而，過往的專利實務適用上卻係針對生物科技領域的產

業利用性標準採取過份嚴格之態勢，似有意排除研究工具此等功能得該當產

業應用內涵之空間364。惟，此情雖然某程度促成了抑制基因科技專利搶註問

題繼續延燒，卻造就生技研發僅有終端成果始有機會獲取專利，反而惹起研

發誘因不足和延後成果公開等問題。是以，本文所採之政策內涵實係側重於

適度平衡研發社群中的研發誘因，而非一昧地以專利要件作為提前預防反共

有之悲劇和劫持壟斷之用。故而，本文認為在產業利用性的判斷上應當採納

基因科技研發之研究工具的功能面向，並採取適度提升要件標準以抑制單純

生物知識和資訊即申請專利保護之趨勢，進而落實研發誘因保障和促進累積

創新研發續行，並同時避免過於上位的研究工具不當專利化以驅使專利保護

標的偏移至中下位之研發成果365。  

而在進步性的部分，在早期政策鼓勵申請專利的引導下，不僅在所屬技

術通常技藝者之標準實有往下修正的情形，更曾有欲特別立法針對基因科技

之進步性有擬制性規定，在在增加基因科技發明獲發專利的可能性。惟，在

進步性標準的採擇上，縱然實務見解係著眼於生物不確定性並帶有鼓勵生技

研發的政策執行意旨，然而卻忽略了基因科技的演進發展脈絡和現行實際的

研發特性之情形。詳細而言，進步性要件的判斷主體為所屬領域之通常技藝

者，實應熟知基因科技的累積創新特質，且具有反覆參閱先前研究並累進學

習和嘗試之能力，再加上現今技術發展下已存在諸多優良的研發設備和工具

和研發實務常用的研發策略和步驟方法。實則，當過度降低 PHOSITA 的標

                                                       
363 Risch, supra note 360, at 591-92, 648-49; Leah Octavio, The patent eligibility of personalized 
medicine technologies, 35 J. LEGAL MED. 423, 430-431 (2014). 
364 See In re Fisher, 421 F.3d 1365 (Fed. Cir. 2005) 
365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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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恐造成專利權的過分賦予，而引起權利歸屬分散之境地366。故而，本文

認為應當逐步提升進步性的判斷標準，以回復至貼近生物科技領域的研發現

況，並且，就相關發明所面臨的生物不確定性程度予以區分。亦即，在具有

開創性之技術發明者(pioneer invention)，因其等所能參看的先前背景知識即較

為缺乏，相對的教示作用及其程度皆較低，以至於其所完成的成果可謂具有

較高程度的突破性和技術貢獻，而仍應維持現今較為寬鬆之進步性標準。反

之，在較為中下游之一般性改良研發(improvement invention)的部分，進步性

標準則需因應整體技術水準已然提升而隨之提高，進而減緩專利歸屬分散之

現象，同時兼顧研發創新誘因之保障367。 

執此，基因科技和生技產業發展至今，專利實務上就此二專利要件的判

斷標準採擇了不同的政策思維，於產業利用性以提前把關專利叢生可能引發

之授權困境，反之，於進步性則係放寬標準以鼓勵生技研發成果之專利化。

惟，二者的實際適用上卻都未真正貼近技術本質和研發實務現況。固然多有

論者認為提出最有效解決後續反共有之悲劇的方法，實乃在專利授予時即就

此提前把關，進而防範日後交易成本過高而使最終商業化產品難以產出或不

利於消費者之問題。然而，本文仍認為專利要件本身實專司於依照技術實務

和研發狀況，並立基於鼓勵創新研發之誘因思維，主要功能仍以導正基因科

技之研發創新環境，行有餘則再兼顧減緩後續研發和商業化之困境的發生。

從而應當將產業利用性和進步性依照相關政策目標而適時逐步調整到位，不

僅貼近研發實務並維持專利核發的品質，有效提升整體生技產業創新的誘因

保障，以增進後續商業化成功機會。 

 

三、適當放寬書面揭露義務之標準 

鑒於基因科技主要著力於生物功能和病理機制的解構，其中所產出的知

識和生物資訊等多具有一定的廣泛適用性，即在不同物種中有或多或少的重

現性。另外，基因科技的累積創新性，造就發明當下和往後的商業化應用因

相隔太遠而容易產生偏差之情。從而，當如現行實務見解般課予過重的書面

揭露義務，即提升專利據以實施性和相關書面揭露要件等之判斷標準，將造

成研發當下需進行更多的試驗，並皆記載於說明書內容者始能主張屬於其專

利權所能擴及之範疇，此不僅容易產生低估系爭發明的技術貢獻，更將使研

發成果的公開延後，並且過分限縮權利範圍亦使他人得輕易規避而產生搭便

車之虞，最終害及研發者的創新誘因368。惟，在生物科技研發上如前所述實

存有一定程度的生物不確定性，恐阻卻中心法則的推導或在轉換模式生物的

應用上產生偏異之結果，實難一概而論地斷定研發成果的技術貢獻內涵。再

                                                       
366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55, at 1193. 
367 Love, supra note 351, at 427. 
368 Jeffie A. Kopczynski, A New Era for § 112? Explori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as Applied to Biotechnology Inventions, 16 HARV. J. LAW & TEC. 229, 
263-64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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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基因科技發明多屬於研究工具之層次，若未以專利據以實施性等相關技

術內容揭露作為清楚界定權利範圍之準據，亦有可能於日後採行延展性權利

金條款時引發權利範圍模糊之爭議，進而產生箝制後續研發改良空間之疑慮
369。是以，究竟應當如何妥適地衡估並調整個案發明所能享有的權利範圍，

實高度涉及專利法之經濟理論的論辯，而採擇不同的經濟理論成分將導出相

異的政策思維和保護密度370。 

執此，本文實認為就生物科技專利之權利範疇的界定衡量上，應當採擇

一定比例的探勘理論之旨趣，以鼓勵相關研發人員願意投入研發並公開其等

研發成果，並運用專利之排他權作為未來繼續從事改良和商業化之誘因保障。

而在後續研發者利益的保護上，則係透過妥適衡量系爭發明所揭露之內容本

身所具備的功能效用之創新內涵，以及所能供後續研發者據以實施此研發貢

獻為基礎，核發相稱的權利範圍以避免不當溢出而遮蔽後續改良研發的誘因。

而在具體的衡估判斷上，實得援引過往法院實務所創設之開拓原則的法理。

申言之，透過以研發成果之性質作為區分，就開創性之研發成果以及得對應

到較為直接作為醫療應用者，應政策性地採擇較低程度的標準以加強其致力

探勘的成果之保障和從事後續商業化之意願；反之，對於較中下游之一般性

改良發明，則係就其所屬之技術領域中的周邊技術水準和先前技術背景基礎，

適度調整判斷之標準，以符合其等的實質研發貢獻，進而貼近研發實務的評

價371。依此，實能針對基因科技中不同技術類別而有細緻的調整，以確保和

衡平相關開創者和後續研發者之間的研發動能及誘因372。 

 

四、小結 

本文所採之解決方案，乃先放寬專利適格性之判斷，讓生物科技成果得

以符合專利標的之資格，而不藉以排除特定技術領域成果的可專利性，以免

扼殺了新興領域的開創誘因。而把關的功能則改落在後續產業利用性和進步

性的標準的調整上，除了納入對於後續研發創新有助益之工具性格亦得作為

該當產業利用性的內涵外，相關判斷標準則依照相關發明所位於的技術領域

特色、先前技術和周邊研發設備的情形、成果是否具有開創性或突破性之技

術貢獻等因素，適度提升門檻的採擇以符合現今技術發展和研發實務，並且

仍就具有高度貢獻性之新興發明賦予調降專利要件之政策性優惠進而加強其

開拓之動力。同理，於說明揭露要件和據以實施性，亦以其等發明所屬的技

術領域之研發水平，以及該等成果本身的技術貢獻，並且參酌是否屬於政策

性鼓勵的開拓性研發或已得供商業化使用的成果類性，而賦予相對應之標準

寬嚴，進而提供適當的權利保障，幫助其等後續商業化產品或服務得以落入

                                                       
369 Walsh et al., supra note 220, at 297. 
370 Aljalian, supra note 339, at 18-21.; Brian Kimmelblatt, Immaterial to Innovation: The Story of 
Ariad Pharmaceuticals, Inc. v. Eli Lilly & Co., 5 BROOK. J. CORP. FIN. & COM. L. 503, 505-08 
(2011). 
371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6, at 738; Aljalian, supra note 339, at 72-74. 
372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55, at 11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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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權涵蓋之範疇。依此，在相關的專利要件槓桿的操作下，得以使專利適

用上更符合基因科技研發實務，一方面提升專利品質而落實適度減少專利數

量，進而預防或減緩專利權增生和分散之問題，另一方面則亦適度提供開創

性研發有較高的專利保障而維護整體誘因機制的運行。 

是以，固然本文針對專利保護要件的政策槓桿內涵多採取實質認定方

法，惟，仍在技術內涵和創新成分的判斷上力求貼近研發實務和技術水平，

並且以對於研發創新端和產業利用端的貢獻程度賦予政策導向性的調整，增

加研發誘因保障之密度外，同時增進要件解釋上的可預見性，以提升研發人

員和投資者對於專利制度的信賴，進而吸引其等研發成果的公開，避免轉以

營業秘密保護之趨向，最終增進整體研發創新意願和紮深研發環境可供習知

知識技術的基礎373。 

 

第四目 適度引介法定授權措施降低交易成本 

 

一、高交易成本致阻礙創新和整合之實證分析 

前述之反共有之悲劇理論乃認為在生技產業此等具備垂直互補性、整合

性之累積創新特性的技術前提下，先後授予開創者和後研發者過多專利且歸

屬分散時，恐將使磋商過程變得繁瑣而造就過高的交易成本，最終不利於產

銷端的整合和行銷。然而，多有論者以相關實證研究之結果予以反駁之。 

John P. Walsh 等人對於產學界從事基因科技研發和相關從業人員進行面

訪調查，結果顯示生技專利數量的增加和佈局造成專利狀態的複雜度，而相

關人員同時考量前端所欲使用的研究工具專利和爾後終端產品涉及之專利

時，確實有造成加重檢索和調查的繁瑣程度374。然而，當相關人員就其研究

計畫所屬之技術領域中專利進行比對交集狀況、迴避設計的可能和試驗免責

的界定等，多認為能排除大多專利侵權之可能，故實際需要著手進行磋商的

專利數量可謂並不多375。可能的原因乃專利數量貢獻可觀的學研機構，其就

申請專利上多採取「防衛性策略(defensive patenting)」，亦即，僅針對自身研

發的成果和狀況申請專利，而單純嘗試避免被其他人搶註而遭權利主張，故

權利範圍多較為限定376。並且，從訪談之統計，亦幾乎未有研究計畫因預見

專利權歸屬分散所生的磋商成本和權利金堆疊即停止計畫的開啟或進行，雖

偶有批評權利金過高等情，而實際上仍多因執行成功率低或所屬市場的規模

不佳而停止計畫的執行377。而在美國科學促進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於 2007 年就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此四

國家的研發人員進行實證調查，亦獲得相類似之結果，即因專利增生和歸屬

                                                       
373 Eisenberg, supra note 336, at 743, 745. 
374 Walsh et al., supra note 220, at 292-94 . 
375 Id. at 294. 
376 Id. at 295-96. 
377 Id. at 298-300,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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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未實際引起反共有之悲劇378。 

另有論者以生技產業近年來仍持續發展，不論就產業規模和研發經費的

投入而言，抑或是新研究計畫的開啟、執行，抑或是後續的產品商業化，皆

可謂進行順利且表現優異，亦可佐證賦予專利對於產業發展的幫助，以及相

關反共有之悲劇並未如理論所言般嚴重地抑制創新或阻礙商業化379。 

相關論者就上開的實證結果，多歸功於相關配套措施的運用，以及產學

界之研發和運行態勢而言。前者乃基於實際上洽談授權之專利標的數量並非

理論所言如此可觀，而且與生技產業具有某程度的從屬關係的製藥產業，其

就例行之專利授權(licensing routine)可謂相當熟稔，從而就其作為一後端之整

合角色，實能有效降低相關的磋商成本和避免不效益380。又，基因科技本身

的多重功能和交互調控的技術本質下，仍有部分得以迴避設計之空間，始能

躲避既有專利的權利範圍，進而免於侵權之疑慮381。而後者的部分，則係當

基因科技開始適用專利制度後，實仍保留著原先學術研發社群的共享風氣和

特性。不僅學研機構之主管機關 NIH 等立於行政專利管理之上位，透過訂立

相關規定以宣示相關研究工具專利應盡量以非專屬授權的方式，使研發社群

得以支付一定之授權金而近用之382。又，亦在相關實證的訪談結果得知研發

社群對於權利金推疊深感重視，甚至會以召開公司之間的會議(corporate-level 

committee)就相關授權金的訂價予以討論383。此外，產學界甚至共同推廣相關

的生物資訊之資料庫，如 GenBank384或 Protein Data Bank385等，其中除讓公眾

或會員得以共同使用外，亦規定不得就使用後所衍生之研發成果申請專利或

對於相關會員主張排他權等設計，在在體現研發社群中仍保有對於專利保護

和權利主張趨於共享和開放授權之態勢386。是以，在此等願意分享的氛圍下

洽談授權，不僅更有機會獲得包裹授權，並且相關磋商成本亦應未如理論評

估的如此之高，實尚未嚴重造成前端研發和後端商業利用受阻之情事。 

綜上所述，現今生技產業因專利佈局廣泛且交疊所生磋商交易成本和權

利金累進，並未在相關實證研究中顯示出有造成研發創新計畫無法開啟或中

斷進行，抑或是讓後端整合利用端無充分利潤誘因之情。依此，就相關之實

證結果，現行反共有之悲劇所生的高交易成本阻礙後端整合之情形，尚未如

                                                       
378 See Rebecca S. Eisenberg, Noncompliance, Nonenforcement, Nonproblem? Rethinking the 
Anticommon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45 HOUS. L. REV. 1059, 1066-69 (2008). 
379 Heather Hamme Ramirez, Comment: Defending The Privatization Of Research Tools: An 
Examination Of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In Bio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53 EMORY L.J. 359, 372-74 (2004). 
380 Walsh et al., supra note 220, at 322-23. 
381 Adelman, supra note 227, at 1006-1015. 
382 Walsh et al., supra note 220, at 328-29. 
383 Id. at 299-300. 
384 NCBI, GenBank Overview, available at http://www.ncbi.nlm.nih.gov/genbank/ (last visited: 
01/05/2017). 
385 The Protein Data Bank, About Us, available at 
http://www.rcsb.org/pdb/static.do?p=general_information/about_pdb/index.html (last visited: 
01/05/2017). 
386 Contreras, supra note 133, at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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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說理論設想的如此嚴重，似無需有介入之必要。惟，此等結果的促成原因

中，相關之措施的運用並未臻完備和全然妥適，此外，相關之社群風氣亦可

能受到其他產業的專利適用之影響而日漸趨對立封閉之情。實而，在此等相

關實證研究未明確指出有反共有之悲劇時，仍有必要適度介入預防，而藉由

政策思維針對相關的適用和運用上予以補強，並因應產業實際狀況調整採取

的管制方針，進而達到研發創新和產業發展的最佳化。 

 

二、以競爭法最低限度規範一般技術類別之授權 

基於上述在生技產業運行的種種，可查知雖然確實已有數量可觀的專利

佈局於生技研發的領域範圍中，卻因專利申請策略保守、基因科技研發內容

廣泛並有一定之迴避可能性，以及保有社群分享風氣之研發授權環境，而尚

未完全惹起反共有之悲劇的境地。是以，本文認為實得因應生技產業之實際

狀況，調整採取低度性的管制方針，賦予研發社群有充分之自主形成空間。

具體而言，乃原則上針對專利權人所採取的專利使用方式，不論係專屬授權、

非專屬授權、索取授權金與否和相關價額、使用延展性授權金方式，或採用

生物材料移轉協議等，皆不予事前介入或管制之。蓋從上開之實證資料顯示，

專利權人並未在專利歸屬分散之環境下取得顯不相當的授權談判籌碼，並且

未有頻繁不當濫用其位於主動授予方之談判地位，故在相對友善的授權環境

下，專利權人和被授權人實具備接近對等的授權基礎。從而，在政策考量下，

無需事前即調整雙方的談判地位，亦無需過度介入雙方的授權進行，而留待

雙方授權中的自主互動和形塑。 

在低度的管制方針下，係立基於市場競爭秩序之維護，並且為事後回復

或扳正之管制作為。質言之，原則上乃容任雙方在未有任何管理措施下自主

形成之授權契約中。然而，專利權人一旦有不當運用其市場或談判地位，索

取溢出專利權範圍且客觀上已達有害市場競爭機制之結果時，行政主管機關

和司法機關則將事後居中介入之，透過針對有違反競爭法之契約條款或內容

宣告無效等措施，適度回復特定個案中應有之交易狀況，並且向後宣示市場

秩序的具體內容，進而避免日後出現相類似的有礙市場競爭之行為387。是以，

競爭法乃扮演退居第二線的管制角色，原則上容任研發社群依據專利法所規

範的權利內涵予以自主行使和形塑，依此，此等避免初始即限制發明人對於

專利權行使和主張的自主性之低度事後管制，不僅能維護專利誘因之保障，

亦能透過低度管制的執行保持市場機制的正常運行和建立清楚的交易市場的

明確規範，實有助於增加相關發明人和投資者的可預見性，進而確立自主形

塑空間的界限和經濟誘因之內涵388。 

 

三、引入授權促進措施於終端整合和高度近用需求之技術類別中 

                                                       
387 Cotter, supra note 309, at 1156-59. 
388 Rai, supra note 233, at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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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以保護市場競爭之低度事後管制下，賦予市場和權利人較為寬廣

的自主運作空間，確實有助於相關市場參與者的商業誘因保障，以及形成一

定明確程度的規範內涵。然而，其中之一的缺點則係市場自行運作可能失其

不效率，亦即，透過專利權人和被授權人之個別性自主互動，致力嘗試整合

數量可觀的專利，進而製備或推廣某一特定之產品或研究開發時，相較於以

組織性之包裹授權而言，可謂所需耗費的交易成本和時間成本相對較高，實

非全然有利於社會效益的追求。另外，在各國政府極力追求國人健康福祉的

目標下，同時亦欲舒緩相關之財政負擔，是以，對於慢性病和癌症此等與基

因型具有高度相關且需投注更高的醫療成本之類型，欲嘗試推動個人化醫

療，不僅針對個體差異所進行的基因檢測以提先預防，以及嘗試搭配胚胎幹

細胞等相關基因治療而為有效醫療389。惟，即便已於前述說明全球生技產業

係處於持續蓬勃發展之狀態下，相關之基因檢測仍未普及適用於醫療中，並

且針對個人特製之廣泛整合性 DNA 晶片檢測亦未問世，更遑論基因治療和胚

胎幹細胞之相關研究仍處於理論實驗階段，仍有諸多安全性和有效性之困境

需要被克服。 

故而，針對低度管制所生的市場自由度和相關誘因的保障，以及欲增進

開發新興醫療措施之效率和達到國家醫療健康政策的有效達成予以權衡，本

文認為除了透過前述政府管制之他律外，亦應促進研發社群之間的自律而言，

而包含自主創立降低交易成本之授權促進措施，或者公開相關研發成果與社

群一同使用之390。是以，應適度地就已有終端整合之目標的技術類別，鼓勵

引入促進授權進行和增進研發社群近用相關成果之措施，進而促成相關終端

產品的盡快問世和新穎技術領域的開拓和接力研發。其中，有必要事前引入

授權促進措施之相關技術類別，乃側重於該技術領域之研發或階段性產品與

終端整合之目標有一定之距離或鴻溝之特性，或係相關成果之醫療效用尚遠

不及於終端整合之成果而言，而實需仰賴引介增進授權合作之措施，增加專

利整合之效率、近用更佳的研究工具和成果之可能並加速研發創新，進而期

待能早日完成相關的專利整合和克服相關之生物不確定性和累積創新特性。

此外，此等授權促進措施亦因為能有效降地相關的磋商成本，實能讓相關領

域研發者願意選擇洽談授權而近用之，甚至能夠減少潛在未經同意而實施之

侵權發生，進而幫助專利權人拓展相關之授權對象和推廣成果近用，以達到

專利制度誘因保障和研發創新之目的。 

而究竟應於何者技術領域中引進何類的授權促進措施，應就技術類別本

身的研發性質、終端整合目標之特性、授權促進措施的性質等因素予以考量，

擇選合適的措施至相關的技術類別中，並以相關技術中的研發現況、授權情

                                                       
389 Maryn Wilcoxson, A Lesson Learned From Myriad: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As Both An 
Incentive And An Alternative For Invalidating Stem Cell Patents, 48 IND. L. REV. 723, 731-34, 
743-44 (2015). 
390 May Mowzoon, Access Versus Incentive: Balancing Policies in Genetic Patents, 35 ARIZ. ST. 
L.J. 1077, 1096-110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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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和與後端目標的差距作為考慮介入強度的指標。本文以為，應嘗試引介入

基因檢測、生技藥品、基因治療和胚胎幹細胞之研究中。於基因檢測的技術

領域中，終端針對病患個體需求的基因檢測模組，實需要高度整合相關專利

始能免於專利侵權之前提下進入市場，而由於個別基因檢測已能作為醫療檢

測之用，故應建立一專利集管(patent pool)之措施，廣邀相關業者能夠更順利

地進行交互授權和包裹授權，不僅能夠使個人化基因檢測得以問世，更能增

加病患得至不同醫療機構重複檢測予以驗證準確度之選擇。而在生技藥品

中，因多涉及利用基因重組等合成生物學之技術，故而相關的重組合成技術

對於此等技術領域而言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時能建立一標準制定組織

(SSO)，擇選相關專利技術並定位為標準必要專利(SEP)，而使相關組織會員

得享有立足於公平合理無歧視的授權約款(FRAND)下進行授權近用之，進而

促成市場的有效競爭和增進消費者的福祉之目的。 

另外，在基因治療和胚胎幹細胞之研究上，由於現行技術發展仍處於研

究試驗之前階段，離終端個人化治療應用尚有一大段距離，而多未有已經能

夠預先判斷屬於日後皆會使用的必要技術而需設定為必要專利而言，並且相

關投入研發者並非皆具有相當的專利佈局，從而固然具備引進授權促進措施

之必要性，卻與一般性的標準必要專利和專利集管措施存有部分的扞格。其

中尚須更細緻化的處理其中的權利義務關係，具體之情將於第五章詳述之。

其餘之技術領域，本於前述研發社群的開放授權等風氣，並且考量引進授權

促進措施之成本，則實應容任專利權人和尋求授權方自行磋商相關授權事宜

之空間。而政府僅提供最低的市場競爭管制，賦予專利權人較高的商業誘因

保障，鼓勵其進行後端的商業開發以及促成研發創新動能持續運行。 

 

第五目 低度運用強制介入手段因應研究工具之壟斷 

 

一、專利劫持和壟斷之實證分析 

反共有之悲劇所生的另一個困境，乃基因科技領域所具備的垂直互補性

之下，擁有研究工具專利之專利權人，將立足於服務產品開發的上游端，其

所為的專利主張或行使，對於後續開發乃至於商業利用皆將產生顯著之影

響。質言之，後續的服務和產品能否順利進行並完成進入市場，某程度上端

視前端研發工具的開放近用程度，亦即專利權人對於其專利所保護之研究工

具技術標的，所採用的授權策略和態度而言。 

從基因科技之研發社群的授權實務切入，主要的上位研究工具，如 Boyer

和 Cohen 所發明的製造轉殖基因生物製備特定蛋白質之方法、PCR 相關素

材、哈佛鼠和胚胎幹細胞製備方法等，確實多係採取非專屬授權之方式，雖

然偶有搭配延展性授權金或生物材料移轉協議等形式，但原則上仍係立基於

獲利之虞促進研發社群得以廣泛近用391。反之，就以基因、蛋白質等生物材

                                                       
391 Walsh et al., supra note, 220, at 305-310; IRINA HARACOGLOU, COMPETITION LAW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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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作為專利標的者，則多偏向以限制近用之專屬授權方式，保障部分研發者

之後續開發改良的獨佔性，增加其商業成功的可能性。惟，此情也某程度上

因為賦予較高程度的排他性，相對的授權金額亦較高，而排除了有更高度研

發能量卻資本額較小之研發團隊有近用之可能。另外，著名的 Myriad 公司則

係針對其從 Utah 大學所獲得專屬授權之與乳癌病理機制有關的 BRCA1、2

基因之使用，全然排除他者的授權和使用，並伴隨著寄發侵權警告信嚇止可

能的侵權者392。然而，實證研究顯示多部分的主要研發工具及相關生物材料

之專利，並未如 Myriad 公司般採取專屬授權此等限制近用的行為，且於前開

的相關事證結果所示仍未實際造成明顯的研究計畫執行困難或是促成產業發

展負成長等情。雖因為基因科技的累積創新特性，相關研發成果多屬於研發

工具或材料之層次，同時導致相關成果至後端產品商業化開發的差距甚遠。

是以，專利權人體認到此特點後，並考量到專利年限以及採用就日後完成商

品開發計算授權金之授權方式，則倘相關服務產品能因為受到研發社群接力

完成而早日問世進入市場，實能獲取更為豐厚之經濟利益。是故，研發工具

專利不論在研發實務和商業性質皆係趨向推廣其近用，並且應能在授權價額

上尋得自身獲利和促進後續研發改良的平衡393。故而，依照現行生物科技專

利的授權狀況的實證研究下，基因科技本質、產業市場和專利法現行的要件

措施因應尚屬得宜，似未生後續創新的嚴重阻礙。 

惟，上述之相關實證和分析固然多認為現行授權實務並未實際產生專利

劫持和壟斷，實情可能不然。因專利劫持和壟斷僅可能發生於磋商過程中，

而專利授權協商多具秘密性而並不對外公開其等內容，導致當專利權人確實

有不當索取高額授權金或不顧研究工具之上位性而斷然拒絕授權時，最終導

致授權失敗而產生的計畫無從開啟、執行或最終產品價格飆升等，卻皆難以

顯示於外，進而難以由外部的實證研究或分析加以觀測394。故，雖然相關研

究未明確指出有確實產生的佐證資料，卻難謂得以全然排除其發生的可能

性。另外，前述所言，基因科技之技術本質，雖然多屬於上位的資訊和生物

材料，但因為實具有複雜的交互調控並扮演多重的生物功能意義，仍係存在

著迴避設計之空間。然而，愈加上位之研究工具或新興技術領域開拓之成果，

本質上更存在著高度迴避門檻和近用必要性。因而，當研發者面臨授權磋商

挫敗時改以大幅度地調整原先的研發方向或策略，不僅可能造成原先所進行

的研發成果和專利佈局成本付諸流水，更可能因為研發人員專業有其侷限，

使其研究和操作不熟悉的技術領域和實驗設備，此時離成功克服生物不確定

性之機會和效率將大幅下降395。從而，在政策內涵中亦應針對相關迴避設計

時所多耗費的成本和不效率納入考量。 

                                                                                                                                                     
PATENTS A FOLLOW-ON INNOVATION PERSPECTIVE IN TH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16-17 
(Edward Elgar ed. 2008). 
392 Walsh et al., supra note, 220, at 310-14. 
393 Adelman, supra note 227, at 1028-29. 
394 Walsh et al., supra note 220, at 302. 
395 Id. at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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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固然尋求授權方之研發者仍能借助研發實行的隱密性質，以及遭

發現有侵權事實時專利權人需面臨訴訟的高成本和訴訟結果的不確定風險，

進而作為抵制專利權人專利濫用等情396。實則，此等專利授權兩造相互以法

律適用之漏洞和困境作為恐怖平衡之用397，實際上卻造成尋求授權方仍然處

於侵權和賠償的風險下進行研發而無法盡心，而專利權人則無法有效獲益之

誘因保障不足而研發投資低落的雙輸局面，難認符合法治精神且背離專利制

度的政策本旨和創新目的。故而，本文認為在生物科技成果此等具備研究工

具性格的專利之行使和主張上仍有管制之必要，然而政策考量上仍應本於上

述產業發展的現況，亦即尚未發生明顯而嚴重的專利劫持或壟斷之情，並體

察授權狀況和風氣，適度賦予專利權人就其專利權主張和行使有自主形成之

空間，而採取低度管制的態度。但，在此之中若發生專利權人就相關研究工

具專利行使上有不當使用其談判地位而要求溢出權利以外之利益，而有害及

後續研發和整合或整體市場機制時，在不合理的情形下仍應容許政府發動若

干介入行為，詳述如下。 

 

三、 以授權管制措施維護市場機制 

 

(一) 採取低度管制方針 

依照專利劫持和專利壟斷之本質，前者乃要求超出原本專利所保護之

技術思想本身所具備的技術貢獻的授權價金，或甚至所主張的權利範圍

更溢出原先的專利範疇；而後者則係以不合理之理由或惡意逕為拒絕授

權而造成相關競爭者無從參與相關研發和競爭，甚至使整條研發鏈受到

獨佔。實而，兩者一旦發生皆會造成某程度研發創新的阻礙、後續商業

化的不利和市場機制的破壞。依此，承繼保障市場自主運行最大化之精

神，本文仍認為應採擇低度的管制方針，針對專利權行使上害及公益或

與原先立法目的背道而馳之情形，透過政府高權介入措施，不僅得適時

遏止市場中相關濫用權利之行為，亦得透過法律直接形成雙方已完成專

利授權之法律關係和相關之授權條件，抑或是課與專利權人等需向外部

不特定第三人負擔授權之義務，進而保障尋求授權方之權益。而此低度

管制的政策內涵，實需透過專利法制、競爭法制和科技創新法案中的授

權管制措施予以實現。 

 

(二) 專利法強制授權的細緻行使 

首先就專利法制而言，原則上係肯認專利權人對於其專利此私權擁有

自由收益處分之權能，因而拒絕授權亦屬合法權利行使之一環。然而，

                                                       
396 Id. at 330-32. 
397 有論者認為法院就專利侵權將會以一般授權金為基礎酌量一至三倍時作為損害賠償金額

時，某程度上亦有作為授權金之上限之宣示效用。Mark A. Lemley and Carl Shapiro, Patent 
Holdup and Royalty Stacking, 85 TEXAS L. REV. 1991, 204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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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如果進行專利授權所能帶來的社會公益或市場效益遠高於專利權人於

拒絕授權後自行為之時，則專利法的強制授權賦予政府得強制介入，酌

量限制專利權人的自主權能並輔以相關之補償，而使相關的專利授權和

條件以高權的方式直接法定形成之，進而免去雙方就最後的授權進行磋

商調整之過程。強制授權乃係立基於利益衡量之法理，雖然全然放任專

利權人之權利自主行使確實對於其等之研發和投資誘因較有保障，然而

當行為結果造成專利劫持和專利壟斷時，卻將對社會整體效益造成損

害。畢竟，專利法之立法目的並非追求專利數量之產出，而係以專利作

為一誘因手段，促成專利權人執此尋找相關之研發者和投資者共同合

作，進而完成商業開發並進入市場，以創造社會效益的最大化。故而，

在此等權衡之下，制定強制授權此規定本身即先有嚇阻權利人不應恣意

濫用權利之功能。 

再者，當專責機關判斷相關授權狀況係符合相關發動之要件而執行

時，亦係就相關法律要件的具體化，實有助於釐清低度市場管制的界線，

進而促使後續授權磋商的運行上可依循更清晰之軌跡。而在相關要件判

斷上，本文認為應以發生專利劫持和壟斷所造成的影響、尋求授權方有

無其他可資因應之方法，以及該研究工具專利本身的類型究係基礎上位

性或是特定問題解決型等作為考慮因素，以符合介入之可預見性、正當

性、妥適性和最後手段性。 

 

(三) 以關鍵設施理論限縮競爭法下的法定授權之發動 

其次，專利權乃法定獨佔之一類，而競爭法制中亦得針對專利權濫用

或拒絕授權所生的專利壟斷，評價為有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情，則

將受到相關專責機關的介入或裁罰。本文認為競爭法制的因應上，蓋係

立基於市場公平競爭之維護的角度，而恐忽略相關專利本身所順應的技

術本質、研發和產業應用實務，以及更帶有與競爭法部分扞格的排除競

爭之誘因保障。是故，本文認為競爭法中相關的適用不僅需更加謹慎以

貼近生技研究工具專利之特性，亦在判斷上以低管制密度的思維出發，

同時考量參酌該研究工具專利本身的類型、專利創新誘因保障是否仍充

足、對於後續市場自主形塑空間是否有過度箝制等問題，進而在解決相

關少數專利濫用問題時不至於對於原先專利適用和生技產業發展方向造

成過鉅之影響。 

是以，具體而言，本文將於競爭法制下的授權管制措施中，援引美國

法院過往實務曾提出的「關鍵設施理論(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藉

此限縮授權管制措施的發動，並且增加要件判斷上的可預見性以及適度

維護創新誘因，藉此落實低度管制的政策方針398。再者，本文認為亦得

採用相關論者提出的研究工具之分類，依據研發實務的近用必要程度，

                                                       
398  United States v. Terminal R. Ass'n, 224 U.S. 383 (1912). 詳見第五章第六節第三目以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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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為基礎上位或實驗通用型(Basic-Essential or Common-Method)，以及

特定問題解決型(Problem-Specific) 399。固然前者尚存在較為開放的近用

風氣，而後者則存在較為充裕的迴避設計之空間，然而一旦發生專利劫

持和壟斷之情，則以個案中研究工具專利係屬於基礎上位型或特定問題

解決型區分決定管制介入之強度，以增加運用相關措施的妥適性和可預

見性，維持市場秩序的自由彈性及確保其正當運行。 

 

四、 學研機構之主管機關應提高介入權發動之管制密度 

 

(一) 學研機構所產出的成果專利應受到管制 

基因科技之另一特色，乃如前章所言政府所屬之學研機構一直在研發

歷程和實務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不僅本身研發成果產出貢獻顯

著，亦在科技創新法案制定後亦成為研究工具專利的主要申請者之一。

從而，學研機構對於使用收益處分歸屬於己的研究工具專利的授權態

度，亦與是否會引起專利劫持和專利壟斷有高度關聯性。然而，如前所

述的相關實證中，學研機構就特定問題解決型之研究工具專利多傾向採

用專屬授權方式，另亦有少數基礎上位者亦係採行相同之授權方式，此

固然係以提供被授權端較高的排他獨佔權能，換取其等投入後端繼續研

發、改良以及進行商業化之誘因和保障，卻可能造成研究工具近用遭到

過分限制之情。雖然相關實證研究中尚未清楚顯示有顯著數量的研發計

畫因無法獲得授權或近用而被迫停止，而且未有明顯證據指出專利權人

或被專屬授權人在授權過程中有濫用談判地位之情事。惟，如 Myriad 公

司就其由 Utah 大學之政府出資補助的研究計畫中獲得專屬授權之

BRCA1、2 專利，後續所為的拒絕授權而無端增加社會成本卻屬一例。

是故，在政策思維中仍須針對專利於市場的行使上維持一定的管制力

道，得針對上開等情及相關例證採取低度的管制密度，但不可謂毫無管

制之必要，畢竟在相關研發成果至少有部分的經費來源係出自全體納稅

人，卻在鼓勵研發創新的目標下鬆綁專利歸屬和行使的限制時，反到傷

害了整體社會效益，實脫逸了原本的政策初衷。因而，應適度運用科技

創新法案中所內含的事前審核、事後介入之管制措施，避免在追求後續

產業利用的誘因保障下，過度犧牲後續研發的空間和市場競爭機制，並

且針對專利權濫用和不當壟斷現象予以防範。 

 

(二) 區分成果類型調整管制密度 

鑒於介入權制度本身係委由學研機構的主管機關執行事前管理和發

動事後介入，雖然制度設計上係針對所有技術領域皆得以適用，則相關

法定要件多為抽象之不確定法律概念，然而，專責機關本身的人員組成

                                                       
399 Adelman, supra note 227, at 1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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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諸多專家可茲諮詢，實得對於個別技術領域的技術本質和研發現況

有深入了解和掌握。故，本文認為具體政策內涵的實行上，乃相關法定

要件的解釋和適用，應依循著基因科技和生技產業的技術本質和發展脈

絡，原則上基於前述授權狀況的尚屬良好的表現和氛圍，和顧及維護民

間對於學研機構成果的授權誘因的保障，在事前審核上應盡量容任雙方

有自主協商調整之空間。由於研究工具專利亦有基礎上位型和特定問題

解決型二種，應就前者性質上較無迴避空間且對於後續研發影響深遠之

基礎上位型提高審查之密度，亦即，要求對於基礎上位研究工具採行專

屬授權或專利移轉時負擔較高的說明義務，以收預先防範之效。 

 

(三) 考慮援引不對稱管制法理加強管制密度 

而在事後介入權的部分，除了承繼前述低度管制的意旨，界定介入權

的發動為最後手段性並盡量維持市場自由度，原則上學研機構自行或共

同產出的研發成果專利，其等所享有之法定獨佔權，某程度上係導因政

府出資而來，實得援引學理上的「不對稱管制(asymmetric regulation)」概

念而加以提升管制密度。不對稱管制手段係指針對具有市場主導地位之

業者做為管制對象，而綜合評估其市場地位的起源和歷程，以及所處特

定產業的市場規模和自由競爭程度等因素綜合，選擇採取有差別的管制

密度和手段內容之過渡性措施，以追求其他競爭者得盡快獲得實質公平

競爭之目的而言400。此一管制策略實務上多被利用在特定產業的自由化

後的再管制上，舉例而言如電信業自由化後的監管401。其中，乃針對原

先的既有業者在解禁前所累積的經驗、技術、資本和布局等，因已然具

備一定程度的市場獨占地位，解禁後的新進業者實難加以競逐。是故，

政府以政策性地借助此差別待遇的管制介入，透過課與既有業者較高的

協力負擔或不作為義務，以平衡業者間的競爭機會和水平，進而達到市

場競爭機制的健全化和消費者權益增進的最大化402。 

固然學研機構研發所產出的成果專利，並未如古典不對稱管制的對象

之產業自由化以前的公營事業既受者般，確實有取得顯著優勢的市場競

爭地位。並且，亦有質疑受有政府補助並非古典不對稱管制發動的判斷

要件之一，毋寧仍係以就市場競爭機制的影響和維護為重所採取的合適

手段，以有效達成管制結果。也因此，不對稱管制的法理引介於學研機

                                                       
400  Rob Frieden, Regulatory Opportunism in Telecommunications: The Unlevel Competitive 
Playing Field, 10 COMMLAW CONSPECTUS 81, 81 (2002); 詹鎮榮，電信法上不對稱管制措施之

形塑及界限——最高行政法院 100 年度判字第 1860 號等系列判決評析，中研院法學期刊，

第 16 期，頁 81-86，2015 年 3 月。詳見第五章第六節第二項第二目以降。 
401  Alexander C. Larson and Douglas R. Mudd, Colloc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A. 
Fostering of Competition on the Merits?, 28 CAL. W. L. REV. 263, 269-270 (1991-1992). 
402 Günter Knieps, Deregulation in Contestable and Non-Contestable Markets, 23 FORDHAM INT'L 

L.J. 90, 99 (2000); 簡維克，「從美國 1996 年新通訊法案例探討電信市場下的不對稱管制（下）」，

萬國法律雜誌，第 123 期，頁 40-43，2002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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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產出的成果專利的管制中，恐有體系不符的扞格問題。惟，本文尚有

不同之見解。首先，因學研機構研發所產出的成果專利受有借助政府出

資所添置的研發設備，以及運用政府提供的研發經費等資源所完成，其

等相較於民間研發成果確實享有某程度上額外或溢出的競爭優勢。此

時，此情不僅容易衍生影響市場競爭機制的情事，並且為適度維護市場

競逐的公平性，實應同時導出其需受到較高密度之監管，亦即，當有不

利公共利益的實施狀況發明時，則有必要限制其締約自由和契約自由，

以加諸其需與尋求授權方形塑專利授權關係。依此，透過採用不對稱管

制的手段，除了得平衡與其他競爭者間的水平外，應更能確保後續創新

的接力和進行，進而維持市場機制的有效運行和生技產業的創新發展之

目的403。也因此，雖然不對稱管制的發展脈絡與此處尚有差異，但其與

學研機構產出的成果管理管制上，卻具備高度的相似的政策目標，以及

相近的性質內涵，但本文仍認為具有充分的類推適用之基礎。 

是以，學研機構之主管機關的介入權制度的運作，和前述專利法制以

及競爭法制的介入情形相比擬，雖然皆尋著低度管制的精神和考量相類

似的因素，但針對學研機構產出之專利而言，介入權制度本身委由學研

機構的上級機關予以發動，其具有職司的事務內容即環繞著研究計畫開

啟和進行的審核，以及相關尋找民間投資者和合作夥伴的相關事宜。故，

其具有對比專利專責機關和市場機制維護機關更貼近技術發展實務和掌

握投資誘因狀態之特性，學研機構所產出的專利應優先適用此等介入制

度。另外，鑒於政府所屬之學研機構所進行的研發，部分係來自政府出

資，從而，雖然申請專利後得使用收益權係歸屬於學研機構，甚至得移

轉讓與給私人，但此某程度上仍屬於獲得政府補助所額外提升的市場競

爭力，雖然毋庸初始即依不對稱管制法理限制其權限內容，但仍應負擔

較高的經濟義務。是故，事後介入的力道相較於前述之強制授權等措施

而言來的高，實較能符合市場公平性的維護。 

 

四、維持限縮試驗免責之趨勢 

基因科技之研究成果多為生物資訊或生物材料而具備上位研究工具之性

格，一旦研究工具專利化後，不論學研機構或民間產業在必須實施或使用該

等資訊或材料且無法迴避設計下，皆必須獲得專利權人之同意授權，始得於

無侵權疑慮下使用之以接力後續之研發改良。惟，鑒於研究工具倘愈加上位

或位於核心領域，則迴避設計可能性則越低，是以，當此等研究工具備專利

化後，後續的學術知識產出的研發則可謂不得不實施或使用該專利內容。此

時，專利權人所具備的談判地位可謂顯著的高於尋求授權之研發者，恐易產

生要求較高授權金之專利劫持或逕為拒絕授權予以壟斷之情。 

                                                       
403  See Howard A. Shelanski, Unilateral Refusals to Deal in Intellectual and Other Property, 76 

ANTITRUST L.J. 369, 38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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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專利法本身的試驗免責規定，係著眼於提供一法定排除權利主張

之空間予後續研發者得以合法進行驗證或進行相關學術研究，進而避免一旦

賦予專利後即造成窒息了整個研發創新鏈的進行。有論者認為應透過擴張相

關研究工具專利之試驗免責範圍，以因應上開專利劫持和壟斷之發生，並且

更能達到研究工具的廣泛近用和保障研發創新進行的目標404。然而，過度擴

張試驗免責意味著相關研究工具專利之排他權的限制，實乃將減消專利權人

之誘因保障，而恐害及研發者和投資者投入研發之意願。再加上現行實務上

研發多位於機構或公司內部的實驗室中所生的高度隱密性，專利權人實難以

從外部知悉掌握實際使用狀況，而使部分研發者多透過未經授權而直接非法

實施該專利內容進行相關之後續研發，而無從被知悉或追究責任405。 再者，

就研發創新的角度，新興技術領域之開拓成果固然是後續研發者需要借用著

力之必要技術思想，但研發者可謂投入相當高程度的心力和資源，從而當以

試驗免責限縮相關專利之可主張之對象範圍，難謂符合探勘理論填補其開創

成本之意旨。另外，研究工具專利本身之主要授權客群，實係指涉研發社群

而言，倘擴張試驗免責之範圍，則相關專利授權實無需進行，而相關專利的

後續獲益欠佳亦將損及研發的意願和動力。是故，試驗免責範圍的擴張雖似

能免除專利權人不當濫用專利之可能，但實悖於研究工具本身的技術本質和

授權現實，更衍生出相關研發誘因低落之問題，恐造成整體研發動力的不足。 

本文認為不應採用此政策槓桿以玆因應，而仍應讓研究工具專利的運用

上回歸其本身技術和誘因性質，以維持限縮試驗免責範圍而保留雙方有洽談

專利授權之可能和空間，保障開創者和研發者之商業誘因，進而穩固其等就

投注研發和後續商業化之動能。而在此等專利權人立基於優勢的談判地位確

實恐有濫用談判籌碼而抑制後續研發和商業利用之問題，本文認為應聚焦於

此等相關授權狀況的改善，透過前述之引進授權促進措施和借用下述之強制

介入機制，促進雙方談判地位的衡平，不僅得避免專利劫持和壟斷之情發生，

亦可增進各個技術類別之終端整合目標的追求和達成。是故，運用試驗免責

的範圍擴張作為解決不當濫用專利權之情事，本文認為尚非妥適，而應將試

驗免責此槓桿仍維持於保障相關驗證和單純的學術研究而言，而將發生於專

利授權過程間的溢出和濫用問題，以相對應之授權促進和強制介入等配套措

施予以因應，而不直接以試驗免責逕免除雙方接洽授權之可能，應較能收維

持研發創新誘因和真正對症下藥之效。 

 

五、小結 

基因科技專利的授權過程中一旦發生專利劫持或專利壟斷之情，對於具

有垂直整合型之生技產業的後續研發和產品開發將產生嚴重之阻礙，雖然基

因科技技術本質上仍存有部分的迴避空間、研發社群和商業性質上皆趨向採

                                                       
404 Eisenberg, supra note 268, at 1074-78. 
405 Walsh et al., supra note 220, at 3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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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開放近用的授權風氣，以及研發隱密性和法院授權金上限宣示等，似皆能

有效扼止上開等情之發生，並且相關實證研究亦未有呈現明顯發生之情形。

然而，上開情形本身係發生於不對外公開之授權過程中，相關外部實證結果

實難予以剖析，從而未顯示並不代表未有實際發生，況且在政策思維中本應

有防範未然之考量。實而，本文認為仍有必要針對此等不當授權型態予以管

制，而並不採取擴張試驗免責範圍直接解消與專利權人的授權，而應順應研

發成果專利本身即係以作為研究工具之用而主要客群仍係設定在研發社群，

並針對授權困境和和不當濫用壟斷之情予以改善和因應。 

本文以為應採取的政策槓桿係將專利法制強制授權、競爭法制、創新法

案中所內含的介入措施的發動和內容更加細緻化，進而體現出貼近生技產業

發展和市場形成現況。基於前述之例證和相關分析，本文的政策模型係採行

維護最大程度市場自由度之低度管制手段，並且在決定發動介入行為與否

時，皆會參酌專利本身的技術本質和研發位階類型、專利濫用對於研發和社

會效益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專利制度的誘因和市場的可預見性等因素綜合考

量。另外，在學研機構產出的專利上，雖然科技創新法案容許其使用收益歸

於機構本身或得授權移轉予私人，然而基於不對稱管制之概念，科技創新法

案賦予的介入權針對學研機構的專利而言，管制力道應略高於一般強制授權

措施適用於民間研發的研究工具專利而言。透過此等政策槓桿勾勒出專利權

行使和主張的界線，進而維護後續研發創新的空間，以及於界線內則皆係市

場自由形成之範疇以保障相關研發者和投資者的商業誘因，進而達到抑制專

利權例外濫用之發生，最終促成生技產業創新之政策目標。 

 

第六目 生技產業創新政策內涵之總結 

 前述立基於接納基因科技的誘因制度已轉變為專利制度之既成事實，並

且嘗試透過宏觀的政策思維，調和專利要件適用上與技術現實的扞格和不妥

之處，以及改善和抑制權利行使上可能引發的高交易成本、專利劫持和壟斷

等困境云云，以達成生技產業創新之政策目標。而本文提出的政策思維和內

涵，秉持著前述之維持充分的誘因保障以及促進廣泛近用之思維基礎，就專

利要件的適用上，放寬專利適格性以容納基因科技本身研發成果與自然發現

的牽連性、依照現今技術發展現況適度調整並提高產業利用性和進步性判

準、區分研發成果的貢獻度和未來可能產品範圍適度放寬揭露要件。依此，

實能有效減少專利權數量增生，並有某程度提升專利品質和促使權利歸於單

一，可謂有提前預防反共有悲劇之效。 

而就專利權行使的部分，雖然相關實證研究未明確顯示專利權增生和歸

屬分散所生的高磋商成本以及於授權過程中發生專利劫持和壟斷，有造成明

顯的研發計畫無從進行，似肇因於技術本質存有部分迴避之可能、研發社群

傾向公開近用，以及相關配套措施得宜所致。惟，在政策思維的建構下，不

僅需要有防範未然之周全設想，亦須修正改善現行狀況下因為授權失敗所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7 

迴避成本、相關措施運用尚未全然符合技術本質、研發實務、授權現況和專

利制度宗旨等沉默成本等所導致創新研發的不效率。是故，基於上開實證研

究所顯示相關研發創新之阻礙尚非明顯或嚴重，因而盡可能容任市場之自主

形成空間，並低度運用試驗免責、強制授權措施、競爭法制和學研機構之上

級機關所擁有的介入權，進而高度保障相關研發者和投資者的商業誘因。甚

至，事後針對專利權利濫用和有害市場競爭、後續創新和商品開發等授權情

形予以處理，並且透過妥適地適用此等政策槓桿，皆能增加市場對於管制的

可預見性，促成商業誘因保障之信賴和事前預防之宣示性效用。另外，為求

個人化基因檢測、生技藥品和基因治療等終端醫療產品和服務能夠早日問

世，本文以為應適度引進授權促進措施於已有具體終端目標並實需高度整合

相關專利分散之技術領域中，促成專利權人和尋求授權方之間有效率地媒

合，進而讓個人化醫療服務早日成為大眾醫療選擇之一環，並成功帶動整體

生技產業蓬勃發展。 

 而上開針對專利適用於生技產業的政策思維和內涵，實有必要進一步再

針對生技產業各個子技術領域本身的技術本質、後續產品開發特性、專利授

權狀況等情，更細緻地因應調整相關的專利要件的解釋和相關措施的運用，

始能達到各該子領域的創新發展之目標，亦即，促成後續研發得以持續進行，

以及盡可能加速終端產品和服務的開發完成。是以，後二章將分別針對特定

技術領域的各該專利要件和相關專利權行使的配套措施的運用加以具體闡

釋，其中將以該技術領域之後續研究傾向和相關商業醫療應用作為權衡政策

槓桿之判斷基礎和依據。依此，本文所提出的政策模型，乃透過針對生技產

業個別子領域的技術實務和市場概況，以專利制度和競爭法制內含的所有要

件和措施的性質，全面性地調整解釋和運用上的方向和內容，不僅得妥適地

促成創新政策目標的成就，並因適用上貼近技術市場現狀，亦能增加政策執

行的可預見性，進而符合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的要求，最終增進整體生

技產業的研發投資意願406。 

 

第三節 生技產業創新政策內涵之評析 

 

第一項 前言 

本文採取 Mark A. Lemley 等論者所提出的透過專利法制和相關法制所內

涵具有政策導向之相關政策槓桿，藉由宏觀的政策思維就相關法律要件之解

釋和運用加以調整，以貫徹特定科技產業之創新發展政策內涵，進而得出符

合政策目標之適用結果。而由於係在未針對個別技術領域特別立法的情況

下，就原先的法律條文和要件，因應基因科技和生物產業的技術特性和產業

                                                       
406 陳櫻琴、程明修，同前註 247，頁 196; 吳秀明、楊坤樵，同前註 248，頁 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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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狀予以細緻處理。其中，在評析此一管制政策模型的可行性和妥適性時，

需從管制的發動主體和管制規範模式兩方面加以著手。前者的部分除了判別

管制主體本身是否具備充分的專業性而是否屬於最適之機關外，更需判斷管

制之主體是否具有充分的法源基礎而得以為之。因實際的政策執行上可能產

生溢出文義解釋之範疇而違背立法者之原意，或產生與相關政府機關原先擬

定之生技產業創新政策內涵有間，此時，究竟應由何種機關之判准作為最後

定奪之依據，實涉及權力分立之疑義。後者的部分則係關於所採擇手段和其

他規範模型之間孰優孰劣的問題，實有必要進行效益和成本之比較，綜合考

量究竟何種規範模式對於政策目標的達成較為有利。 

最後，固然專利制度為屬地主義，但因為現行經濟發展已然邁入全球化

且跨國公司叢生，而產生各國間的法制有無必要趨向一致化的討論。而本文

採行的政策模型乃係因應各國國內產業狀況和市場情形加以調整個別要件的

適用和解釋，從而此等與各國國情相連結的政策手段，是否與國際間推行的

一致化政策相扞格，亦有探究之必要。 

 

第二項 政策方法的可行性解析 

 

第一目 功能最適機關之分析 

 

一、前言 

功能最適機關理論，係針對政府某一公權力作為之事務權能，斟酌各該

不同政府部門本身的憲法特性、原先的職權內容以及相關人員組成等，評斷

該公權力之事務應分配予孰者來執掌相關之權能而言407。而本文因應基因科

技和生技產業特性所形塑的政策思維和模型，其中就個別政策槓桿的調整和

再建構，究應由何者政府機關予以落實較為妥適，下述將分別就立法機關之

特別立法、行政機關事先政策實行以及法院之事後個案裁斷，予以介紹並且

比較分析其中的優劣之處。 

 

二、立法機關之特別立法 

由於基因科技和生物科技本身具備累積創新和生物不確定性等性質，專

利法在適用至其中時，實有諸多扞格之處且可能造成未來反共有之悲劇等困

境的產生，而有必要透過宏觀的產業政策思維就相關的專利要件和配套措施

的適用上加以修正。立法機關本身的權能，即係以立法權作用實現相關之政

策內涵，實得體察生物科技本身的特殊性，而特別就其制定專法以茲因應。

然而，多有論者認為此實不可行亦非妥適。 

首先，鑒於技術發展日新月異，立法者事實上難以事前預知其等的發展

                                                       
407 陳櫻琴，管制革新之法律基礎與政策調適，載：管制革新，頁 23、26-27，2001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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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而預先立法，即便於技術發展後再為立法時，亦可能因為侷限於現時的

技術發展背景，而在條文文字中限制或扼殺了後續發展開拓之可能。反之，

若亦為求保留後續發展之空間，則相關條文文義將較為上位、抽象，則實與

原先專利法差異不大，反倒需額外耗費相關之立法行政成本，社會效益的提

升實為有限。又，雖然本文所提出的政策思維和內涵已盡量具體化、細緻化，

但在真正落實上仍不得脫逸個案本身的性質，因而立法行為實無法全然取代

個案裁量之空間408。 

其次，在科技發展發展和立法實務過程同時並行，以及利益遊說團體已

然形成的情形下，必定存有許多既得利益者將從中影響立法，而使相關利益

衡量上較為傾斜於某特定產業或公司之可能409。實則，有論者認為，基因科

技之研發成果的專利化，實有助於中小型生技公司以專利所具有的排他權作

為商業談判籌碼，以授權或讓與處分等形式進行相關商業布局，進而增強其

與具備充沛互補性資產的製藥業者等於醫療市場中競爭。此外，亦得以相關

專利吸引投資者的青睞而獲得後續研發的資助，甚至被終端的製藥產業尋求

併購之410。而當製藥產業在體認知此情必將運用其與國會立法者之緊密關

係，透過立法遊說等方式致力排除基因科技此等上游技術的專利可能性，以

減少其等後端近用和整合相關成果之成本411。是以，在這等情形下立法機關

是否還能制訂出符合生物科技產業創新發展政策並實現專利法目的的法律，

頗有疑義。 

故而，立法機關在立法過程易受市場規模不對等之特定產業遊說所影

響，而做成的政策的利益衡量實有偏頗之虞，因而本文所擬定之創新政策執

行交由立法機關為之似有未妥。再加上立法行為本身係以規範性文字呈現，

亦難謂得完元貼近技術個案情形，甚至無法預測未來技術發展方向，亦不適

用作為政策內涵落實之用。是以，本文認為特別為生物科技之產業發展政策

立法，既非最適宜之手段，亦無端虛耗相關行政成本，更可能造就違反生技

產業創新之適用結果，本文不予採之。 

 

三、行政機關之政策實行 

鑒於行政機關本身所職掌之事務內容，即相關經濟活動促進政策的執

行，以及維護社會大眾的福祉等公共利益的管制，因而作為面對業者的第一

線，實能夠對於政策執行成效和相關產業資訊能有充足的知悉和掌握。此外，

機關內的人員組成亦多具有政策擬定之專業以及對於技術領域有深入的了

解，不僅能夠擔任政策內涵的建構者，亦能依照現行政策執行之適用狀況即

                                                       
408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30-37. 
409 Id. at 1638. 
410 Kevin Hershey, Big And Small Fish In The Sea Of Patent Litig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AMP v. 
USPTO Decision And Its Effect On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 31 J.L. & COM. 185, 197-201 
(2012). 
411 Jay P. Kesan and Andres A. Gallo, Frontiers In Empirical Patent Law Scholarship: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atent System, 87 N.C.L. REV. 1341, 1359-136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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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進行修正和調整，促成政策目標得以順利達成。實而，行政機關本身之專

業性確實能夠充為政策思維和內涵的執行者，並且因為事前專利申請和後續

的專利權行使管制上，皆係委由專責行政機關予以行使相關之公權力。倘若

專利專責機關能在初始適用上即貫徹本文所提出之政策思維，並依循相關之

具體內涵，似能提前防止專利權增生和歸屬分散所生成的反共有之悲劇，以

及研究工具專利劫持和壟斷之發生，亦能避免事後法院作出相反之決定而造

成相關信賴和研發布局之投入受到劇烈侵害。 

然而，Mark A. Lemley 等論者對此卻存有懷疑。其等主要係認為專利專責

機關本身之定位乃一專利核發者，雖說其係職司針對每一專利申請案仔細衡

酌是否有符合專利要件，但由於申請量過多而壓縮其等裁量時間，造成能否

正確認知技術本質並酌量所屬領域之研發實務和產業現況，實有疑義412。另

外，亦有論者提出因專利專責機關本身的政策導向帶有某程度上鼓勵專利權

核發之傾向，並且相關的申請費用和年費亦有部分作為該機關的收入或未來

預算之用，實難期待其能在審查專利要件時有效地將賦予後對於研發或產業

的影響綜合納入考量413。再者， 鑒於行政機關在進行審查或政策擬定時，多

採行特定個別之問題解決導向，而欠缺對於研發和市場因授權之困難等情所

生創新阻礙有整體性的體認和了解，甚至在職權行使上亦較缺乏對極思考的

能力，實無法有效的權衡各方的權利義務。從而，要求行政機關以產業創新

政策思維就專利要件等政策槓桿予以微調，而宏觀地解決個別技術產業所面

臨的困境，事實上和制度上都存在諸多困難414。再者，鑒於行政機關本身所

具有的民意基礎稍遜於立法機關而受其制衡，當立法機關在監督指導過程中

實有可能將背離整體產業發展政策之意念灌輸至行政機關於審查準則或相關

措施的制定和運用上，而存有適用結果偏離政策目的之高度風險415。 

雖然上開等情乃行政專責機關之現狀，惟，Mark A. Lemley 等論者亦期待

行政專責機關若能加強事實認定並能妥適善用政策槓桿，以嘗試提前落實政

策思維和內涵，實能促進政策目標的早日達成416。本文亦贊同之，並認為某

程度上透過擬定政策模型並借重政府部門針對政策槓桿的解釋和操作予以實

行，不僅得就法律解釋提供全新的依據素材，亦希望能帶動相關政府部門的

重組革新(Reform)，進而提升專利法制整體解釋和運用的妥適性，進而加速整

體產業之創新發展。是以，本文認為行政專責機關作為事前專利把關和事後

管制發動者，其不僅角色定位上應跳脫單純僅職司專利核發之促進的政策執

行者，而應在執行過程中亦能本於基因科技所具備的技術本質、研發實務現

況和產業發展近程，並且佐以相關實證研究之結果，透過後設性考量提前因

應未來可能發生的適用困境，落實前述生的技產業之創新政策思維和內涵，

                                                       
412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57, 167-68. 
413 Lori B. Andrews, The Gene Patent Dilemma: Balancing Commercial Incentives with Health 
Needs, 2 HOUS. J. HEALTH L. & POL’Y 65, 96 (2002). 
414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57, 168. 
415 Id. at 24-25, 106-07. 
416 Id. at 1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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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針對個案適用上的些許扞格處予以修正，實能加速政策目標達成之效

率，對於社會效益的提升甚有幫助。 

 

四、司法機關之事後個案裁斷 

司法機關之職權乃針對一切法律命令的適用情形之合憲性、合法性和合

理性，進行事後地控制和審查，因而法院無法事先擬定政策內涵，亦無法事

中介入參與政策的執行，而僅得由日後個案適用產生爭議時，進行最終的定

奪和裁決。實則，司法機關在事後個案裁斷上，乃在權力分立與法治原則的

憲法框架下，基於獨立超然之審判而較不受一切政治外力所干預，以及考量

一切事實與法律的專業認事用法職權，所做成的法律解釋，理論上實得發揮

補充立法者事先設想不足之效果，並且更優於立法者特別制定的專法而言
417。再者，專利申請過程中對於相關專利要件有所爭執，以及當專利核發後

倘欲主張相關之排他權時，皆會進入法院訴訟程序，是以，法院本身雖然作

為事後之受理機關，但仍能高度參與到專利要件的審核、專利有效性的挑戰，

以及專利權主張的相關爭議的定奪，可謂法院仍能透過判決闡釋政策思維和

內涵之效用418。又，由於法院訴訟程序中有充分的開示證據和交互申辯之機

會，不僅得傳喚訊問專家證人，亦得函請相關單位提供資料，實能提供法官

在判斷相關要件所需的技術專業背景知識、產業實務和發展現況等素材，幫

助其在處理個案爭議中亦能思索如何維持產業創新動能和相關創新政策的實

行和實現。執此，法院亦能如同行政專責機關般貼近技術和產業的發展脈動，

進而納入產業創新政策思維於個案的法律適用中，作成的裁決亦具有充分的

妥適性。是故，Mark A. Lemley 等論者乃認為法院相較前述之立法和行政機

關而言，係作為政策槓桿實行較佳的政府部門419。 

然而，多有論者對於法院是否適合作為政策槓桿執行之角色有所質疑和

批評，認為法院的個案裁斷上實可能產生個案事實和法律適用的錯認和誤

判，並且某程度受到前案判決拘束力所影響，甚至因為科技發展變化實難預

料，造成當個案判決後續累積到一定數量時相關政策內涵早已與原先的政策

思維產生偏異之情420。因而，相關法院是否真能透過個案專業裁量即能達到

技術產業特定性之政策內涵能夠實現，而無須借重學術社群、產業領導者或

智慧財產局等專業輔助和政策建議，實難以想像421。另有學者擔憂此情恐使

司法權一攬政策形成和建構等權限，而有權力過分擴張之潛在危險422。 

本文認為法院本身的缺點之評論實屬合理，本文所提出的政策模型之落

                                                       
417 Id. at 104-06. 
418 Id. at 26. 
419 Id. at 3-5. 
420 R. Polk Wagner, Of Patents And Path Dependency: A Comment On Burk And Lemley, 18 BERK. 
TECH. L. J. 1341, 1351-55 (2003). 
421 Scott Baker, Book Review: Can the Courts Rescue Us from the Patent Crisis?: The Patent 
Crisis and How the Courts Can Solve It., 88 TEX. L. REV. 593, 610 (2010). 
422 蘇永欽，部門憲法—憲法釋義學的新路徑?，載:部門憲法，頁 29，2006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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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某部分實有必要針對司法機關本身進行某程度的再造，亦即，得透過增

強認事用法能力的配套措施以及限縮前例的拘束力，進而增加法院法官於裁

判時能夠更清晰的掌握個案事實，以及釐清個案本身與相關前案和後續研發

產業之間的關聯性和差異性423。並且，在個案宣判上亦應提升政策思維高度，

致力透過個案累積清楚描繪勾勒出特定產業的創新政策內涵。其中亦不排除

立法和行政機關透過自身對於產業情形和技術專業的認識，得制定或建構政

策內涵，或是相關學者提出具體的法學建議等，以作為法院判決時之參考或

補充424。於功能最適機關之概念係將特定公權力行使交由已存在之相對較佳

之政府部門予以執掌或處理之。是以，本文認為固然法院本身於現行的制度

運行下尚未臻完備，但仍可為相對較為適宜的政府部門，從而實得仰賴法院

本身司法機關的獨立性，並加強訴訟中的事證開示和辯論程序，以及提升法

官所具備的認事用法專業或予以輔助，實有助於體察基因科技本身的特殊性

和產業發展現況。而在個案的專業裁判上亦酌量如何提前避免相關的困境叢

生以及保障研發的創新誘因，進而納入本文所提出之政策內涵就立法者制定

的相關條文中予以補充解釋，最後作成符合充分論證之判決內容，促成市場

對於法律適用的可預見性。 

 

第二目 權力分立疑義之分析 

 

一、前言 

權力分立，指民主正當性基礎較高之立法機關，經由能充分反映民意價

值之立法程序所制頒相關法律規範，對此，民主正當基礎次之的行政機關僅

得依循立法者制定之規範框架，並本於其專業職權訂定相關之下位具體性、

細節性之法規命令，而予以具體執行之。司法機關則係本於專業認事用法之

法定職權，對於法律規範及相關要件和實際運作上，進行合憲性、合法性的

事後的終局審查與控制。依此，可謂得出立法、行政、司法三權之間的權責

劃分，並其職權內容間亦相互制衡，從而各別機關實負有不得恣意僭越相互

之間職權範疇的義務。國家之行為僅有符合權力分立之概念和內涵時，相關

要件和措施的運用和裁量始具有憲政法理之正當性425。是以，下述將依照上

述概念之基本內涵，依次評析說明法院與立法者，以及法院與行政機關之間

的權力分立衝突，並解析本文所提出之政策模型委由法院執行之實未牴觸權

                                                       
423 Ashley Winkled, Association of Molecular Pathology v. Myriad Genetics, Inc.: Determining the 
Scope of the Supreme Court’s Holding for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103 KY. L. J. 147, 163-64 
(2014/2015). 
424 蘇永欽，同前註 417，頁 30-31。 
425  湯德宗，大法官有關「權力分立原則」解釋案之研析，收錄於:權力分立新論: 卷二: 違
憲審查與動態平衡，三版，頁 315-17，2005 年 4 月; 許宗力，權力分立與機關忠誠－以德國

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心，收錄於: 法與國家權力（二），頁 295-97，2007 年 1 月; 林子儀

等人，憲法-權力分立，二版，頁 135-39，2008 年 9 月。另美國權力分立概念之發展脈絡，

得參見於湯德宗，美國權力分立的理論與實務，收錄於: 權力分立新論: 卷一: 憲法結構與動

態平衡，三版，頁 386-391，2005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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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分立此憲政原則。 

 

二、司法權與立法權衝突之解析-立法目的法學方法的採擇 

立法機關透過民主程序獲得人民之授權，運用立法活動制定符合憲法意

旨和追求公共利益之法律，進而達到創造人民福祉最大化之目標。其中，立

法者係以法律條文之形式，以文字明文化其等政策內涵，亦會佐以立法過程

中的相關會議文件，提供後續相關政府機關在解釋和運用上的輔助，以推敲

立法者原意。從而，以權力分立的概念出發，司法機關似應盡量恪守立法者

的政策原意，並且其所享有的裁量權的界限應為於文字文義範圍以內而言，

倘若有違背立法者原意且溢出文義範圍之情，則屬悖於權力分立之政治原

則。是故，此等嚴格遵循法條文義和相關立法歷史文件所闡釋的立法者原意，

並注重法律解釋的可預測性之法學方法，乃為「形式主義(Formalism)」之內

涵的展現426。因而，在採行此等解釋方法之旨趣下，則意味著倘若欲對專利

要件或相關措施的解釋上增設考量因素等時，應依循立法者制定或委由其創

設作為解釋之依據始屬正當。是以，如果欲如本文所提出的政策內涵，讀入

基因科技之技術本質、研發評價及產業政策等因素予以考量，則可能因加入

了立法者當初未曾於文義和相關文件中表達過的限制、條件和思維於法律解

釋中，而有違立法者的法條文義及主觀預設。故，採行形式主義的解釋方法

時，法院在相關法律要件和措施的解釋和運用上不應由法院本身猶如法官造

法的方式自行審酌文義以外的因素，否則即與權力分立原則牴觸，而應受到

禁止。 

惟，實則形式主義對於權力分立概念之理解過於片面，固然司法機關確

實應依照立法者基於人民授意後將民意所向反應至法條文字中，然而一旦法

律適用上出現窒礙難行或牴觸立法精神，甚至違反憲法的意旨時，法院以其

等訴訟程序就相關事實與法律進行詳實調查後，實得依據職權對於相關法條

予以擴張或限縮解釋，更有甚者，對於該等法條不予適用或提出釋憲。從而，

法院並非僅得依循立法者的所制定的法條而單純屬於立法者底下的執法者，

而是得成為類似立法者同伴之概念，與立法者共同促進法條解釋和適用上的

合宜性及合憲性427。是以，本文所採取的政策思維欲貫徹於法律解釋和運用

上，實係依循著立法者制定法律時的政策目的，並且體察時空變遷下事物本

質和事實現況已與立法者原先預設有所偏異，而透過納入更多的考量因素輔

助相關法律要件的判斷，實而有助於立法目的之達成。此實屬另一法學解釋

方法名為「立法目的主義(Purposivism) 」之脈絡和內容，與形式主義精神有

間。立法目的主義的內涵中，亦認為法院仍應盡量尊重立法者的立法意向，

注意不得過度干涉立法者的核心權能，而在例外情形下保有調整法律適用之

                                                       
426 Frederick Schauer, Formalism, 97 YALE L.J. 509, 510 (1988)509-548; Richard A. Posner, Legal 
Formalism, Legal Real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 and the Constitution, 37 CASE W. 
RES. L. REV. 179, 180-82 (1987). 
427 Posner, supra note 426, at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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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依此限縮法官造法之空間，實仍符合權力分立原則428。 

更何況，專利法本身之要件和相關措施的規定即係以較為空泛之不確定

法律概念呈現，乃為求能夠通用至各種類的技術領域中。是以，倘若採行絕

對之形式主義，則相關法律規範的解釋實無法提供清楚之依歸和依據得以遵

循，更可能造成毫無限制、恣意補充的適用結果。並且，相關立法歷程之文

件又可能僅具國會片面意志的展現，因此依照形式主義的適用結果亦難謂屬

於專利法修訂時立法者所得預見並已做出立法選擇之情，實不具有充分的法

理基礎及說服力429。另外，依據形式主義的適用情形，因過往立法者無法預

見現今基因科技的興起，故文義和立法過程文本皆未置一詞，此時解釋結果

將毫無可預測性，而且若不加以體察基因科技本身的技術本質和產業特性而

加以調整，則後續所導致研究工具受壟斷和產業發展受阻等後果，更與專利

法的立法精神和目的相違背。執此，藉由後設性結果反思初始法學解釋方法

的採擇，實能得出形式主義內涵存在的內在立論矛盾，和其適用於專利法中

所可能產生的種種不妥和缺失。 

綜合上述，本文以為在專利法適用上應採取立法目的解釋較為妥適。依

此，在遵行權力分立之憲法原則的限制前提下，亦即除非有立法機關有明文

限定法律解釋的方向法院必當尊重其政策決定，否則法院應有權就相關要件

和措施的解釋和操作上，納入各方利益權衡及與立法目的相關的所有政策內

涵加以考量。並且，有論者認為如專利法此等內容廣泛但立法目的明確之法

令，實適合採取立法目的解釋方法430，進而酌量特定技術本身發展現況以及

其相對應的產業政策等因素，此情不僅更能得出符合該等技術領域性質的適

用結果，並得因應產業發展的趨勢而真正落實專利法本身的立法精神431。此

外，法院判決中所明載之相關政策考量因素和酌量過程作為立論基礎，不僅

得使後續法院在相關判決中反覆檢驗，以漸漸形成較為明確的審判標準，亦

得供外部相關市場和後續研發者參考預測，皆能增進適用上的可預見性而有

助於研發和相關投資的誘因保障432。故，以立法目的主義作為專利法制等相

關要件的解釋方法，並納入本文所提出的生物科技產業創新之政策思維和內

涵作為參考之依據，不僅不違反權力分立原則各政府機關之間的權責劃分，

實能增加法律適用上的彈性和適用結果的可預見性，並且真正達到專利法的

立法目的之追求。 

 

三、司法權與行政權衝突之解析-機關間之相互合作 

                                                       
428 HENRY M. HART JR. AND ALBERT M. SACKS , THE LEGAL PROCESS:BASIC PROBLEMS IN THE 

MAKING AND APPLICATION OF LAW, 1124-25, 1374-1380 (William N. Eskridge Jr. & Philip P. 
Frickey ed. 1994). 
429 Posner, supra note 426, at 191-92, 195-96. 
430 Michael Rosensaft, The Role of Purposivism in the Delegation of Rulemaking Authority to the 
Courts, 29 VT. L. REV. 611, 617 (2005). 
431 Posner, supra note 426, at 189-190; Theo I. Ogune, Esq, udges and Statutory Construction: 
Judicial Zombism of Contextual Activism, 30 U. BALT. L.F. 4, 15-16 (2000). 
432 Posner, supra note 426, at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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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機關本身乃作為政策擬定兼實行之政府單位，其中人員不僅具有對

於政策草擬有專業知識能力，而且亦對於產業本身有頻繁互動而有深度的了

解和掌握。實則，其本於專業職權所制定之專利審查基準和相關之法規命令，

似皆具有高度之政策導向。依此，法院究竟應否對於相關審查基準之內容和

相關政策內涵予以讓步，進而尊重行政機關之專業和核心權能，抑或是法院

容有深入審查之空間，此亦涉及權力分立之爭議。 

就專利法制而言，其中即有明文爭執專利有效性之相關制度，從而法院

得針對專利有效性所涉及的專利要件項目予以審查433，並且亦多有相關判決

推翻原先審查實務之判准而做出相反之決定。在在佐證法院對此實有立法者

賦予的法定合法控制權限，而未違反權力分立原則。依此，行政機關本於專

業執掌相關科技發展之政策研擬及執行之情，法院原則上實須加以尊重，較

能符合權力分立下政府機關相互合作之概念。惟，有二種情形下法院仍應依

自身職權為判斷較為妥當，一為行政機關尚未於審判前即已研擬好相關政

策，則法院無可遵循之政策依據，此時法院實能自行建構並補充相關政策內

涵和考量因素；另一則為行政機關於立法框架下所制定之相應的產業發展政

策，然而在實際運行下司法機關解認為有違法、違憲或違反專利法本身立法

精神等情，則司法機關實得不予採酌該行政機關依據上述違誤之法律規範所

制定之政策。從而，就法院審查行政機關訂定的專利審查基準之內容，以及

在特定情形下自行行塑和落實產業創新政策之內涵，並無違反權力分立之內

涵，是以，本文所採行的政策模型，仍認為應由法院在個案認事用法下予以

實行之。 

 

五、小結 

 本文採行 Mark A. Lemley 等論者之見解，認為專利法制本身即內涵政策

容納性和技術特定性，實能針對生技產業構思一符合其等技術和產業特性之

政策模型，並透過相關法律要件充當政策槓桿予以實行，然而此等見解之可

行性和法理正當性則受到有無符合功能最適理論的挑戰以及權力分立原則的

質疑。就功能最適機關的比較而言，立法機關之特別立法本身不僅難達符合

生物科技發展之特性，並且立法過程易受不當遊說而利益衡量恐失偏頗，從

社會效益出發並非最適之機關。而行政機關與司法機關皆具有充足的專業能

力得以體察基因科技的發展現況，研擬相關產業創新政策並透過法律要件的

解釋予以實行434。前者得於專利申請和專利權管制上即提前貫測本文所提出

的政策思維，提早防止相關之適用困境發生。反之，後者則作為事後裁斷之

                                                       
433 於美國專利法 35 U.S. C. § 282 中明文就專利侵權訴訟中得針對系爭專利有無符合專利要

件進行無效抗辯，並且經法院定奪其有效性。甚至，第三人亦得依據 28 U.S. C. § 2201 之規

定針對專利有效性提起確認訴訟。此外，35 U.S.C. § 301 以降亦有規定專利複審(reexamination)
和專利舉發(review)制度，倘相對人對於相關結果不服亦得向法院提起訴訟爭訟之。 
434 Omid E. Khalifeh, The Gene Wars: Science, Politics, and the Human Genome, 9 LOY. LAW & 

TECH. ANN. 91, 129 (200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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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亦得透過判決宣判而事後闡釋相關政策思維或是就原先的政策內涵細

節予以修正調整435。 

而就權力分立的部分，如前所述此憲政原則應非如形式主義之法學方法

所言僅得恪守立法者之原意如此狹隘，而應採取立法目的主義容任職司法律

適用之法院得以考量一切相關事證及相關政策思維和內涵而予以補充，甚至

增加判決的論證基礎，供相關研發者和潛在投資者得以預見。此外，雖然行

政專責機關本身專司政策擬定和執行之角色，但法律明文法院有審查相關審

查基準和適用情形的合法、合理與否之權能，並且法院亦能低度審查行政機

關依照法令所研擬的政策是否妥當，故而，法院納入政策思維之法律解釋一

事，實未違反權力分立之概念。 

是故，依照功能最適機關之概念，本文之政策模型如前述應委由行政機

關和司法機關於基因科技個案之事前裁量和事後判決定奪時，就相關政策思

維和內涵加以實現，實更能有效的促成研發創新產業發展之政策標的，並且

實行上亦有符合權力分立之憲政原則。 

 

第三項 政策模式之妥適性評析 

針對如何透過專利促成生技領域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並且克服相關

的適用困境和難題，除了本文採擇 Mark A. Lemley 等論者所提出針對生技產

業性質擬定創新產業政策予以落實之見解外，尚有主張採取回歸市場機制之

「傳統法律經濟模式(Traditional Law-and-Economics Approach)」，以及委由專

家介入管制和依循學術社群間的不成文常規之「專業部門主導模式

(Agency-based Approach)」此二種政策模式，下述將逐一介紹並評析其間的優

缺點和本文之見解。 

 

第一目 傳統法律經濟模式 

 

一、 政策模式介紹 

此政策模式乃深信自由市場的競爭機制本身即具備充足的調和能力，實

能自主應付專利適用於基因科技所生的專利叢生、專利劫持和專利壟斷等問

題，而認為政府高權不須過度介入改變或破壞原先的市場運行。從而，其等

內涵主要側重於建立清楚的規範(clear rules)、增強財產權的權能和保障(strong 

property rights)，並且至多僅需引入促進授權機制減少相關的交易成本436。 

是以，透過事先的法令和裁量基準的制訂，提供相關研發者和投資者能

夠信賴並預見後續的適用結果，進而保障在其等考量效益成本後選擇投入研

                                                       
435 李素華和張哲倫，專利之制度目的及權利本質──法院在其中之關鍵角色及功能，月旦法

學雜誌，第 232 期，頁 194，2014 年 9 月。 
436 Adelman, supra note 227, at 9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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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時，能夠在規範內自由行使權利進行商業布局追求未來獲益之機會。而在

面臨相關專利適用困境時，鑒於初始即讓相關專利權人和後續整合端清楚知

悉有何種措施得以應用，其餘則有賴於市場自行形塑。而如前所述相關權利

人等在體認到高度獲益之可能乃繫於相互間高度合作始生，此時即如前述相

關實證研究般，研發社群中的權利人將因市場因素而趨向專利公開授權之

情。另外，當產業鏈後端進行專利整合的授權成本過高時，其等亦能考慮透

過垂直整併(vertical integration)的商業行為，將擁有研究工具專利等上游端之

生技公司一同納入所屬公司之範疇，進而免除相關的授權成本，亦能同時獲

得專利權以及相關之研究能量437。 

是以，本模式認為，產品、服務本身的行銷傾向和相關商業行為的生成

和因應，在市場本身的自由競爭機制下實已能有效達成物盡其用和社會效益

的創造，並且從相關實證研究中亦獲得相似之結果。執此，在現行專利適用

於基因科技之下，市場機制即足以做為防止專利增生和歸屬分散所帶來的高

交易成本以及專利劫持和壟斷之情，而無庸在未有確定發生相關困境的前提

下借重政府高權予以管制。並且，市場本身亦能有效地形成相關之因應措施

或採取相對應之商業方法以茲處理，相較於高權管制而言，不僅更能維護相

關投資者的信賴和誘因，同時亦能省下管制作為之相關行政成本。故，傳統

法律經濟模式認為實不需要高權管制，僅需建立清楚的規範並增強財產權保

護，進而增加市場可預見性和維護相關誘因保障，其他則委由市場本身之競

爭機制和供需法則等予以預防，即能解決生物科技相關專利適用之困境。 

 

二、 政策評析 

對於傳統法律經濟模式之批評，乃市場規範本身存有人為不當介入影響

之空間，以及市場自主運行下亦可能產生不競爭之情。首先，本模式雖係希

冀能夠創設清楚可循之規範和增加財產權之保障，然而，立法機關在制定相

關法令時卻可能遭受利益遊說團體所影響已如前述，從而制定出的規範實可

能已朝向特定利益團體所傾斜。此情於生物科技產業更為明顯和嚴重，如前

所述生技公司本身主要係產出相關研發知識成果、提供研究工具和提供的基

因檢測服務，除了最後者外，前兩者皆具備產業鏈中的上游性質，而對應的

下游端則係產業規模相較而言更為龐大之跨國製藥業者。由相關的研究顯

示，製藥業者的立法遊說能力竟高達全產業別的第一名438，並且中大型生技

公司亦會在立法遊說上嘗試維持規範的傾斜排擠小型或新創生技公司439。是

以，在此等相關產業立於立法影響力不對等之情形下，難謂能在制定市場相

關規範和考量財產權保障密度時妥適地進行利益衡量，此將造就市場規範初

始即已不公平的歪斜，即便市場本身雖有某程度的調和能力，卻終將導致市

場運行上的不效率或甚至有害整體社會效益而言。 

                                                       
437 Rai, supra note 233, at 834-35. 
438 Kesan & Gallo, supra note 407, at 1365. 
439 Id. at 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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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市場競爭的部分，競爭元素乃市場機制之核心，產品、服務提

供方無非係透過資本、技術和商業策略等資源的有效運用，爭相競逐市場消

費者的購買意願，最終促成整體社會效益的提升之結果。惟，市場中多元的

商業行為卻可能出現實質上限制或抑制此等競爭內涵之情，造成市場機制之

功能漸顯不彰，而難謂得以達到資源最有效率之運用。從而，各國法制才會

特別制定競爭法或公平交易法等維護市場機制之相關法規，即係為了防止和

避免市場機制的競爭內涵遭受不當干擾。其中，前述的併購一商業行為，乃

同產業別之公司事業間的結合行為，亦屬競爭法制主要規範之核心樣態。此

外，專利集管和標準化專利措施等促進授權之措施，本身亦可能被定性為聯

合行為之態樣，其中實存有高度限制競爭之疑慮，尚需經競爭法規的深入檢

視。是故，在在顯示市場相關的商業行為的運用並非毫無限制，而是需要有

政府高權介入扳正市場機制之必要，並且，在制定市場機制維護之規範後，

新穎的商業模式和方法推陳出新，相關規定日後必定會產生適用模糊之地

帶。實則，在立法機關無法適時立法因應下，相關專責機關有必要具備一定

之裁量權限而針對適用不明之處予以定奪裁斷。故而，市場商業自主行塑空

間並非毫無限制，並且相關界線無法單單透過傳統法律市場模式所述以訂立

清楚的市場規範即足以落實，實仍需借重政府機關針對新興商業手段於適用

模糊地帶予以的裁量定奪，以盡速防止干擾市場競爭機制之發生和避免市場

機制遭破壞過鉅。 

綜上所述，傳統法律經濟模式的內涵，在相關規範和財產權權限的建立

上，實將因醫藥產業中製藥公司和生技公司之間、大型企業和小型企業之間，

以及專利權人和潛在後續研發者之間，立法遊說之影響力嚴重失衡，恐將於

立法初始完成後即讓市場規範過分傾斜某特定利益，而造成市場機制功能運

作不彰。又，市場本身透過資本和商業策略等自主形成空間亦有其界線，蓋

競爭法制的創立即係著眼於市場競爭內涵的事前維持和事後回復，是以，前

開的併購和形成專利授權促進措施，皆須受競爭規範之進一步檢驗。再者，

市場商業行為多元與建立清楚的市場規範兩者本身性質即存在某程度的牴

觸，是以，行政專責機關在管制市場機制之下，必定需具備裁量權限以針對

市場運行情形和規範之間的互動，釐清相關合法的界限。從而，傳統法律經

濟模式的自由放任內涵，實與實際市場運行未合。惟，基於前述相關實證研

究所示，現今專利授權和成果商業化之狀況尚屬良好，實則，傳統法律經濟

模式所闡釋的商業誘因的保障亦對於生技產業發展亦屬十分重要之動能基

礎，是故，本文所採的政策內涵中則對於生物科技專利之權利行使和主張的

相關管理管制政策上，亦係採取低度的管制方針，容任市場具有一定程度的

自主形成空間，並且以政策思維貫徹相關法規規範的適用增加規範的可預見

性，進而某程度上達到與傳統法律市場模式相似之保障商業誘因和佈局之政

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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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專業部門主導模式 

 

一、 政策模式介紹 

此模式認為促進科學技術發展之事務權限，應委由最適當之機關掌管職

司，實能做出最符合事物本質之判斷，並且最有效地促成目標之追求。實以，

此模式係某程度以功能最適機關理論為立論，認為相較於現行法院對於生物

科技疏於深入的理解而易作出不合技術本質，甚至阻礙後續創新空間之決

定，對於科技研發最具深入理解者，實乃相關學研機構之上級主管機關，而

在專利核發和後續專利權主張之連動關係，則應係專利專責機關知之最稔
440。因而，於決定專利要件的寬嚴、專利權利內容的管制，乃至於宏觀產業

政策思維的擬定和執行的部分，皆應交由職司相關周邊業務之專業部門針對

個案情形逐一定奪裁斷，實能充分發揮其等貼近技術研發實務和產業發展現

況之專業知識和經驗，更能達成生技產業創新發展之目的441。 

就基因科技之技術領域而言，由於曾經歷過學術誘因轉換至專利誘因之

過程，實而，學研機構之上級主管機關和專利專責機關皆可謂此模式所稱之

專業部門而言。該時，採取此模式之論者主要係認為專利專責機關初期認定

基因科技成果不具專利適格性，與學研社群中公開分享而不傾向申請專利之

趨勢相吻合，顯示相關專業部門皆以其自身專業評斷專利制度並不適合基因

科技領域，唯有透過開放近用相關研發成果始能符合基因科技之累積創新特

性，進而消弭基礎研究與後端商業利用的間距，最終始能促成相關產品和服

務得以問世造福人群442。惟，隨著誘因機制因科技創新法案制頒而的轉變，

專利制度現今儼然已奠定了作為生物科技研發進行和產業發展之誘因基礎，

是以，相關專業部門之功能導向則日漸分流。就生物科技之研發成果之專利

要件標準採擇的判斷，實應委由專利專責機關本身對於技術事實和研發現況

之深入瞭解，運用產業創新政策思維酌量相關如 PHOSITA 等標準，進而增進

專利要件適用上的妥適性443。而學研機構之上級主管機關則係身兼專利權人

和學研機構研究之出資者，實能更宏觀地針對政府出資進行的基因科技研發

計畫和相關成果之專利歸屬和後續專利權利行使和主張，與事後後續研發的

保障和日後商業應用的促進，體察其等之間的連動關係做出符合科技發展和

產業創新之決定。是以，透過科技創新法制所賦予的針對申請專利之權利歸

屬的事前管理權限，以及就相關專利權的行使和主張的事後介入權能，納入

生物產業創新政策思維予以貫徹執行之444。 

其中，本模式在政策思維的部分乃側重於生物科技中的累積創新特性，

認為應盡量保障後續研發空間以及避免過多專利所可能產生的反共有之悲

                                                       
440 Rai, supra note 239, at 827-28. 
441 Rebecca S. Eisenberg, A Technology Policy Perspective on the NIH Gene Patenting 
Controversy, 55 U. PITT. L. REV. 633, 640 (1994). 
442 Rai & Eisenberg, supra note 134, at 307, 310, 312-13. 
443 Rai, supra note 239, at 842-44. 
444 Rai & Eisenberg, supra note 134, at 3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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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從而主張應盡量避免上位研究工具性格之研發成果的專利化、適度擴張

試驗免責保障學研機構的研發餘地，以及促進生物科技專利之授權以開放近

用。具體而言，相關論者多認為得透過專利要件的嚴格審查以排除過於上位

之基因序列和涉及相關生物機制運行之蛋白質等物質的專利權賦予。甚者，

亦能事前即要求學研機構不得就上位性、開創性之研發成果申請專利，並且

盡早公開造成相關成果不具新穎性之間接阻卻專利化之效果445。 

又，在試驗免責的部分，古典的容許樣態實與現行適用狀況同，僅限縮

於不具商業意圖之驗證行為而言，然而相關論者則提出促進後續研發之政策

思維，透過適度擴張試驗免責，剝奪專利權人對於學研機構的研究人員的權

利金索取之機會。固然此將某程度對於研發創新的誘因保障有所減縮，然而

卻能有效的降低後續研發的研發經費和迴避設計之成本，創造增強相關技術

領域之改良開發動能的研發環境。是以，面對基因科技本身的生物不確定性

和累積創新性所帶來的高度研發風險和與後端相隔過遙造就的高額研發成

本，倘若又再加上專利權人針對相關研發成果專利的近用索取一定之權利

金，恐造成相關研發計畫無從開啟或進行，必使生物科技的技術和產業發展

停滯。從而，透過政策思維中的利益衡量，某程度上限縮專利權人之排他權，

以換取整體研發環境偏好後續研發和改良的進行，實能克服生技產業本身的

技術困境而早日達到完成商業開發帶動產業發展之政策目標446。 

此外，搭配運用科技創新法制中所賦予如 NIH 等機構之權限，針對具備

高程度研發能量之學研機構本身產出的發明，藉由事前納入特定情狀之免責

條款，以至於即便權利歸屬或是後續專屬授權予私人企業時，仍能保障學研

機構本身的後續研發改良的進行。再者，亦能對於採取專屬授權之研究工具

性格專利發動事後介入權，增加近用可能而促進後續研發改良之順利進行447。 

 

二、 政策評析 

雖然本模式注重後續研發的暢通性，以求能夠滿足基因科技的累積創新

性，並且借重專業部門的相關專業知識，確保能於相關要件的審核和裁決上

得以貼近技術本質、符合研發實務和產業特性，並能有效阻卻授權等困境之

政策目標。惟，在前述所具體呈現之內涵中，實則，與現今基因科技和生技

產業的發展狀況有某程度的脫節。 

首先，不可置否的，專利儼然已成為了生物科技研發和後續商業化過程

中重要的商業誘因保障之基礎，難謂得透過專利要件的審核把關予以排除適

用，並且，即便在日後所採之區分上位研究工具與否等方式，本身亦容易在

個案操作上無法全然體察往後發展的可能性，而做出不符合政策內涵且邏輯

理由一致性之決定，難謂對於整體研發社群之研發動能有所助益，甚至可能

造就更多的不確定性。是以，本文認為在專利適格性上，實應盡量寬鬆而廣

                                                       
445 Id. at 299; Rai, supra note 239, at 839-841. 
446 Eisenberg, supra note 268, at 1074-78. 
447 Rai & Eisenberg, supra note 134, at 299, 3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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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生物科技不同和未知新穎技術領域的性質，更符合基因科技和生技產業之

特性。其次，在專利權主張和行使的部分，本模式雖然透過經濟理論的推論

和發想，認為往後必將造成反共有之悲劇等情，而專業部門實有介入之必要，

並且未雨綢繆地預先針對科技創新法制所內涵的權限有所批評，認為實有立

法加強管理權能之必要448。然而，鑒於相關實證研究顯示現行授權實務不僅

受到原先學術社群開放之影響，亦有某程度市場力量所趨向，而未有明顯事

證表示有研究計畫無從進行或發生相關專利劫持和壟斷之情。當然，相關論

者預先設想之立意可資贊同，但是在管制面的思考上，實應往增進法律要件

本身的明確性和據以實施性的方向改進，增加後續適用和運用上的可預見

性，而非單純增強管制強度而言。是故，體察前述之相關例證，實應盡量容

許市場和研發社群具有高度的自主形成空間，而選擇採取低度管制的政策思

維較為妥適。 

最後，針對試驗免責的適度擴張的部分，雖然相關論者的立論基礎係以

側重後續研發之政策思維為導向，然而，如前述鑒於專利已成為生物科技發

展的核心動能，透過排除專利可能性和初始即限縮其等排他權內涵，皆會招

致研發社群的信賴和布局過大的變動，進而影響相關研發者和投資者的誘因

保障，最終造就斷然離去而前往投入其他更具有商業保障之技術領域，而導

致生物科技領域之研發動能完全凋零消逝。從而，保障和促成後續研發創新

以填補累積創新所產生的基礎學研和後端產品開發的鴻溝固然重要，但不可

忽略生物科技初始的高研發成本和高研發風險。質言之，當採取本模式，殊

難想像相關研發者和投資人在體認日後僅得獲取較少利潤的前提下，仍會繼

續投注相對多的成本進行研發創新。即便各國政府透過全體人民繳納之稅金

能夠資助相關之研發經費，但不僅國家財政有其限制外，生物科技的發展重

心亦已漸漸從單純仰賴學研機構的產出，邁向民間企業的研發經費的投入亦

能與政府補助相匹敵的多研發核心之態勢，故上開多投入少回收的投資型態

已不具可行性。 

實而，本模式闡釋的由專責部門主導以符合技術本質並貼近發展脈絡之

特點本文實表贊同，然而本文亦認為法院本身以事後裁決之時間差，並輔以

某程度的組織再造，亦能掌握科技發展脈動且達到同樣之效果。故，本文認

為法院亦能同時與相關專責部門作為政策擬定和政策執行之角色，並以個別

機關本身的特色和所適用的法規不同，區分事前管理和事後管制等細緻化其

等之間的分工，並同時戮力追求政策槓桿的適用和運作的可預見性。另外，

本模式的政策內涵由於未與現行專利適用於生物科技的狀況相符，故而，本

文並不採取排除專利適用和增強管制密度之內涵，並且本文著眼研發者的充

分誘因保障的政策思維上亦不採取試驗免責擴張的內涵。實則，本文認為應

當接納誘因制度換軌至專利法制的事實，並且容許市場和研發社群對於專利

權行使具有一定的形塑空間，而採取低度的管制方針。另外，基因科技成果

                                                       
448 Id. at 299, 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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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研究工具特性即應向研發社群索取一定之權利金，以符合使用者付費

之概念，並且，原則上委由市場力量自行形塑產業界和學術界的互動交涉模

式，以保留一定的程度的後續研發空間。倘若授權過程中確實出現有過分抑

制後續創新或是有害市場機制等情，亦可藉由專利法制、競爭法制和科技創

新法制所分別內含的介入機制予以調整管制之，實能達到與本模式之政策目

標即保障後續創新同等之效。 

 

第三目 國際協定之專利一致性要求 

鑒於國際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 WTO)實希冀相關會員

國能夠簽署「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 TRIPS)」，立意之一乃讓全球各國

的專利制度實體內容能夠某程度上趨於一致性(Patent Harmonization)。然而本

文採行之政策內涵的建構因素，其中亦採酌了各國本身的研發實務和產業發

展現況。蓋各國的研發進程不同以及產業發展情況相異，恐造成某程度上各

國對於生物科技專利的態度和政策思維的差異。此時，本文所提出的生技產

業創新政策的形塑與實行，是否有牴觸上開國際協定針對專利一致性趨向之

要求? 於下說明解析之。 

 

一、 專利一制性之介紹和發展歷程 

專利制度本身之設計，係出於政府對於國內的發明人，透過賦予一專利

之私權，鼓勵其等發明創新並公開揭露其技術思想和發明內容，進而達到國

內技術發展和產業創新之目標。是以，相關專利要件，乃至於獲得專利後所

得行使之相關排他權之內涵，諸如侵權之認定和權利行使之途徑等，皆需依

循原專利申請和核發之國家的法令和相關判決見解予以認定和主張，此乃專

利法屬地主義(Territorialism)之展現。從而，在專利法屬於國內法之性質的前

提下，本質上即會針對國內技術和產業發展現況、需求和脈絡等因素予以考

量，進而透過立法、頒布審查基準和法院判決等方法踐行符合國情之適用結

果。而在各國分屬不同的經濟發展現況，以及在個別產業發展歷程中扮演輕

重不同的角色等經濟產業現實下，就國內自身的專利法適用上必定產生不相

一致之結果。 

然而，隨著國家之間貿易往來頻繁和漸漸邁向全球化之趨勢，各國開始

透過簽訂雙邊或多邊國際協議或加入國際組織後簽署相關協議等方式，欲將

各國間的專利制度的內涵趨向一致，以消弭國際貿易和佈局所遭遇各國制度

適用差異之問題。舉凡 1883 年起草的巴黎協約(Paris Convention) 449和 1970

年的專利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簡稱 PCT) 450，乃著重於專利申

                                                       
449 WIPO,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21 U.S.T. 1583, 828 
U.N.T.S. 305,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8514 (last visited: 
01/05/2017). 
450 WIPO,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June 19, 1970, 28 U.S.T. 7645, 1160 U.N.T.S.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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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的國際佈局之程序事項的一致性和簡便性，以及相關強制授權的立法建議

條款，皆是推動各國專利法制一致性之例證451。再者，涉及較多專利實體要

件和措施者，乃 WTO 所推動之 TRIPS 而言。TRIPS 係於 1994 年請求 WTO

相關會員簽署此協議452，主要內含總則性規定453、針對專利制度之專利要件

和相關配套的判斷和運用454、權利主張和救濟之途徑455，以及各國之間訂立

雙邊多邊智財協議和糾紛解決機制等框架式規範456。是以，TRIPS 的推動和

執行，雖然其中賦予簽署國一年予以法制化的過渡期間，以及尚處經濟開發

中、計畫經濟和智慧財產權制度重組之國家得依照自身國情需求而得延後四

年實行相關協議內容457，甚至針對經濟最不發達之國家得於簽署後十年再為

執行之平等性優惠458，但實仍著眼於追求全球智慧財產權法制一致化的建立

和運行459。 

全球專利制度的一致化趨向，主要的優勢乃在於研發者和相關投資者於

投入研發克服相關不確定性之風險和困難，並且面對專利申請的高規費和相

關費用成本時，得易於預見國際佈局時各國專利法的適用結果，增進其等專

利組合(portfolio)的累積，以提升獲益機會，進而增加其等的研發動力和投資

誘因。再者，當能夠較易的推估各國專利的適用情形，即能在具有充足的資

本支持下，以專利作為基礎推廣產品和服務進駐各國市場，不僅能有效抑制

搭便車抄襲和跨境侵權等情，亦能帶動相關發展中國家的就業和投資，又可

提供較有品質之產品服務與該國消費者。是故，專利制度的一致化，可謂具

有帶來適用的高度可預見性、市場競爭的公平性，以及功利主義下的外部成

本縮減之效果460。 

 

二、 政策評析 

國際協定對於專利制度的適用一致性之要求，固然立論某程度係依據傳

統法律經濟模式之內涵，乃建立清楚明確的規範，促使相關研發者和投資者

在投入以前得事先預見相關適用結果，並事後能夠盡量不受政府部門的立法

變動和行政司法介入，以保障研發和投資的商業誘因之高度保障，惟，此等

一致性則亦具備著與傳統法律經濟模式相類似之缺陷。首先，在一致化趨向

的制度建置的本身，亦容易受到跨國公司的立法遊說所影響，如在 TRIPS 協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pct/en/texts/articles/atoc.htm (last visited: 01/05/2017). 
451 Sarah R. Wasserman Rajec, Evaluating Flex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Patent Law, 65 HASTINGS L. 
J. 153, 163-166 (2013). 
452 WIPO,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1869 U.N.T.S. 299, 
33 I.L.M. 1197,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305907 (last visited: 
01/05/2017) 
453 TRIPS Article 1-8. 
454 TRIPS Article 27-34. 
455 TRIPS Article 41-61. 
456 TRIPS Article 62-64. 
457 TRIPS Article 65. 
458 TRIPS Article 66. 
459 Rajec, supra note 450, at 167-68. 
460 Id. at 18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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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成形以前，醫藥品專利的保障密度並未如簽署生效後來的高，即屬一例461。

再者，由於專利制度的一致化，容易使專利法為了促進國內技術進步產業發

展之政策目的受到限制。質言之，當 TRIPS 協定採行偏好專利權人的政策思

維而提高整體專利保障之強度後，雖然將為開發中國家帶來就業機會和資金

挹注，但卻因專利制度的適用強度同時亦加重了相關國家人員學習知識技術

的成本負擔，致使其等國家將因為專利制度以外的結構因素而造成經濟發展

受限的危險462。另外，制度規範的一致性，在專利法本身需容納各種不同種

類的技術領域之特質，並且，各國本身的產業發展歷程和市場特性等因素皆

不甚相同的情形下，強硬要求恪遵一致化必將產生個案差異和各國國情不同

等無法有效反映在適用結果上463。 

實則，相關國際協定本身亦存有部分得依照各國國情不同而容許有相異

之規範的合法空間，如在專利適格性的部分，各國得依照公共秩序

(ordre public)或人倫考量(morality)，排除動植物物種的專利化。又，可立基於

公共衛生的需求而排除治療人類或動物之治療、診斷和手術方法之專利化
464。從而，相關國際協定本身在追求一致化的目標中，仍有容許各國具有一

定的立法形塑空間。另外，雖然各國簽署相關具有一致性要求之國際協定，

但各國的法制環境下實具有一定法定容許空間，得因應個案情形和國內產業

政策不同，進而得在裁決上有所展現和落實之。故，仍得在國際協議框架下

透過運用政策槓桿，因應個別技術領域之技術本質和研發實務，輔以宏觀政

策內涵予以執行465。又，生物科技本身的發展歷程和現況中，基於其累積創

新特性，整體研發社群實多仍處於靠近相對前端的基礎研究之階段，從而各

國僅可謂存有專利權人多寡和產業資本額大小之差異。是以，各國的生物科

技發展上，雖稍有投入生物科技的起始點等的差異，但大致上仍處於該產業

發展光譜的相近區間中，故各國之間的產業政策方向和內涵應相去不遠，亦

未嚴重偏離國際一致化之要求。 

故，本文所採擇依照生物科技本身的技術本質、研發實務和產業發展現

況，預先體察往後可能出現的困境樣態，調整專利要件和相關措施的適用和

運用之政策槓桿模型，其中相關參數於各國國情而言可謂差異不大，故實得

於專利制度一致化的要求前提下，於合法容許的範疇內落實並實現各國的生

技產業創新目標。 

 

第四目 小結 

 本文採擇 Mark A. Lemley 等論者所提出政策模型框架，除了納入生技領

域中的技術本質和研究發展現況作為基礎，同時採擇針對相關的專利適用困

                                                       
461 Id. at 196-97. 
462 Id. at 191, 198-202. 
463 Id. at 199. 
464 TRIPS Article 27. 
465 Rajec, supra note 450, at 167-168, 1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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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難題參考相關實證研究和酌量不同論者所提出的政策建議，所提出接納

專利制度做為誘因機制、專利要件適用上應貼近研發實務、採取低度管制和

介入方針維持市場自由形塑空間的政策思維。而政策的執行機關乃透過行政

專責機關事先審核和管理以預先把關，並且委由法院於事後針對個案紛爭事

實的釐清，進而納入上開政策思維內涵加以細緻採酌和裁斷。執此，實能避

免傳統法律經濟模式的不當立法遊說影響、放任市場而排除高權介入，以及

專業部門主導模式的過度管制和不當放寬試驗免責減損整體研發社群和投資

人的研發投資誘因。反之，本文透過同時結合兩模式的管理特性，增加專利

制度運作上的可預見性以維持商業誘因之保障，並且借重專業人士的知識和

經驗，使政策槓桿的操作上更貼近技術發展脈絡和市場發展動向，進而增強

外部對於適用上的預測和信賴，達到充分誘因保障和增進近用之效果。最終，

藉此政策模型導入專利法制促成生技領域的技術創新進步和產業蓬勃發展之

政策目標。 

此外，專利相關國際協定乃多有一致性之要求，雖然有助於保障研發者

和投資者的商業誘因、維護國際貿易的公平性和減少外部成本的產生，然而

卻可能掩蓋了個別產業、國情、市場、政策等因素於適用結果上的展現。是

以，本文就生物科技產業之政策內涵的建構和執行上，實能在國際協定容許

差異和法制環境的合法範疇內，透過國內相關部門的個案裁量決定予以實

行。並且因為各國生技產業皆導因於累積創新之特色而仍多位於前端基礎學

研之萌芽階段，故，本文所提出的創新政策思維和內涵的考量因素於各國並

未有甚大的出入，從而得於不牴觸上開國際協定針對專利一致性趨向之要求

下，以本文所提出之政策內涵操作相關政策槓桿，以達促進生物科技產業創

新法展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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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因科技之專利權保護要件分析與檢討 

 

第一節 前言 

為求促成基因科技領域之研發精進創新和產業蓬勃發展此等政策目標，

實有必要體察研發實務和市場運行狀況，並思索妥適的創新政策內涵，以提

供合適的經濟促進之政策手段。有鑑於基因科技多以生物機制運行和功能表

現為研究對象，以至於研發成果本身多屬於無體知識資訊之性質，並且，一

旦成果公開後同領域之其他研發單位多能習知並於自身實驗室直接實施，而

高度傾向成為公共財。雖然過往基因科技發展歷程中，實係採取此等公開予

公眾近用以促進整體技術發展，然而，此等型態所需投入的高成本實有賴政

府提供研發經費加以支撐，並且，實際運用上卻因為無法阻卻成果遭搭便車

之情，而難以有效促成後續商業化的投入和使用。是以，該時拜杜法案等科

技創新法案應運而生，不僅帶動研發成果申請專利保護之風氣，亦藉由將相

關成果資訊加以私有化，增進私人企業投入後續商業應用開發之意願，並同

時減緩政府財政支用於科學研究之壓力。故而，現行生物科技的發展上，實

已然換軌至以專利做為主要且重要的誘因基礎，透過發明人公開其等研發成

果的思想和內容，換取一定期間享有該等資訊得主張排他權之保障，進而褪

去公共財之色彩以增進投資意願，依此兼顧成果公開供研發社群學習精進，

並共同追求促進整體技術進步和產業創新發展。 

體認到專利制度於基因科技發展扮演重要之角色後，進一步應探討者，

乃究竟專利保護要件與基因科技的技術本質上應如何具體的互動和適用，以

及於專利要件的解釋上又應採擇何種的上位之創新政策思維。鑒於基因科技

的研發實務上，實因為生物不確定性而造就高程度的研發風險和高昂的研發

成本，似乎應導出當其等成功完成研發後應享有相對應之權利保護，不僅能

夠鼓勵回饋其所投入之心力，亦能幫助其等透過相關權利進行授權或開發商

業應用予以獲利。惟，因為單一生物機制的運行上實可能牽涉多個研發標的，

一旦皆專利化後將造成該生物機制的後續研發或商業應用上需獲得諸多專利

權人之授權，而將面臨檢索磋商過程的高交易成本，以及成果間多具備上下

游互補關係而亦可能發生反共有之悲劇。是以，若能於專利要件上提前把關

似有有效預防專利授權困境的產生。惟，本文認為在政策槓桿的運用上，實

應區分專利保護和專利主張兩部分，亦即，針對後端專利授權困境的因應，

實應交由授權促進或市場管制手段以資處理，較能收妥適解決之效，且不至

影響專利要件本身欲達成之研發誘因保障的功能表現。執此，在專利要件的

解釋上所採取之政策內涵，本文認為無庸過度後設性地納入專利授權困境的

解決思維，而係應當仔細評估和審視申請個案的技術內容，全力聚焦於專利

要件解釋上以貼近生物科技的研發實務，並且針對不同的技術貢獻賦予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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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之充足誘因保障，進而確保專利權的核發能充分提供生物科技領域正向創

新循環之動力。 

故而，本文於專利要件上將首重於貼近技術實務和側重充分誘因保障

(broad protection)之創新政策思維，並且某程度因應後續的功能應用面向可能

遭遇到的問題和困境，進而回頭反思相關要件的標準在前述政策思維下應當

如何細緻具體化，最終達到符合個別技術領域的創新發展之目標。是以，下

述將分別針對基因科技中個別技術領域，先以基因序列和相關遺傳物質之物

品專利為模板，詳細介紹各個專利要件的發展脈絡和相關判斷方法的實務演

進，再加以解析和政策思辨，最終提出本文認為最為妥適的政策思維和判斷

標準。接者，之後再以本文所提出的政策模型逐一套用至基因改良之生物材

料、基因檢測治療之醫療應用方法以及胚胎幹細胞和相關技術，並闡釋其中

因應不同的技術特性和產業因素所進行之微調，再以爭點式地解析其中較具

爭議的專利要件本身判斷標準的採擇和具體政策思維的落實。 

 

第二節 基因序列和相關遺傳物質 

 

第一項 政策內涵之具體化 

生物功能表現和病理運行之機制，除了受到後天環境因素影響外，乃繫

於生物個體本身的基因型態和其後續的轉錄轉譯狀況。因此，基因序列和相

關遺傳物質本身乃作為主導生物功能和病理機制的主要因子，而在基因科技

的研發中，此等皆屬於重要的研究素材，故可謂多具有研究工具之性格。然

而，此等遺傳物質中，包含分離 DNA、相關的 mRNA 及 cDNA 等型態，某

程度上與自然物質相同或近似，而研發成果多聚焦於此等遺傳物質和生物功

能、病理機制之間的關聯性，實有發現和發明的難以界定之牽連問題。惟，

上述等情乃導因於基因科技之固有技術本質，倘以一般科技的專利適格性判

準套用至基因科技中，必然會產生諸多技術領域和研發成果被排除於專利法

的適用之外之情形，將造成基因科技的研發動能低落，甚至致使生技產業的

發展停滯和倒退。因而，本文的政策思維係在基因科技的專利法適用上，認

為應當放寬專利適格性要件的標準而廣納生技研發成果入保護範疇中。實則，

相關生物知識和資訊在未有研發者著手並且完成研究時，存在自然界實仍無

從被知悉和利用，而且基因科技本身帶有的生物不確定性亦須研發者投入大

量研發成本以嘗試克服其中的不確定性，實屬專利法原先欲鼓勵的研發類型。

故，本文係肯認基因片段等遺傳物質應當具備專利適格性，而得受專利權的

保護。 

接著，基因序列和相關遺傳物質如前所述多具備研究工具特質，是以，

在產業利用性的判準上，相關研發成果若能立即應用至醫療檢測或治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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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肯認其具有實用性。然而，倘若僅得提供研究之用，雖不可謂即排除其

符合產業利用之空間，而有必要因應基因科技的固有技術本質，將研究工具

面相納入採認之範疇中，但應就其等成果日後得如何提供具體研究社群效益

和貢獻多加敘明。換言之，除了立基於創新研發的誘因保障思維，將具備研

究工具特性的研發成果納入專利保護之範疇，而肯認其亦符合產業利用性之

要求外，亦同時課與發明人將相關知識成果本身的技術貢獻和研發助益加以

具體化，避免對於僅具些微研究效用之研發成果亦能專利化，進而發揮排除

過於上位的研究工具受專利保障的成果，以及防範後續研發專利受到過分之

箝制。 

再者，於進步性的判斷上，有鑑於基因序列和相關遺傳物質性質多偏向

上位研究工具的層級，固然相關遺傳物質多同時具有複數以上的生物功能意

義而存有迴避空間，但卻因早先專利申請實務上進步性判准將基因科技研發

定位為具有普遍高度的生物不確定性而過於寬鬆，造成基因相關專利數量暴

增，招致部分的迴避空間受到專利佈局所遮蔽。然而，如前所述的相關實證

中尚未因為基因專利數量增生而無法從事後續相關研究，但是放任專利核發

浮濫仍恐在未來造成一定之研發阻礙。實而，現今周邊研發設備和相關知識

的累積，從事基因相關遺傳物質和生物功能機制的關聯性研究所面對的生物

不確定的門檻性對比過往負擔已稍稍減輕。依此，在基因專利的進步性門檻

應當調整過往的放寬政策內涵，而改以要求後續研發或改良者有必要進行更

深入之研究，提供相較於前案更多的知識和貢獻，抑或是轉向針對新興領域

予以開拓，藉此促使判準逐漸貼近研發實務，且政策性地調整研發領域的研

發方向，不僅有助於專利權減少核發和增加歸屬單一的情形，以提前預防專

利叢林和反共有之悲劇的發生，更能促成技術領域的創新效率的提升和研發

誘因的保障。 

最後在據以實施性的判斷標準上，蓋此與專利權範圍有高度連動性，而

在過往未有提高進步性之時空下，研發實務即會以在特定生物功能機制研究

中將所發現有廣泛相關的基因等遺傳物質和蛋白質一併申請專利。再加上遺

傳物質本身具備的密碼子退化現象，而專利申請實務亦多將幾乎所有可能的

變異型態列入專利範圍中，甚至亦會明列與其等研究所使用的模式生物有高

度同源性之物種，充為專利權保護之範圍。執此，在此等發明人未實際就全

部的可能性進行驗證卻欲享有較寬廣的權利範圍，雖然恐無法符合完整的說

明書對應和支持，但此亦屬某程度的技術本質應然和研發實務實然的體現。

具體而言，相關研究成果透過說明書公開揭露其所採用的研發策略和產出的

知識，制度設計上乃係著眼於供後人參閱以促進後續研發的順利進行。質言

之，倘若後續研發者近用後能夠使用相關之知識而順利分離或製備相關遺傳

物質，或無須過度實驗即能適用至說明書內容揭露以外的物種等，則應歸功

於專利權人之實質技術貢獻，此時應當使發明人想要相對應程度的權利保護。

此外，當相關研發成果已經得做為商業產銷應用時，實應政策性地賦予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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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闊的權利範圍，以避免遭他人輕易得躲避專利雷區，進而提供權利人有獲

取相稱之商業利潤機會的誘因保障。是故，本文認為應當因應技術實務的發

展以及立足於誘因保障的政策思維，除了實質認定系爭發明的技術貢獻內涵

外，亦針對屬於開拓發明或已得直接應用於商業的研發成果適度調降據以實

施性的判準，進而促使適用上貼近研發實務以提升可預見性，和增進研發創

新和投入商業開發的意願，最終達到產業創新發展之目標。 

綜上所述，在本文的政策思維中固然將專利適格性標準放寬，但相對拉

升了進步性門檻並適度調整產業利用性內涵，實有助於維持基因序列此技術

類別的研發開拓動能的同時，亦得促進技術成果對於研發社群和經濟市場的

貢獻具體化，進而提升專利品質並抑制過分核發之問題。並且，在據以實施

性和揭露要件的判斷上，除了應實質探究技術發明本身的技術貢獻外，對於

已存有具體商業應用用途之相關成果，則應適度放寬揭露要件的要求，保障

專利權人於後續授權或商業化時得以有效運用，並同時促成權利歸屬單一之

目標，進而減卻後端專利授權之交易成本過高和相關授權困境之產生。 

 

第二項 基因序列專利之保護要件評析 

 

第一目 專利適格性 

 

一、 美國專利法適用現況之介紹 

 

(一) 專利適格性要件內涵之形成 

於美國專利法於1952年制定了第101條，明文專利保護要件之內涵，

不僅規定申請之發明需具備新穎性(new)和實用性(useful)外，亦要求申請

專利之發明本身需為方法(process)、機械(machine)、製成品(manufacture)、

組合物(composition of matter)，或前開種類之改良(improvement)中之任一

類466。此對於申請專利之發明所需具備的資格要求，即屬專利適格性

(Patent eligibility，又稱 Patentability 或 Subject matter)。該時的專利審查

實務乃認為自然產物(product of nature)並不屬於上開得獲專利保護之發

明的任何一類，而排除其等之可專利性467。然而，於 1958 年的 Merck & 

Co. v. Olin Mathieson Chem. Corp.一案中，法院亦曾對於利用新興科技所

完成製備的自然產物，認為系爭條文文字並未有排除人工製備自然產物

之意旨，並且，無論係發明所使用的實驗方法涉及萃取(processes of 

extraction)、濃縮(concentration)，或純化(purification)，當系爭發明係具

                                                       
466 35 U.S. Code § 101, 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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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ʼ 
467 Mills, supra note 254, at 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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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新穎性和實用性時，則相關發明實符合可專利之資格468。惟，此等見

解，卻與實與過往的判決先例之標準有所出路，遲至 1970 年 Diamond v. 

Chakrabarty一案因涉及使用非傳統生物學方法製造出帶有外源基因之蘇

力菌，最高法院針對其等發明本身所包含之菌種本身究竟是否具備可專

利性之爭議，揭示了更加細緻的判斷標準469。 

是以，該判決內容首先闡釋了美國憲法的專利條款之內涵，認為專利

的核發實為了鼓勵發明人的創新性(inventiveness)和研發之努力(research 

efforts)，並且認為當對於社會效益有幫助之新穎實用的發明，似應(may)

具備獲發專利之資格470。依此，對於專利適格性之規定，法院採取文義

和歷史解釋方法以推敲立法者之意旨，認為不僅條文明文使用了「任何

(“any”)」一詞，以及於專利法起草之相關歷史文件中敘及專利標的得為

「任何於太陽底下有經過人為加工處理後者皆具備之(“include anything 

under the sun that is made by man. ”)」，似能得出立法者對此專利要件實無

加以限制之立意471。然而，此並不代表任何發明甚至發現(discovery)皆可

具備專利適格性。實而，原本即存在於自然界之物質、物種，或是自然

定律等，仍不應成為權利人所私有，而應供全體人類皆得近用之472。故

而，法院創設了專利適格性之判斷要件，即 

(1) 研發成果需經投入一定程度之「人為努力(effort of the patentee)」; 

(2) 發明成果本身的本質內容上、功能表現上，有與原先存於自然

界之型態相比有呈現出「顯著之差異(markedly different)」; 

(3) 當上開二要件皆符合時，即便發明內容本身涉及自然界之產物，

系爭發明仍具備可專利性473。 

 

(二) 基因專利之專利適格性的實務見解現況─以 Myriad 案為例 

與基因專利之專利適格性甚至後續專利授權問題最為相關且重要之

實例，即係以人類乳癌相關之 BRCA1/2 基因作為專利申請標的之 Myriad

案，其中物品專利分別為從細胞染色體分離之 DNA(isolated DNA) 474，

                                                       
468 Merck & Co. v. Olin Mathieson Chem. Corp., 253 F.2d 156, 161-63 (Fed. Cir. 1958),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language of the Act which precludes the issuance of a patent upon a 'product of 
nature' when it is a 'new and useful composition of matter' and there is compliance with the 
specified conditions for patentability. All of the tangible things with which man deals and for which 
patent protection is granted are products of nature in the sense that nature provides the basic source 
materials. The 'matter' of which patentable new and useful compositions are composed necessarily 
includes naturally existing elements and materials.”; “…a new and useful product is the result of 
processes of extraction, concentr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natural materials does not defeat its 
patentability.” 
469 Diamond v. Chakrabarty, 447 U.S. 303, 305-06 (1980). 
470 Id. at 307. 
471 Id. at 308-09. 
472 Id. at 309, "…manifestations of . . . nature, free to all men and reserved exclusively to none." 
473 Id. at 310. 
474 BRCA1: Claims 1, 2, 5, and 20 of U.S. patent 5747282、Claim 1 of U.S. patent 5693473; 
BRCA2: Claims 1, 6, and 7 of U.S. patent 5837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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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經實驗室操作將染色體轉錄之 RNA 藉由反轉錄酶作用所得之互補

DNA(cDNA)475。由於 Myriad 公司獲得專利保護後，即以拒絕授權使相

關學研機構和醫療檢驗中心無法近用相關之成果，招致後續進一步研發

和改良精進皆受阻，是以，相關機構則對於 BRCA1/2 之基因專利提起舉

發，確認系爭發明應不具備專利適格性。 

本案於紐約南部地方法院476、聯邦巡迴上訴法院477，以及最終的最高

法院478判決中，皆係遵循著 Chakrabarty 案所建立的判準，並聚焦將於系

爭發明需與原有自然產物之間是否存有顯著差異，而判斷基因序列和相

關遺傳物質究竟有無具備專利適格性。其中，對於顯著差異此內涵的判

斷基礎，於地方法院乃側重於生物功能，而認為分離 DNA 和互補 DNA

皆不具可專利性479。反之，於上訴法院則卻係關注化學結構的事實上變

化，而認定系爭發明皆符合專利申請的資格480。 

然而，聯邦最高法院最終則是做出部分核准、部分核駁的決定，亦即，

法院認為 Myriad 僅係探求出 BRCA1/2 在染色體上的確切位置和序列內

容，固然付出的心力及貢獻尚值稱許，惟，發現本來即存在的自然產物

並不屬新發明之列。再者，即使透過精巧的人為操作把此不屬發明的發

                                                       
475 BRCA1: Claims 2 of U.S. patent 5747282、Claim 1 of U.S. patent 5693473; BRCA2: Claims 2 
of U.S. patent 5837492. 
476 Ass’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USPTO, 702 F. Supp. 2d 181, 218-220 (2010). 
477 Ass’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USPTO, 689 F. 3d 1303, 1324-1325 (Fed. Cir. 2012). 
478 Ass'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Myriad Genetics, Inc., 133 S. Ct. 2107, 2109, 2116 (2013). 
479 Ass’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USPTO, supra note 476, at 228, 230-32. 於地方法院的論證

上，首先，認為基因與單純化學物質不可等量齊觀，鑒於基因本身係具備多重功能性 
(multifunctional)，一方面基因確實屬於化學物質之一類，然而另一方面基因其攜帶特定遺傳

訊息而具有生物功能，性質上更偏向「遺傳訊息之載體(physical carrier of information)」。再

者，科學家與研究人員對基因的探索與研究雖然包括其化學結構，但最終及最重要的目標為

瞭解其生物資訊所對應之生物功能。故而，不能單純以化學物質結構作為認定顯著差異的基

礎。而就生物功能而言，系爭 BRCA1/2 基因雖然在化學結構上實有與自然型態有些許差異，

如分離後 DNA 不具有染色體中為求性質穩定纏繞的染色體蛋白(如 histone 蛋白)，或 cDNA
亦不如一般 DNA 具有內含子(intron)此等片段。惟，此等形式的 DNA 於體外得應用於基因檢

測的基底或探針(probe)、充當聚合脢連鎖反應(PCR)的引子(primer)或做為治療之用，皆因所

承載的生物資訊與原先存於在人體內的 DNA 具備相同的鹼基排序，而具備得針對相同的序

列相互相反連結 (sequence-specific targeting)，或生成序列相對應的蛋白質(protein coding 
ability)之功能，因而難謂有符合顯著差異之內涵。故，仍應將系爭專發明皆定性為自然產物

而不具備可專利性。 
480 Ass’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USPTO, supra note 477, at 1328-1330.在聯邦巡迴上訴法院

中，法院判決認為人為發明與自然產物之區別，實在於人為發明是否具有「顯著差異(markedly 
different)」或「獨特性(distinctive)」。而系爭基因是否具備上述二特性，標準應落於其等「化

學結構與特性(chemical structure and identity) 」是否與原有形態不同。首先，分離的基因受

到限制酶(restriction enzyme)作用剪除而脫離原有染色體結構之外，實造成核苷酸數量上與原

有基因存有巨大差異，故法院認為分離基因相較而言係具有獨特的化學特性。並且，判決中

亦駁斥地方法院之見解，認為顯著差異的判斷基礎應係以基因序列本身而非以其生物功能之

內涵(“physiological use or benefit”)，既然基因係具有化學名稱，則應側重於其化學結構而非

生理用途而言。而就 cDNA 的部分，上訴法院實認其係透過人為實驗室操作合成，且過程中

已去除內含子而與原有基因相比數量達到顯著之差距，甚至人為去除內含子此步驟並無見於

自然界中，從而亦具備專利適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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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物質分離，但其結構、序列與原有自然產物相同而不具備顯著差異，

因此難謂有滿足可專利性之要件。反之，cDNA 則係由實驗室操作所創

造，並且自然界並不會自然產生此等基因型態。從而 cDNA 實符合專利

適格性之要件內涵481。具體而言，最高法院認為 Myriad 公司的 BRCA1/2

分離基因並未創造或改變原本基因之資訊和結構，而不具人為改變成分

亦未呈顯著差異482。甚至，BRCA1/2 分離基因之專利本身的說明書內容，

亦表明系爭發明的技術貢獻乃定序出系爭基因資訊，而非為其製造的「化

學組合物 (“chemical composition”)」，或以其所做出的「化學上改變

(“chemical changes”)」483。是故，其認為聯邦上訴法院對顯著差異或獨特

性的看法實有違誤。 相反的，最高法院實則肯認 BRCA1/2 的 cDNA 仍

具備可專利性，蓋其不單單僅將原基因由染色體剪切、分離，而是對於

其所轉錄之 RNA 進行相關實驗操作再還原成另一種僅含有原本外顯子

的基因型態，已與原本和自然界中的基因呈現顯著的不同。從而，cDNA

實屬人為創造而成，並與自然產物具有顯著差異，故其符合專利適格性

之要件內涵484。 

 

(三) 實務見解之檢討和合適解釋方法之提出 

從上開實務法院對於 Myriad 案中就分離基因和互補基因的專利適格

性之見解的闡釋，固然相關判決皆係以 Chakrabarty 案作為立論基礎，但

對於其中顯著差異要件卻存有不同的解釋方式，或以強調生物資訊相同

而對應的生物功能無顯著差異，或採上述二者之折衷，造就最終的判決

結果大相逕庭(判決結果整理如下表 6)。 

表 6、Myriad 案中 BRCA1/2 的法院判決結果整理 

 

 是以，上開的判決見解之所以如此歧異，實因為 1952 年專利適格性

的規範本身乃一正面性、幾無限制的文字表述，而 Chakrabarty 案雖然參

                                                       
481 Ass'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Myriad Genetics, Inc., supra note 478, at 2111. 
482 Id. at 2116. 
483 Id. at 2117-18. 
484 Id. at 2119. 

 紐約南部巡迴法院 聯邦巡迴上訴法院 最高法院 

判 斷

依據 

Chakrabarty 案所建立之原則，且皆著重於「顯著差異」要件上 

要 件

標準 

生物資訊 化學結構事實上變化 於分離基因採生物資

訊，但於互補基因則隱

含以化學結構變化為基

礎 

判 決

結果 

分離基因: 否定 

互補基因: 否定 

分離基因: 肯定 

互補基因: 肯定 

分離基因: 否定 

互補基因: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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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了專利法起草的歷史紀錄文件，亦僅指示出相關發明需有人為的成分。

從而，一旦當法院採取僵硬的形式主義的解釋方法時，將認為立法者於

制定此法條時主觀上不欲賦予任何限制以鼓勵任何技術之創新及改良，

而於專利法的解釋中則不應引入將當初國會未曾表達過的限制和條件，

從而即使僅具備些微的客觀物理上的差異亦可滿足此「顯著差異」之要

件，否則恐違反權力分立485。依此，實將造就專利適格性成為一幾近毫

無任何限制且禁止任何限制之規範門檻(threshold)。並且，即便上開法院

皆係援引 Chakrabarty 案的見解，卻皆未對於他判決所採之不同判準提出

具體指摘，或對於自身所採之標準提供充足的論理基礎，即便最高法院

最終判決採取了折衷之見解，實難謂得以清晰描繪出顯著差異此要件之

內涵，或是提供了妥適的判斷標準486。 

執此，於顯著差異此要件的審查中，從其文字組成實係由表徵「程度」

的副詞修飾「差異」此一形容詞，透過文義解釋實可推導出容認對於個

案情形中有裁量之空間。而針對此要件之裁量，實應考量專利適格性本

身的規範目的，亦即，透過排除自然法則、物理現象、抽象概念等專利

私有化的可能，以保障科學和科技創作之基本工具能夠維持公共財之性

質，進而維護研發創新得以持續進行和促進科技進步發展487。是以，專

利適格性本身實屬一政策槓桿，而係以鼓勵創新和保障後續研發之政策

思維所導引488。並且專利標的實涉專業技術領域而亦不應迴避技術實務

                                                       
485 Ass’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USPTO, supra note 477, at 1328-1330, “…more than once 
cautioned that courts ‘should not read into the patent laws limitations and conditions which the 
legislature has not expressed…”; “Congress is presumed to have been aware of the issue, having 
enacted a comprehensive patent reform act during the pendency of this case, and it is ultimately for 
Congress if it wishes to overturn  case law and the long practice of the PTO to determine that 
isolated DNA must be treated differently from other compositions of matter to account for its 
perceived special function. We therefore reject the district court's unwarranted categorical 
exclusion of isolated DNA molecules.”然而，有學者批評立法當時難謂能夠事前預見生物科技

的興起，故事後推斷立法者的原意實存有高度之爭議。Khalifeh, supra note 434, at 128-29. 
486 Rai, supra note 212, at 7; 李治安，由 AMP v. Myriad Genetics, Inc.案談基因專利之適格性，

智慧財產評論，12 卷 2 期，頁 26-27，2014 年 12 月。 
487 Kevin J. Georgek, A Little Light on the Mayo: Justifying Reversal of the Federal Circuit's 
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Decision, 44 SETON HALL L. REV. 171, 173, 205 (2014); 
Ass’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USPTO, supra note 476, at 218-220. , “The exclusion of 
products of nature  as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under § 101 also reflects the Supreme Court's 
recognition that "[p]henomena  of nature, though just discovered, mental processes, and abstract 
intellectual concepts are not patentable, as they are the basic tool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work.”;  Ass'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Myriad Genetics, Inc., supra note 478, at 2116, 
“…without this exception, there would be considerable danger that the grant of patents would “tie 
up” the use of such tools and thereby inhibit future innovation premised upon them.” 
488 上述相關判決對於 Myriad 案的系爭發明之生物特徵的酌量，字面敘述上看似僅屬事實認

定之情，惟如地方法院和聯邦最高法院著重於生物功能上的判決理由，似已透含著對於生物

特徵的評價。而聯邦巡迴上訴法院亦於判決理由中敘述亦考量現今現存基因專利的數量和生

技產業的發展，而非採單純物理化學事實差異之判準。從而，非謂不可以生技產業創新政策

思維引導專利適格性之解釋。Ass’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USPTO, supra note 477, at 1344, 
“This outpouring of scientific creativity, spurred by the patent system, reflects a substantial 
investment of time and money by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to obtain property rights related to 
DNA sequences.”; Id. at 1347, “The Patent Office ha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affirmatively st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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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故而，於判斷專利適格性的標準時，首先應著眼於專利申請案之「高

度發明性之概念(inventive concept)」，初步輔以評估發明人之人為技術貢

獻度，判斷是否有落於自然產物或自然定律等概念內涵中。其中，除了

參酌所屬領域的實務研發情形外，亦應將 Chakrabarty 案之專利標的本身

所具備的技術特徵及技術成分，作為評斷之重要參考指標。爾後，再以

鼓勵創新或是否恐壟斷基礎研發工具的角度政策思維切入，進行第二步

驟之判斷。而其中相關政策內涵實應從不同產業類別之技術本質、特徵

和研發實務情形，以及產業現況和未來展望綜合評估判斷489，始得作成

一合政策目的性之裁決490。依此，以實質的技術評價和產業創新政策作

為論理基礎，並提供富有充足論證和思辨且載於判決內容中，實有助於

避免僵硬形式主義的弊端，以及增進相關領域研發者對於專利適格性標

準之可預見性491。 

 

二、本文見解 

 

(一) 初步技術評價 

承上所述，本文認為應以技術專門領域以及其產業政策等因素綜合考

量判斷，作為專利適格性運用和解釋之論據。是以，Myriad 案中分離基

因和 cDNA 所採用之分離技術及製備 cDNA 的技術所製成，本質上確為

人力加諸所完成。並且，其本身與自然界存於人類細胞內的化學結構上

有客觀事實上的差異。然而，即使符合人為和差異之要件，但此等差異

是否有達「顯著」的程度，實需酌以技術評價和產業政策思維予以考量。

                                                                                                                                                     
its belief that isolated DNA is patentable for the same reasons as isolated vitamins or hormones. 
There is no indication from Congress that this view is wrong; to the contrary, it appears Congress 
also believes DNA is patentable. This long-term policy of protecting isolated DNA molecules has 
resulted in an explosion of innovation in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an industry which, unlike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or even the software industry, depends on patents to survive. ” 
489 此等裁量納入政策、產業參考因素之法理正當性，亦能國際 TRIPS 之相關規定所側面獲

得支持。於 TRIPS Article 27.1 揭示「專利無歧視原則」，係指任何技術領域符合專利三要素

即屬專利制度欲鼓勵創新之標的，而不得對於任一技術領域存有偏見、不合理之差別待遇。

但技術領域中仍存有本質上的差異，如醫療技術牽涉公共衛生甚鉅，尚非行動裝置等機械工

程相關技術得相比擬。更遑論本案之基因技術與族群倫理、生物倫理、研究倫理有高度牽連

關係。故為兼顧技術本身所存有的特質及專利制度所欲鼓勵之創新，應容有對於差異基礎有

合理差別待遇之空間，故於 TRIPS Article 8.1、27.2 和 27.3 即容許各國對於專利標的的適格

性制定符合國家公共衛生政策(“public health and nutrition”)及技術產業發展(“socio-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之排除適格性規定(“Members may exclude from patentability 
inventions, the prevention within their territory of the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of which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rdre public or morality”)，可謂屬專利無歧視原則下的差別待遇正當性之

例證外，亦再揭示專利適格性實具有高度政策導向，故，於專利適格性之判斷上，納入因應

國內產業發展之政策因素，實具有法理之正當性和妥適性。 
490 Daniel K. Yarbrough, After Myriad: Reconsidering the Incentives for. Innovation in the Biotech 
Industry, 21 MICH. TELECOMM. TECH. L. REV. 141, 163-65 (2014). 
491 Id. at 16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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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而，固然上開所使用之分離基因或製備 cDNA 之方法於該時實已屬通

用之技術，唯一與現今技術實務相比僅係效率和成本的差異而已。並且，

即便 cDNA 本質上具有較高程度的人為操作成分，而自然界無此等再經

反轉錄且以片段呈現之形式，惟，其之所以具備後續研究或醫療上的功

能，卻皆係依靠與原先存於人體內的基因序列中外顯子序列相同相似所

致。從而，似乎分離和互補基因從研發實務的技術評價上皆難謂得符合

「顯著」之內涵。 

 

(二) 政策思維之考量 

 

1. 固有技術本質 

生物科技領域本身實係以生物機制為研究對象，不僅研發成果本身

殊難想像非與自然產物相同或相似，否則於醫療上難謂能有效進行檢

測或替換治療之應用。並且，即便周邊研發設備日漸進步，整體技術

領域中仍因累積創新性而尚停留於發展階段，尚持續仰賴發明人等投

入高度的研發成本以克服其中的生物不確定性。是以，雖然技術門檻

關本案的成果與自然界的差異並不顯著，但此等後設性觀察實將忽略

了實際研發過程中所面臨重重的不確定風險。是以，為因應生物科技

之技術特性，實應系統性的調降「顯著」一詞所表徵之程度內涵，而

側重於研發人員所投注的時間、人力、成本和解開過往未知的生物資

訊而言。從而，從此研發性質出發，本文認為應當肯認分離基因和互

補基因之研發成果，而評價為已與自然產物具有顯著之差異而言492。 

 

2. 產業發展特性 

此外，從以生技產業創新政策內涵觀之，亦應做出廣納相關研發成

果皆具可專利性之決定。是以，生物科技領域技術本質上固然係探索

自然產物和其相關生物機制和功能，而某程度難以脫離與自然產物和

定律之高度關聯性。然而，其等所需耗費的高研發成本，以及日後對

於整體社會效益的貢獻程度，促使美國專利商標局於 1982 年首次核

准人類基因專利493，甚至頒布專利審查準則肯認基因序列的專利適格

性494，進而提供一定的鼓勵和誘因，促成創新研發的持續進展，實帶

                                                       
492 李素華，基因研究成果之專利保護及權利範圍──從美歐新近個案談基因專利權對公共衛

生之影響，收錄於: 2011 科技發展與法律規範雙年刊，頁 85-87，2012 年 12 月。然而，提出

上開之專利適格性檢驗方法之論者 Yarbrough，則認為以此套用至分離基因和互補基因時，

前者仍不具備專利適格性，而後者則可通過檢驗而得為專利申請標的。Yarbrough, supra note 
490, at 165-66. 惟，本文並不認同之，於後政策思維評析中詳加說明。 
493 US 4322499 A, Adrenocorticotropin-lipotropin precursor gene, filed at December 1978; US 
4363877 B1, Recombinant dna transfer vectors, filed at 1977/9/23; See Eric J. Rogers, Can You 
Patent Genes? Yes and No, 93 J. PAT. & TRADEMARK OFF. SOC'Y 19, 19 (2011). 
494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tility Examination Guidelines, 66 FED. REG. 1092 
(2001), 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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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鼓勵生物科技產業蓬勃發展的政策色彩。並且，相關文獻中亦有實

證研究佐證若一旦使基因資訊失去專利權之保護，恐造成研發人員不

願公布其發現基因與相關生物功能的關聯性，而可能改以營業秘密的

方式而延後公開的時程，實不利於技術創新495。從而，由鼓勵創新之

誘因保障思維下，實應接納生技產業發展已將專利誘因機制作為研發

動能之基礎的既成事實，更應當繼續維持。 

另外，有論者認為於新科技商業化發展中，適當的制度機制

(appropriability regime)和互補性資產(complementary assets)可謂屬於

相互消長之關係。當專利法保護標的一旦狹窄時，具有相較充足的互

補性資產的公司將會佔據較有利的地位。依此，倘若宣告基因序列不

具專利適格性，上游生技公司恐將難以與具備充足互補性資產之下游

大型製藥公司競爭，實不利於生技產業的發展496。故而，該論者認為

再酌量專利適格性時，有必要將產業發展和社會公眾效益等納入考量，

較為妥適497。 

 

3. 避免技術壟斷面向 

固然基因科技領域中從事基因相關之研究和研發，無論任何疾病或

甚至僅單單的性狀表現，殊難想像能避免不操作到最上位的研究工具

即基因資訊。是以，而基因資訊具有專利排他權的保護時，專利權人

得針對其競爭者拒絕授權，而恐造成研究及實驗操作上的困難及障礙。

並且，生物科技領域實務上確實有發生對於基因序列全面性的專利搶

註及佈局的情形，實可能更加重研究工具的壟斷風險498。從而，有論

者認為應透過排除基因資訊成果的專利申請資格，欲將生物科技領域

回復成過往低度智財保護之研發環境，並且提前防範本質具有上位研

發工具性格的研發成果專利化所可能產生的後續授權困境499。又有論

者提出區分說，認為應依照迴避空間的程度調整可專利性，亦即分離

基因因涉及自然產物而將導致下游研發無可避免地實施到該技術內

涵，但互補基因則有部分地迴避可能，實應排除前者的專利適格性而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web/offices/com/sol/notices/utilexmguide.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其中，多數評論者認為基因序列有與自然產物尚有些微之差異，於法並無限制

其不得具備專利適格性，而應肯認其具備可專利性。 
495 曾勝珍，以美國經驗探討基因專利之法制研究，法令月刊，62 卷 12 期，頁 191-92，2011
年 12 月。 
496 Hershey, supra note 406, at 197-201. 
497 Id. at 203-205.其中，該論者認為專利適格性之爭議，實應由立法者透過特別明文某部分的

自然產物或發現具有可專利性，較能一勞永逸地解決此問題。 
498 陳文吟，由 Myriad 案探討因應基因專利之合理措施，專利師，第 13 期，頁 32，2013 年

4 月。如 Myriad 案系爭基因專利，其於美國專利公開號 5747282 專利之專利申請範圍第五項，

則揭示針對其分離基因片段中每十五個鹼基的片段皆亦屬其專利權範圍所及(“Any isolated 
DNA having at least 15 nucleotides of the DNA of claim 1.”)，可謂有欲將此研究工具全面性壟

斷之例證。 
499 Rai & Eisenberg, supra note 134, at 307, 310, 3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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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認後者500。 

惟，本文並不贊同上開政策思維的操作。實則，對於專利法制所內

涵的政策槓桿的運用，仍應依照專利保護要件和專利主張管制兩部分

而有所區並，並盡量不交互混用，否則難謂能夠前端維持充足研發誘

因的政策思維，更難以期待得收對症下藥之效。是故，本文認為透過

上開排除基因資訊成果的可專利性，不僅有害整體研發動能的維持，

甚至恐對於產業發展有負面之影響。 

 

4. 鼓勵研發創新面向 

尤有甚者，有認為最高法院以生物資訊概念解讀基因序列而排除未

有人為變更之分離 DNA 的可專利性，似欲以促成相關成果的近用和

提前避免授權困境，以嘗試解決基因序列專利所引發的公共衛生難題
501。然而，此情卻可能反倒衍生出窒息生物科技新興領域的生成和發

展之誘因不足的問題502。除了前述提及應將專利近用問題留待專利權

行使的限制配套措施加以因應外，鑒於近期基因科技發展上，實有一

新穎的研發方向稱為「表徵遺傳學(Epigenetics)」，乃針對基因序列中

內含子(intron)所轉錄的 RNA 的功能進行研究，發現其雖不具有與特

定性狀表現有關，但卻有調控基因是否和如何表現之功能，從而具有

高度的潛在應用性，甚至可能成為日後基因治療應用上的重要標的。

惟，在最高法院的判決見解中，將使此等未經高程度人為操作成分且

與自然產物無太大差異之無轉錄功能的 RNA(non-coding RNA)失去

專利保護的可能性，恐造成此等研發失去事前的研發誘因或日後商業

應用上的市場保障503。固然有論者認為得透過限縮最高法院之見解，

以避免造成後續新興的生技研發成果陷入專利適格性有無的高度風

險中，而對於改良創新研發保有一定之誘因504。但未來法院究竟是否

會限縮最高法院於本案的見解的不確定性，以及現行見解下論理基礎

尚不甚清晰的狀況下，仍將造成諸多基因序列相類似的研發領域陷入

有符合專利適格性之困境505，恐產生勸退相關研發者從事開拓和後續

改良研發之投入意願，實不利於整體生物科技領域的研發創新和產業

發展。 

 

                                                       
500 李治安，同前註 486，頁 30。 
501 同前註，頁 29。 
502 李素華，同前註 492，頁 84-85。 
503 Yarbrough, supra note 490, at 154-158 
504 Ashley Winkled, Association of Molecular Pathology v. Myriad Genetics, Inc.: Determining the 
Scope of the Supreme Court’s Holding for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103 KY. L. J. 147, 163-64 
(2014/2015). 
505 Lucas Miller, Has the Fight over Isolated DNA's Patent-Eligibility Opened a Trapdoor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o Other Extracted or Purified Substances?, 8 J. HEALTH & BIOMED. L. 
471, 496-506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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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故而，專利適格性本身雖然具有政策槓桿之功能，卻僅能呈現非黑即

白此適用結果，造成政策細緻執行上的困難506。並且，操作時實需從技

術發展實務和產業情形等因素綜合考量，一旦稍有不慎，對於處於研發

階段而仍持續開拓未知領域之生技產業實影響過鉅，實應避免使用此作

為因應手段507。執此，本文並不贊同現今最高法院對於基因專利之適格

性的見解，除了其提供的論證依據不夠堅實充分外，相關判決或多或少

皆涉及欲以專利適格性處理 Myriad 公司拒絕授權之爭議508，而恐造就不

當排除分離基因可專利性而引起研發創新誘因低落之結果。實而，此等

見解僅係著眼現況問題的解決，卻未參酌專利制度和其他法制實有更為

適當的因應措施可資適用，而造成生物科技專利的法秩序變動過鉅，不

僅影響了相關專利佈局之信賴保護，亦有招致專利適用上的不確定性，

在在與專利法鼓勵創新意旨相違背509。是故，本文認為對於生物科技之

研發成果，應側重於現今整體技術發展仍處於萌芽階段，以及創新研發

對於專利保護誘因的高度需求的政策面向上，應盡量調降專利適格性門

檻，賦予相關成果得符合可專利性510，並改以後續較為彈性之專利保護

要件或其他的配套措施予以嚴格控管及把關511，實不僅能接納產業既存

的發展脈絡、現況和保障整體研發誘因外，亦能適度達到因應後續可能

產生的專利壟斷之情，進而導正不當受限的技術研發方向，促成創新改

良之專利法本旨。 

 

第二目 產業利用性 

 

一、 美國專利法適用現況之介紹 

 

(一) 產業利用性內涵之形塑和判斷方式的演進 

 

1.初期採取寬鬆之見解 

美國憲法之專利條款本身所明文的政策目標，乃係透過專利的

賦予換取得促進科學發展和工藝技術進步之發明的公開，此即得推

導出專利賦予之發明本身有必要具備產業應用的用途，始能符合專

                                                       
506 Rai, supra note 212, at 3. 
507 Yarbrough, supra note 490, at 162-63. 
508 於相關判決中，多有提及 Myriad 公司拒絕授權並對於未經其同意而實施者有意圖提起侵

權訴訟之事實說明。See Ass’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USPTO, supra note 476, at 205; Ass’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USPTO, supra note 477, at 1323. 
509 Rai, supra note 212, at 3-4; 陳文吟，同前註 498，頁 36。 
510 李素華，同前註 492，頁 88-93。 
511 Risch, supra note 360, at 591-92, 648-49; Yarbrough, supra note 490, at 162-63; 陳昭華、鍾靜

湖等人，基因有關研究工具授予專利之探討: 以基因專利之審查為中心，台大法學論叢，第

39 卷第 1 期，頁 440-41，2010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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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賦予的制度本旨512。是以，於 1817 年 Story 法官即分別於 Bedford 

v. Hunt案和Lowell v. Lewis案詳細闡釋了產業利用性要件之內涵513，

其中就實體的部分係認為專利申請之發明實不應有害於人體和社會

倫常或違逆政策執行，而需具備對於社會有正面效益之實用性514，

且毋庸有優於該實現存的相類似發明內涵之情515。而於證明認定上

則不探求實用性之程度，僅僅關注究竟得否真正發揮所述之產業利

用的結果而言516。依此，早期對於產業利用性之要求可謂僅屬低度517。

爾後，除了在 1952 年國會亦將此實用性(useful)明列於專利法第 101

條而成為專利保護要件之一外，亦於 1960 年的 In re Nelson 案中甚

至認為當說明書能表彰出其實際的應用態樣之存在且得以被實施利

用時，固然說明書中存有證明上的部份缺漏，仍得滿足產業利用性

之要件518，實可謂屬某程度更加放寬之決定519 。 

 

2. 中期改採嚴格之見解─以 Brenner v. Manson 案為標竿 

然而，最高法院卻至 1966 年就 Brenner v. Manson 一案則闡釋了

較為細緻且變為較嚴格的判斷基準520。是以，該案之發明係透過特殊

的化學合成方法，得以製備出與類固醇(steroid)相類似的化學物質，

而發明人宣稱其能夠如具有同源性之類固醇般亦得作為癌症抑制之

醫療應用，卻遭以因未詳盡揭示製備後產物本身之性質(failure to 

disclose any utility for the chemical compound produced by the process)，

而被判定系爭發明之方法專利不具產業利用性521。其中，最高法院主

要係認為專利制度之目的乃聚焦於得直接利用於商業，而非單純的科

學哲理專研，是以，固然發明人的研發辛勞值得肯定，但專利的核發

                                                       
512 Lillian Ewing, In Re Fisher: Denial of Patents for ESTs Signals Deeper Problems in the Utility 
Prong for Patentability, 8 MINN. J.L. SCI. & TECH. 645, 648 (2007). 
513 See Cara Koss, Oysters & Oligonucleotides: Concerns and Proposals for Patenting Research 
Tools, 25 CARDOZO ARTS & ENT L.J. 747, 754-55 (2007). 
514 Lowell v. Lewis, 15 F. Cas. 1018, 1019 (C.C.D. Mass. 1817), “All that the law requires is, that 
the invention should not be frivolous or injurious to the well-being, good policy, or sound morals of 
society.” 
515 Bedford v. Hunt, 3 F. Cas. 37, 37 (C.C.D. Mass. 1817), “It is not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at the 
invention is of such general utility, as to supersede all other inventions now in practice to 
accomplish the same purpose.” 
516 Id., “The law, however, does not look to the degree of utility; it simply requires, that it shall be 
capable of use, and that the use is such as sound morals and policy do not discountenance or 
prohibit. In the present case there cannot be the slightest doubt, upon the evidence, that the patent is 
for a useful invention, in a very large sense.” 
517 Tashica T. Williams, In re Fisher: Raising the Utility Hurdle for Express Sequence Tags, 21 
BERKELEY TECH. L.J. 123,125 (2006). 
518 In re Nelson, 280 F.2d 172, 179 (C.C.P.A. 1960), “When actual utility exists, its degree is 
unimportant.” 
519 Ewing, supra note 512, at 649. 
520 Id. 
521 Brenner v. Manson, 383 U.S. 519, 519-522 (U.S.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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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係為了換取有研發成功並得應用於商業之成果而言522。依此，欲符

合此等商業應用之要求，系爭發明除了需具備可用於社會公眾之實質

產業利用性(substantial utility)外523，並且就方法發明實有必要於目前

可利用之形式時即已得提供特定效用(specific benefit )而言524。 

而 Brenner v. Manson 案中雖然係涉及化學合成之技術領域，但法

院認為並無特別需要因應技術本質而有所調整之理，但是為有效促進

公眾利益的提升且避免科學發展受到阻礙，法院實認為應當針對製備

方法之發明需以提供所製造出產物資訊，進而限縮其等可能不當壟斷

的技術範圍525。是以，法院認為就相關技術方法所製備出的產物需係

原先所預期(intended product)，且產物本身消極不備對於人體社會產

生負面效益(detrimental)之情，始能符合實用性之內涵526。然而，本

案發明人不僅未有對於相關產物的內容之揭示，且其所主張之相關同

源所具備的治療功能亦未見有得類比之充足可能性 (sufficient 

likelihood)527。故而，最高法院認為系爭發明因為未有揭示相關產物

之詳細資訊，難謂能符合實質和特定的實用性要求，而做成不備產業

利用性之裁決。 

 

  3.晚近仍維持嚴格之見解─審查基準中判斷標準之提出 

此後，Brenner v. Manson 一案之見解對於後續產業利用性之判準

可謂立下重要之里程碑，不僅日後的 In re Kirk 案和 In re Joly 案皆將

此等嚴格解釋的執法態度亦適用至不具已知用途的中間產物

(intermediate)上，認為即使提供了其所屬上位類型之生物功能或特質
528，或係下游的最終產物之實用內容529，仍難謂有符合確切的產業利

                                                       
522 Id.535-36,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we mean to disparage the importance of contributions to the 
fund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short of the invention of something useful, or that we are blind to the 
prospect that what now seems without use may tomorrow command the grateful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But a patent is not a hunting license. It is not a reward for the search, but compensation for 
its successful conclusion. [A] patent system must be related to the world of commerce rather than 
to the realm of philosophy.” 
523 Id.534, “The basic quid pro quo contemplat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Congress for 
granting a patent monopoly is the benefit derived by the public from an invention with substantial 
utility” 
524 Id.534-35, “Unless and until a process is refined and developed to this point where specific 
benefit exists in currently available form -- there is insufficient justification for permitting an 
applicant to engross what may prove to be a broad field.” 
525 Id.534, “we believe a more compelling consideration is that a process patent in the chemical 
field, which has not been developed and pointed to the degree of specific utility, creates a 
monopoly of knowledge which should be granted only if clearly commanded by the statute. Until 
the process claim has been reduced to production of a product shown to be useful, the metes and 
bounds of that monopoly are not capable of precise delineation. It may engross a vast, unknown, 
and perhaps unknowable area. Such a patent may confer power to block off whole areas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22 without compensating benefit to the public.” 
526 Id.530-31, “…a novel chemical process is patentable so long as it yields the intended product 
and so long as the product is not itself detrimental.” 
527 Id.531-32. 
528 In re Kirk, 376 F.2d 936, 941, 945 (C.C.P.A.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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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內涵。然而，在 In re Brana 案中則係認為在系爭發明中未提供充

分的資訊數據時，實能借重外部相關技術資訊以提供相比擬之依據，

而仍能該當產業利用性530。 

執此，為求裁量上的一致性，美國專利及商標局(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簡稱 PTO)實針對此專利實用性做成相關的裁量基

準，並歷經 1995 年的草創和幾經修改後於 2001 年正式確立531。其中

內容主要係延續 Brenner v. Manson 一案之見解，並且更加概念化和細

膩化，是以，其認為欲符合產業利用性之實體要求，系爭發明本身應

當具備特定之用途(specific)，且得實質地應用(substantial)在現實社會

和商業中(real world)532，而相關的實用上從通常技藝者的角度觀之乃

具備充分的可信性(credible)533。並且，就判斷上則係依照下述之步驟

逐一檢視之: 

(1) 確認系爭發明係屬於何種專利標的類型(方法或物品)，以及

其所對應之特定的實施例內容; 

(2) 詳細檢閱專利說明書之內容，判斷得否尋找出建立充足的表

面證據(prima facie)以支撐其產業利用性實質性要求，其中

表面證據包含說明書中清楚提供的指示和相關先前技術的

教示等; 

(3) 其中所採用的判斷主體實為所屬技術領域通常技藝者之角

度，作為認定系爭發明是否具有實用性之內涵之標準; 

(4) 相關結果中若認為不具產業利用性之表面證據，則 PTO 必

須提供充足的論理基礎以支持其結論，而此時發明人亦得提

供相關事證予以反駁推翻其決定534。 

其中，有論者整理過往和此審查準則之補充內容，認為 PTO 對於生

物科技成果亦係比照化學合成領域般相同對待，而認為在特定實用性的

認定上，當基因序列專利申請案本身聲稱得作為探針或診斷之用時，仍

有必要揭露探針可辨識的標的(target)之內容，或是提供在何等情況下得

進行診治(identify the condition that is diagnosed)535。而在實質產業利用性

的部分，則系爭基因序列不得僅做為自我研發之工具(studying its own 

                                                                                                                                                     
529 In re Joly, 376 F.2d 906, 908 (C.C.P.A. 1967). 
530 In re Brana, 51 F.3d 1560, 1567 (Fed. Cir. 1995), “Although it is true that minor changes in 
chemical compounds can radically alter their effects on the human body, evidence of success in 
structurally similar compounds is relevant in determining whether one skilled in the art would 
believe an asserted utility.” 
531 See Williams, supra note 517, at 129-130; also See Ewing, supra note 512, at 650-51. 
532 Ewing, supra note 512, at 656. 
533 Timothy A. Worrall, The 2001 PTO Utility Examination Guidelines and DNA Patents, 16 
BERKELEY TECH. L.J. 123, 132-33 (2001). 
534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upra note 494, at 1098-99. 
535 iBRIEF, The Fate of Gene Patents Under the New Utility Guidelines, 2001 DUKE L. & TECH. 
REV. 8, P 12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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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而需與特定生物功能或醫療效用加以連結始足當之536。此外，

審查準則亦認為得透過先前技術或通常技藝者，比較基因或胺基酸序列

成果與同源性(homology)產物之差異，評斷是否有得類比功能特性之依據，

進而決定是否得確實用於真實社會中之佐證537。  

 

(二) 基因專利之產業利用性實務見解介紹─以 In re Fisher 案為例 

 

1.系爭發明之技術介紹和 PTO 的見解 

就基因序列專利應如何滿足產業利用性之要求，最具代表性乃聯

邦上訴巡迴法院於 2005 年裁斷的 In re Fisher 案。此案主要係涉及發

明人透過檢篩玉米(Maize)的葉子組織於開花時期所表現之基因序列

中，選殖出五組得轉譯出全部或部分蛋白質之互補基因序列，而由於

片段較小得作為引子(primer)或探針(probe)之用，亦被劃歸於表現序

列標幟(Expressed Sequence Tag，簡稱 EST)之一類。本案發明欲將有

包含(“comprising”)此等其所揭示相關序列片段之相關核甘酸型態和

變異型列為其專利申請範圍之內涵538。其中，本案發明人宣稱此等小

型互補基因序列本身，實能有諸多實用之功能，舉凡作為定序玉米所

有基因之標記、針測 mRNA 的表現量、作為大量製備特定基因之引

子、確認有無其他基因多型性(polymorphisms)、作為純化分離染色體

啟動子(promoter)之用、調控蛋白質之表現，以及探求不同動植物的

基因序列皆屬之539。然而，卻遭到 PTO 連續以未具備特定且實質的

實用性而遭到否准。其中主要係立基於相關用途實屬一般性 EST 之

功能，而發明人未揭示應如何以系爭序列予以實行。並且，鑒於系爭

發明未提供個別序列所對應之蛋白質究屬為何，而尚有賴進一步研究

始能得知或推知，實僅屬於提供未經處理之基因資訊而已，難謂具備

已知用途而能應用於真實世界中，實無法通過實質產業利用性的檢驗
540。而於訴訟中政府代表和法庭之友的意見中，亦皆指稱系爭發明人

僅屬提供一單純數據或研究計畫，而單純作為後續研發之起始點，應

                                                       
536 Id. P 13. 
537 Worrall, supra note 533, at 142. 
538 In re Fisher, supra note 364, 1366-1368 (Fed. Cir. 2005), “Claim 1 of the [No. 09/619643] 
application recites: A substantially purified nucleic acid molecule that encodes a maize protein or 
fragment thereof comprising a nucleic acid sequence selected from the group consisting of SEQ ID 
NO: 1 through SEQ ID NO: 5.” 
539 Id. at 1368, “(1) serving as a molecular marker for mapping the entire maize genome, which 
consists of ten chromosomes that collectively encompass roughly 50,000 genes; (2) measuring the 
level of mRNA in a tissue sample via microarray technology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gene 
expression; (3) providing a source for primers for use in th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process to enable rapid and inexpensive duplication of specific genes; (4) identifying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a polymorphism; (5) isolating promoters via chromosome walking; (6) controlling 
protein expression; and (7) locating genetic molecules of other plants and organisms.” 
540 Id. at 13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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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具任何產業利用上的意義541。 

 

2.法院實務見解之說明 

對此，巡迴法院亦肯認前開 PTO 意見之結論，並遵循最高法院於

Brenner v. Manson 案見解和 PTO 之審查基準內容，最終做出本案不具

產業利用性之決定。首先，法院認為系爭發明需提供充足的揭露和揭

示，以呈現其所具備的實質或實際的產業利用性，並且實用性標準應

當為現下即能為社會大眾所用(presently available benefit to the public)，

而不應尚需經後續研究驗證而遲至未來證明後始能為之542。再者，就

產業利用的用途特定上，於基因序列等生技發明中，單純載明生物功

能或特徵並未滿足明示(explicit indication)而產生特定之效果，實而，

應有必要註明如何以系爭發明本身實行相關產業之用途543。 

而在本案中，相關的產業用途實涉及研究工具面相，此於審查基

準中揭示的相關判斷基準有二，一為所述的實用性必須直指系爭發明

本身(particular to the subject matter claimed)，而不得泛泛地以發明所

屬技術類別之性質加以闡述544; 另一則為實需分辨系爭發明係已具

備特定實質用途或尚有賴後續研發始能確知，亦即，究竟係已得實質

作為輔助特定研發之用，抑或是本身僅屬於研發標的內容之列而尚待

進一步的試驗545。依此，上訴法院實採用實用性光譜(spectrum)之判

斷方法，認為本案中並未提供系爭發明所內涵的基因序列(underlying 

gene)的對應已知功能，以及任何關於欲偵測之基因序列(specific DNA 

target)以及如何使用等資訊546，甚至發明本身僅作為研究確認上開假

設性用途的研發中間產物(research intermediates)而已547。綜此，法院

認為發明人實需補充相關進一步試驗等資訊，始能滿足實質產業利用

性之要件，否則實偏離達實質標準甚遠548。最後，本案發明人亦有抗

辯 EST 技術的廣泛實施之商業化成功(commercial success)，藉此證明

其係具備產業利用性。惟，法院認為此應以本案發明內容而非 EST

技術作為判斷依據，而未見有相關農業公司就系爭發明實際或有意願

接洽之證據，難認得以此次要因素佐證實用性之具備549。 

                                                       
541 Id. at 1369-1370. 
542 Id. at 1371. 
543 Id. 
544 Id. at 1372. 
545 Id., “an assessment that focuses on whether an invention is useful only in a research setting thus 
does not address whether the invention is in fact "useful" in a patent sense. [The PTO]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inventions that have a specifically identified substantial utility and inventions 
whose asserted utility requires further research to identify or reasonably confirm.” 
546 Id. at 1372-73. 
547 Id. at 1373-75, “…the claimed ESTs can only be used as research intermediate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underlying protein-encoding genes of unknown function.” 
548 Id. at 1376-77. 
549 Id. at 13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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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務見解之檢討和政策評析 

 

1.實務見解有意避免專利搶註現象 

綜合上開的實務見解之發展，專利之產業利用性要件從早先時期的寬

認，乃至 Brenner v. Manson 案中期針對方法發明和相關中間產物作為專

利標的時，要求提供較多的產物資訊以證明確實有特定且實質的用途，

實有轉趨嚴格之態勢。到了 PTO 制頒審查基準則將產業利用性之內涵加

以抽象概念化，並確立特定、實質和可信之三要件判斷標準，最後從晚

近 In re Fisher案的具體適用情形，實可發見仍未脫逸出Brenner v. Manson

案所闡釋之框架，並持續遵循著較為嚴格之態度。實而，此等見解之演

進歷程與基因序列專利的蓬勃申請甚至大量搶註的時空背景息息相關。

是以，基因本身作為生物科技領域的核心研究對象，而其等序列所內含

的生物資訊與日後運行所表現的生物功能有所連結，而具有高度潛能作

為醫療檢測或治療之用，故，基因序列可謂同時具有研究標的和商業應

用的雙重面向550。然而，隨著自動化定序技術的興起，造成諸多研發者

就尚未確切知曉如 EST 般的基因片段其中所內含的生物功能即提出專利

申請551。依此，美國 PTO 和法院似有意透過產業利用性此政策槓桿，排

除此等尚未符合特定實質的實用性之發明獲取專利的可能，要求此等

EST 研究應再進一步探索，進而保持生技研發不至落入全然佈滿專利之

高度授權需求的研發環境中552。 

 

2.產業利用性之政策性質 

是以，於基因序列專利的產業利用性之主要爭議，實乃究竟對於

基因序列的研究要進展至何種階段(developmental timeline)，始能足以

該當實用性之要件553，可謂實屬於一時點判斷之議題(timing issue)554。

有鑑於基因科技的研發成果本身，隨著成果資訊的累積，實能從一研

究標的，漸漸演進成某程度的研究工具，最後始會到達進入市場予以

銷售的性質。故而，究竟實用性的標準應當劃設在此發展時間光譜的

何處，此不僅涉及技術層面的解析，亦高度仰賴政策內涵的辯證555。

                                                       
550 Allen K. Yu, Why it Might Be Time to Eliminate Genomic Patents, Together with the Natural 
Extracts Doctrine Supporting Such Patents, 47 IDEA 659, 664 (2007). 
551 Worrall, supra note 529, at 134-35; Tanya Wei, Patenting Genomic Technology - 2001 Utility 
Examination Guidelines: An Incomplete Remedy in Need of Prompt Reform, 44 SANTA CLARA L. 
REV. 307, 324-25 (2003); Lawrence M. Sung, ,in MEDICAL DEVICE PATENTS, 41-44 (2010). 
552 Diana A. Villamil, Redefining Utility in Determining the Patentability of DNA Sequences, 5 J. 
MARSHALL REV. INTELL. PROP. L. 238, 253-54 (2006); Williams, supra note 517, at 138-39. 
553 Williams, supra note 517, at 136-37. 
554 Julian David Forman, A Timing Perspective on the Utility Requirement in Biotechnology Patent 
Applications, 12 ALB. L.J. SCI. & TECH. 647, 661 (2002). 
555 iBRIEF, supra note 531, at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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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單從技術內涵的角度觀之，產業利用性標準實可謂為管控研發

時間之門檻，標準以前尚屬研發試驗階段，反之越過者則具備實際用

途而言。然而，此等標準之劃設應當依照技術實務的發展而有所位移，

畢竟技術環境中得參考的技術資訊逐漸累積，且通常技藝者的智識水

準亦隨之提升，相對地就實用性判斷的資訊需求理論上應當逐步降低。

惟，相關判決見解卻是穩定地依循著前案之嚴格見解，恐有忽略個別

發明所屬之技術領域的發展脈絡和所存個別技術細節差異之問題556。

此時，實有必要再進一步探求此實用性判斷基準仍持續要求基因序列

等成果提供終端產物或用途實施細節，是否存有政策思維的正當性和

妥適性。 

 

3.保障後續創新之政策面向 

有鑑於基因科技的研發實務上，確實需要高密度的人力和資金挹

注，而成果本身固然因為累積創新特性而進展幅度不大，但卻同時屬

於研發社群續行研究開發以克服生物不確定之所需。此時，為維持研

發能夠持續不斷接力，最後創造得以進入市場造福社會福祉之醫療產

品和服務，實有必要透過充分誘因保障換取其等成果之早期公開。然

而，隨著拜杜法案制定後研發經費漸漸轉向由研發成果予以回收和吸

引私人投資，並且成果一旦公開極容易被其他研發者自行於實驗室實

施複製而存有高度潛在侵權發生之可能557，此時唯有倚賴專利要件的

調整以賦予專利權之保障，進而防範前開之缺失，並且符合生技研發

的每階段亟需誘因保障始能持續進行之特性558。惟，在側重研發誘因

和動能的保障之面相時，過分提前允許早期研發成果的專利化而寬認

產業利用性之具備，卻可能連帶地引發經濟層面的問題和研發改良的

困境。實而，固然對於初始研發者的成果保障能夠有效增進其從事後

續改良和商業開發的研發意願，卻可能因為成果本身的用途不明，而

造成究竟後續能否帶來社會正面效益不甚明確，但排他權的賦予卻消

弭了市場自由競爭，將直接造成市場效益的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

甚至可能產生不當奪取過多公共財而壟斷阻礙了後續的技術續行發

展之空間559。是故，為求真正落實憲法明文的專利制度之意旨，似乎

得以作為支撐相關實務對於專利之產業利用性的要求較嚴之基礎。 

 

4.維持充分誘因保障之政策面向 

然而，即便依據上開之政策思維，現行法院實務對於專利實用性

的判斷上卻非全然有利於生技產業之發展。是以，生技產業本身除了

                                                       
556 Forman, supra note 554, at 655. 
557 Id. at 663-64. 
558 Yu, supra note 550, at 754. 
559 Forman, supra note 554, at 661-62,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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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備具有醫療效用之產品或提供相關之服務外，實有大部分比例乃聚

焦於提升研究開發的效率而言，固然累積創新特性確實造就諸多研發

成果本身既為研發標的亦為研究工具之牽連難分的關係，但至少從功

能的角度切入，該等研發成果實具有促進研發進行之效，並以研發技

術市場作為主要消費客群560。執此，現今實務中就產業利用性區分為

特定、實質和可信性三要素中，於實質產業利用性的部分，於 In re 

Fisher 案等皆認為應當得直接用於商業市場中，而排除 EST 本身實能

充為創新研發市場中的工具產品之性質，似乎有將實質實用性的概念

過分窄化之情。固然 EST 本身實屬基因科技中僅需投入較低廉的研

發成本所完成開發的極端實例，而法院有意透過實用性排除其可專利

性，但是一旦將此等嚴格限縮實質產業利用性之判準廣泛適用至基因

科技領域中，將會不當扼殺諸多具有濃厚的研發工具的可專利性，並

且僅有研發鏈的最終端(final step)始能獲取專利，難謂能夠維持生技

研發之創新發展的持續動能561。 

此外，有論者認為現今的特定性用途的認定上實存有缺陷，即倘

若 In re Fisher 案之 EST 序列納入了 DNA 微陣列(DNA microarray or 

DNA chips)中，似乎即可透過微陣列本身的廣泛篩檢之應用性質而連

帶提升了 EST 序列的特定用途可能性，此時實有可能造就此等 EST

序列得以通過實用性要求而不當專利化562。亦有論者認為在產業利用

性的可信性要件上，認為實際適用上可能因為先前技術資料蒐羅不齊

而容易產生的誤判等情563。是故，實務的適用操作上多嚴格遵循相關

前案而未有細緻因應產業類別和技術發展脈絡予以調整，造成產業利

用性要件本身雖然外觀上採取了實質認定判準，卻於實務操作上仍採

行形式化的採認，進而造就適用上諸多的不確定性。而此等難以預見

性恐對於研發者和投資者的誘因保障有所影響，恐對於生技產業之創

新發展產生不利之影響564。 

 

二、 本文見解 

 

(一) 政策思維的採擇 

執此，本文認為對於基因序列等生技研發成果而言，產業利用性要

件的採認雖然得有效提前排除過於上位或實際用途不明的研發標的或工

具的不當專利化，進而維持後續研發改良能夠持續進行。然而，卻可能

                                                       
560 Ewing, supra note 512, at 666; Forman, supra note 554, at 680. 
561 In re Fisher, supra note 364, at 1380 (Rader, J. dissenting). Also See Ewing, supra note 512, at 
664-65. 
562 Williams, supra note 517, at 141-44. 
563 Worrall, supra note 529, at 138-143. 
564 iBRIEF, supra note 531, at P28-34; Ewing, supra note 512, at 664; Villamil, supra note 552, at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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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略了生物科技領域本身高度著重基礎研究和累積創新特性，以及產業

本身多以產出研發工具之商業性質。是以，固然專利申請實務上普遍存

在專利搶註和擴張自身專利範圍等行為，但是不應特別針對此情而執意

操作產業利用性予以因應，而未以政策宏觀思索專利制度是否存有其他

更為妥適的政策槓桿。更何況，EST 此等小型基因序列本身僅需耗費低

廉的研發成本且技術貢獻甚低，實非屬生技產業典型的研發成果而言，

倘若過分聚焦於此極端實例，並以此作為建構產業利用性內涵之主要假

想對象，必將得出不合用於整體生技產業且得出與產業創新之政策目標

相違逆的結果。是故，本文認為產業利用性操作的政策思維上，較為妥

適之政策模型實乃側重於貼近技術發展實務和維持充足的誘因保障，而

有必要針對生技研發成果本身多帶有研發工具性格加以調整。並且，針

對現行專利搶註等情以適度提高產業利用性加以回應，但非謂如現今實

務和多數論者所採之嚴格見解而言565。依此，透過適當地以專利賦予鼓

勵對於生技研發有貢獻和助益之成果進行早期公開，進而滿足累積創新

特性所需之加速成果累積和產出，促使最終達成生技產業創新發展之政

策目標。 

 

(二) 產業利用性的判斷內涵再造 

首先，鑒於生技研發領域之相關成果大部分多係作為幫助純化分離

和進一步研究分子物質之研發標的或研究工具，本質上乃係促進科學研

發人員能夠更為貼近至科學真理以解開未知領域(“closer to unlock the 

secrets”)566。雖然此等促進研發進行之功能面向，並未被包攝至現行實務

就美國憲法之專利條款的鼓勵技藝創新之解釋內涵中，而不被認定屬於

可直接應用至真實社會中，故即不符合產業利用性初步的實質實用性之

內涵。但是，倘深入探究生物科技與一般技術領域之差異所在，考其相

關研究工具成果實有助於生技產業克服生物不確定性和滿足累積創新特

性，進而加速得施用至商業市場之產品服務早日問世，此情固然未能直

接有益於社會大眾，但卻係因應基因科技之固有特性，且應有符合憲法

明文之專利制度的實質意旨和政策目的567。是故，應當調整現行實務中

對於實質產業利用性之標準，而針對得實際應用於研發實務上的基因科

技之研發工具成果的功能，亦納入採認的標準內涵中568。 

其次，當研發工具應用亦可符合實質產業利用性之一類時，此時將

面臨如 In re Fisher 案之 EST 序列本身究竟得否通過實用性要件之標準。

有鑑於現今生技研發領域中周邊技術設備的改良和精進，固然理論上應

                                                       
565 Joshua C. Benson, Resuscitating the Patent Utility Requirement, Again: A Return to Brenner v. 
Manson, 36 U.C. DAVIS L. REV. 267, 295-96 (2002); Khalifeh, supra note 434, at 130-31; Wei, 
supra note 551, at 331. 
566 In re Fisher, supra note 364, at 1379-1380 (Rader, J. dissenting). 
567 Ewing, supra note 512, at 667-68. 
568 Id. at 669-671; Koss, supra note 513, at 7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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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實用性標準上所需資訊揭示的減少，但是相對地卻可能衍生出不

甚具備技術貢獻之專利搶註的問題，實有必要再輔以嚴格且細緻的特定

用途要件予以把關569。實而，縱然研究標的和研究工具二者難以清楚劃

分，但仍得以系爭發明成果本身對於研發進行的貢獻程度予以區分界定，

如 In re Fisher 案之 EST 序列本身僅提供初步的序列資訊，卻未有對於其

所對應的胺基酸功能加以進一步的揭示，僅單純以「於開花期實有明顯

表現」此語作為功能之描述。此不僅對於研發進行的助益面向過於單一，

且指向對於成果本身需再進行諸多研究探討此研究方向，甚至對於後續

研發的成功率的增進效果亦屬模糊，難謂能夠確實以此等成果作為實際

研究對象之應用570。是故，應當透過判斷個別生技發明之研發面向的技

術貢獻和促進研發的實質內涵，以充為產業利用性之特定性要件的內容，

實能有效以創新政策思維作為決定研發階段究竟演進至何處得以通過實

用性門檻之論理依據，進而避免不當核發專利予未能真正實質促進研發

創新之研發成果，同時增加整體適用操作上的可預見性。 

最後，針對基因科技之研發成果的產業利用性適度採認研發工具之

功能面向，多有認為可能會引發後續專利授權困境而導致研發窒息之問

題571。惟，本文認為當某程度調整現行實務的嚴格認定，實能避免研發

成果延後公開，除了更能貼近研發實務外，亦能維持研發環境的誘因保

障充足，而關於後續專利授權之爭議，則實當應由專門處理專利行使和

主張部分之政策槓桿予以處理，較能收對症下藥之效572。是以，就如同

In re Fisher 案 Rader 法官所主張，不應過度依賴產業利用性之要件以排除

如 EST 序列成果本身可能產生的反共有之悲劇，而不當犧牲了生技研發

的創新誘因之保障573。  

 

三、 小結 

產業利用性，乃立基於專利制度的對價機制，針對國家以獲取一定期間

的排他權所換取的發明人公開其技術成果的內容和資訊，究竟對於社會公眾

和產業市場是否有助益的判斷槓桿。過往此要件的判斷標準較為寬鬆，然而

隨著 Brenner v. Manson 案以及 PTO 審查基準的頒布，確立了此要件的實質內

涵和趨於嚴格的執法態度。其中，除了於說明書內所明載的功能需予以特定

且具備可信性外，在實質實用性的部分則要求需與商業活動具有直接的關聯

性。而關於此實質性的內涵，在 In re Fisher 案適用於 EST 基因序列時，實務

法院卻以系爭發明僅屬於尚待進一步研究的研發標的屬性，而排除其可專利

性。對此，本文固然贊同巡迴法院於 In re Fisher 案的結論，但僅將實質實用

                                                       
569 Ewing, supra note 512, at 671-72. 
570 Bryan J. Boyle, Fishing for Utility with Expressed Sequence Tags After In re Fisher, 23 SANTA 

CLARA COMPUTER & HIGH TECH. L.J. 589, 609-610 (2007). 
571 Wei, supra note 551, at 320-21. 
572 Villamil, supra note 552, at 254-255, 267. 
573 In re Fisher, supra note 364, at 1381-82 (Rader, J. diss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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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內涵之涵蓋範圍限定在得直接為商業應用，或屬於特定研究工具的見解，

將不當忽略了基因科技的技術本質和累積創新特性。畢竟，基因科技的研發

成果大多具備著研究工具傾向，亦即，無論是以工具或標的的形式提供後續

研發創新的進行更加順利並增進其效率而言。從而，一旦在實質用途的部分

採取限縮的政策思維，雖然得某程度上抑制專利搶註的問題，卻恐導致研發

成果的延後公開，甚至衍生整體創新研發誘因保障的不足。 

故而，本文認為產業利用性此政策槓桿的實施上，應當因應基因科技領

域的研究工具性格，而就現今實務中實質用途之認定上，納入促進研究進行

之面相，再以適度提升特定性之要求，實質認定研發成果本身的研發促進功

能和技術貢獻，作為防範未達有效促進研究發展之發明得獲取專利，進而衡

平公眾利益的保障和研發誘因的維持。並且，藉此以技術發展和產業創新之

思維作為適用操作上的論證依據，更能以貼近生技的研發實務、加速研發成

果的公開時點，達到增進後續研發動能和提升投資的預見性。 

 

第三目 進步性 

 

一、 美國專利法適用現況之介紹 

 

(一) 進步性要件內涵之形塑和判斷方式的演進 

 

1. 初期實務見解和判斷方法架構─Graham 測試步驟和 TSM 判斷 

進步性概念起源於 1852 年 Hotchkiss v. Greenwood 一案，法院認

為專利申請案之發明，實需具備一定之發明品質(“degree of skill and 

ingenuity”)，始符合核發專利之標準574。隨著後續判決的持續援引和

見解累積，於 1952 年美國國會實將此判例法所創設之要件明訂於專

利法第 103 條中，並獨立成為專利保護要件之一575。而此一要件的內

涵乃立基於所屬技術領域通常技藝者之角度，觀察專利申請案與相關

先前技術之間的差異，判斷系爭發明所具備之額外功能、效率增進或

改良內容，是否在專利申請時點前的技術基礎上得評價為明顯能輕易

完成，而決定得否該當其門檻要求576。實而，於 1966 年 Graham v. John 

Deere Co.一案將上開進步性要件明文加以具體化，提出具有指標性的

四步驟三要件的判斷方法，又被稱為「Graham Test」577，分別如下: 

                                                       
574 Hotchkiss v. Greenwood, 52 U.S. 248, 267 (1851). 
575 於美國法多稱為「非顯而易見性(Nonobvious)」，而於歐陸法系則多以「發明步驟(Inventive 
Step)」代稱，我國則係稱之為進步性而言。下述將以非顯而易見性和進步性混用予以表述。 
576 35 U.S.C §103, ʻ A patent for a claimed invention may not be obtained…i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laimed invention and the prior art are such that the claimed invention as a whole 
would have been obvious before the effective filing date of the claimed invention to a person 
having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to which the claimed invention pertains…ʼ (本文自行節錄) 
577 Graham v. John Deere Co. of Kan. City, 383 U.S. 1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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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應界定出先前技術之內涵和範圍; 

(2) 其次應探求系爭專利申請案之發明內容與先前技術的差異; 

(3) 再創設並決定系爭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之通常技藝者

(PHOSITA)所應具備的技術水準和智識內涵; 

(4) 最後，從建立之通常技藝者之角度分析系爭差異的變化，是

否具有非顯而易見之內涵，並輔以客觀性次要因素

(Secondary Consideration)予以參酌，如獲商業上成功或解決

長久未解之問題等，進而決定系爭發明是否該當進步性之要

求578。 

其中，於上開判斷步驟的實際適用上，仍有必要細緻建構所使用

的要件和內涵。首先，於先前技術內容範圍的確認上，由於進步性的

判斷上得蒐羅複數文件加以交互比對，是以，所擇選的資料範圍係以

系爭發明的申請專利時點以前公開且得近用之技術文件，並且探求之

範疇亦不以申請範圍為限579。另外，鑒於得提供比對的資料繁多，為

增進判斷效率又能同時避免可能產生不當核發專利予未符創新品質

標準之發明，實而，係透過「類同技術(analogous art)」加以限定，亦

即，由系爭發明所屬技術之通常技藝者主觀上可能近用，或系爭發明

指涉之技術問題的解決上客觀可供使用之周邊其他技術之合理範疇，

將有相關性之技術文件加以挑選而供比對之用580。 

其次，於先前技術與系爭申請發明差異評價的部分，由於技術發

展的本質上多係以先前技術為基礎再為改良和精進，是故，固然後續

研發成果上多具備一定程度之技術突破或技術貢獻，惟，實可能受有

先前技術的指引功能和效果所影響581。從而，於 1982 年聯邦巡迴上

訴法院創設一 TSM 之判斷基準，確認先前技術組合所生之教示

(teaching)、建議(suggestion)及誘發動機(motivation)之效果，並判斷其

與系爭發明之差異改良間的教示因果關係，亦即，系爭發明之差異是

否導因於先前技術教示所生，進而決定個案中是否該當進步性之要求

                                                       
578 Id. at 17-18., “Under § 103, the scope and content of the prior art are to be determine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ior art and the claims at issue are to be ascertained; and the level of 
ordinary skill in the pertinent art resolved.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obviousness or 
nonobviousness of the subject matter is determined. Such secondary considerations as commercial 
success, long felt but unsolved needs, failure of others, etc., might be utilized to give light to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origin of the subject matter sought to be patented.” 
579 Id. at 33., “…an invention is construed not only in the light of the claims, but also with 
reference to the file wrapper or prosecution history in the Patent Office. Claims as allowed must be 
read and interpreted with reference to rejected ones and to the state of the prior art…” 
580 In re Clay, 966 F.2d 656, 658-659 (Fed. Cir. 1992), “Two criteria have evolved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prior art is analogous: (1) whether the art is from the same field of endeavor, regardless of 
the problem addressed, and (2) if the reference is not within the field of the inventor's endeavor, 
whether the reference still is reasonably pertinent to the particular problem with which the inventor 
is involved.”  
581 ROBERT L. HARMON et al., PATENTS AND THE FEDERAL CIRCUITS, 209-210 (10th e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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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其中，隨著美國判決先例的累積和演進，對於先前技術教示作用

的判斷上，實有提供諸多參考之準據。有以先前技術教示作用內容本

身，實可能產生反教示(teach away)之作用，亦即，對於系爭發明所進

行改良研發的方向提供勸阻之反向指引，而此時發明人仍願意致力去

開拓則應屬專利法制欲鼓勵之研發行為，實應受到進步性之認可予以

鼓勵。惟實際應用上仍需謹慎地從複數技術文件所生之教示作用綜合

評比始得為之583；有以教示的作用程度，當先前技術累加並構築成「明

顯可試(obvious to try)」之程度，並且僅需發明有效地降低試誤(try and 

error)的次數之效果，而具備「合理成功期待(anticipated success)」，則

新發明很可能被判定不具進步性584；又有從系爭發明的技術品質本身，

認為固然與先前技術之化學結構相似，卻僅要產生相較於先前技術一

「不可期待之優勢屬性(unexpected advantageous property)」，實得判定

屬於超越一般情形的教示因果關係，而該當進步性之要求585。 

最後，就上開先前技術與系爭發明存有差異之教示作用和相關因

果關係，實乃委由法律擬制之所屬技術通常技藝者予以客觀判斷586。

是以，此虛擬判斷主體本身所具備之專業和智識水平的建構，對於進

步性要件的政策功能之執行上實扮演極為重要之角色。其中，美國法

院實務於 1983 年的 Envtl. Designs, Inc. v. Union Oil Co.一案，提出相

關建構之考量因素587，並且認為應聚焦於判斷系爭發明是否應符合非

                                                       
582 Wesley A. Demory, Patent Claim Obviousness in Jury Trials: Where's the Analysis?, 6 J. BUS. 
& TECH. L. 449, 452-54 (2011). 
583 HARMON et al., supra note 581, at 210-12. 
584 In re O'Farrell, 853 F.2d 894, 903-904 (Fed. Cir. 1988), “Obviousness does not require absolute 
predictability of success. Indeed, for many inventions that seem quite obvious, there is no absolute 
predictability of success until the invention is reduced to practice. There is always at least a 
possibility of unexpected results, that would then provide an objective basis for showing that the 
invention, although apparently obvious, was in law nonobvious.”; “For obviousness under § 103, 
all that is required is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success.”然而，該法院闡釋於以下兩種情形，未

屬於達明顯可試之程度而仍有可能具備非顯而易見性。一為客觀上存在多種研發方向的指示，

卻未有能分辨孰者最為關鍵，以至於後續研發仍必須持續試誤始能完成研發；另一則為系爭

發明所屬之技術領域仍屬新興開闢之類別，而客觀上存在著諸多未知的研發風險，抑或是相

關前案僅僅提供一般性程度之指引，難謂能夠有效減卻試誤的成本。Id. at 903, “In some cases, 
what would have been "obvious to try" would have been to vary all parameters or try each of 
numerous possible choices until one possibly arrived at a successful result, where the prior art gave 
either no indication of which parameters were critical or no direction as to which of many possible 
choices is likely to be successful….In others, what was "obvious to try" was to explore a new 
technology or general approach that seemed to be a promising field of experimentation, where the 
prior art gave only general guidance as to the particular form of the claimed invention or how to 
achieve it….Neither of these situations applies here” (本文自行節錄) 
585 In re Chupp, 816 F.2d 643, 646 (Fed. Cir. 1987), “…evidence of unobvious or unexpected 
advantageous properties may rebut a prima facie case of obviousness based on structural 
similarities.” 
586 於 1952 年進步性要件明文化時為避免過往不當側重於發明人本身技藝水準之主觀評價，

則改以法律擬制創設此判斷主體進行客觀判斷。沈宗倫，由專利法教示因果關係論進步性：

以組合專利與類似為中心，國立臺灣大學法學論叢，第 42 卷第 2 期，頁 328，2013 年 6 月。 
587 Envtl. Designs, Inc. v. Union Oil Co., 713 F.2d 693, 696 (Fed. Cir. 1983), “Factors that may be 
considered in determining level of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include: (1)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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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易見性而言，似帶有政策導向之意謂588。 

 

2. 晚近趨於嚴格的實務見解─KSR 案之判斷準則 

由於巡迴法院為避免判斷時點落於在發明完成之後所可能產生

的後設偏見(hindsight bias)，而對於先前技術之教示作用實採取嚴格

之解釋，相對地造成進步性門檻過於寬鬆589，招致此專利要件失去本

身作為把關以賦予專利私權所換取之系爭發明的公開，應具備相對高

程度技術品質而供公眾得以享受此利益衡平之政策目的590。從而，於

2007 年最高法院於 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一案立基於專利法制本

身的鼓勵技術創新精進之政策意旨，批評上訴法院過往對於先前技術

所生之教示作用的解釋上太過形式主義化，導致幾無創新內涵之一般

性發明案亦能取得專利，不僅造成不當奪取先前技術之價值，更造成

後續研發近用之資源的阻礙，恐導致創新研發之運行難以維持591。依

此，最高法院實對於進步性的實務判斷基準加以導正和調整，認為應

當實質探求先前技術對於系爭發明所生的教示和影響，而非堅守拘泥

於先前技術本身直指的問題解決思維上592。其實，通常技藝者之所以

會欲嘗試將相關先前技術進行組合之「原因」，如市場因素(market 

demand)、改良設計需求(design need) 593，或是客觀技術環境下已有

                                                                                                                                                     
inventor; (2) type of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art; (3) prior art solutions to those problems; (4) 
rapidity with which innovations are made; (5) sophist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and (6) educational 
level of active workers in the field.” 
588 Id.at 697, “Th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lies in the need to adhere to the statute, i.e., to hold that 
an invention would or would not have been obvious…” 
589 Demory, supra note 582 , at 567-69. 
590 Rebecca Hays, Biotechnology Obviousness in the Post-Genomic Era:KSR v. Teleflex and In re 
Kubin, 10 MINN. J.L. SCI. & TECH. 801, 804 (2009); 沈宗倫，同前註 586，頁 348-49。 
591 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 550 U.S. 398, 415-16, 419, 427 (2007), "…patent for a 
combination which only unites old elements with no change in their respective 
functions …obviously withdraws what already is known into the field of its monopoly and 
diminishes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to skillful men."; “The obviousness analysis cannot be confined 
by a formalistic conception of the words teaching, suggestion, and motivation, or by over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published articles and the explicit content of issued patents.”; “…the results 
of ordinary innovation are not the subject of exclusive rights under the patent laws. Were it 
otherwise patents might stifle, rather than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useful arts.” (本文自行節錄) 
592 Id. at 420, “The first error was… look only to the problem the patentee was trying to 
solve.  The Court of Appeals failed to recognize that the problem motivating the patentee may be 
only one of many addressed by the patent's subject matter. ”; “The second error … lay in its 
assumption that a person of ordinary skill attempting to solve a problem will be led only to those 
elements of prior art designed to solve the same problem… Common sense teaches, however, that 
familiar items may have obvious uses beyond their primary purposes, and in many cases a person 
of ordinary skill will be able to fit the teachings of multiple patents together like pieces of a 
puzzle.” 
593 Id. at 418-19, “…it can be important to identify a reason that would have prompted a person of 
ordinary skill in the relevant field to combine the elements in the way the claimed new invention 
does. This is so because inventions in most, if not all, instances rely upon building blocks long 
since uncovered, and claimed discoveries almost of necessity will be combinations of what, in 
some sense, is already known.”; “The diversity of inventive pursuits and of modern technology 
counsels against limiting the analysis in this way. In many fields it may be that there is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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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出有限數量之可資解決方法 (finite number of identified, 

predictable solutions)594，皆屬判斷考量之重點。 

再者，於 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一案，亦因應巡迴上訴法院

的裁判僵化，而針對法律擬制之所屬技術通常技藝者此判斷標準，闡

釋此 PHOSITA 本身亦應具備一定程度之創造力(ordinary creativity)，

某程度上提高判斷標準以減卻過分核發專利權之問題595。是以，於進

步性判斷方法的細緻化後，似隱含著此要件得配合不同技術領域和相

關產業的研發和發展現況，以細緻調整對應的PHOSITA的判斷水準，

進而妥適地發揮專利進步性之政策功能，達到鼓勵技術產業創新發展

之目標596。 

 

(二) 基因專利之進步性的實務見解發展現況 

在回顧並分析基因專利的實務法院見解前，應先簡要敘述基因專利本

身的一般性技術貢獻，亦即，多係將存於自然界卻未知生物功能係如何

運行機制予以解構，以得知具體序列內容和其與功能之間的關聯性，或

是針對已知的序列或生物機制尋找探求出對應的下游功能或上游源頭而

言。其中，所需仰賴的最基礎的知識技術背景，實為基因表現的中心法

則(central dogma)的操作和運用，並與先前技術文件所揭示的已知資訊或

周邊技術工具予以累加，始有機會完成相關研發成果。下述將依照法院

於基因專利之進步性判斷上的態度和標準之時間演進，區分為單純著重

合理成功期待之早期、立論轉移至研究方法前案教示作用之中期597，以

及 KSR 案宣判後採取實值判斷的晚近此三個時間的相關判決加以介紹。 

 

1. 單純著重合理成功期待之早期─以 Amgen 案為例 

是以，初期法院對於基因專利的進步性認定，實採取嚴格解釋先

前技術的教示作用和其中的因果關係，進而寬認個案進步性之具備而

言。舉例而言，於 1991 年的 Amgen, Inc. v. Chugai Pharm. Co.一案中，

Amgen 公 司 將 可 用 於 治 療 貧 血 (anemia) 的 紅 血 球 生 成 素

(Erythropoietin，簡稱 EPO)的基因序列、互補 DNA 和相關蛋白質作

為專利申請之標的，但在向 Chugai 公司侵權訴訟中遭反訴爭執其未

符合進步性等專利要件598。而本案中的先前技術，乃一科學家提供得

                                                                                                                                                     
discussion of obvious techniques or combinations, and it often may be the case that market demand, 
rather than scientific literature, will drive design trends. ” 
594 Id. at 421. 
595 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 supra note 591, at 421, “A person of ordinary skill is also a 
person of ordinary creativity, not an automaton.” 
596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48-1651. 
597 Song Huang, HIGH TECH LAW INSTITUTE PUBLICATION: THE NONOBVIOUSNESS 
REQUIREMENT FOR BIO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 RESOLVING UNCERTAINTY IN 
FAVOR OF INNOVATION, 21 SANTA CLARA COMPUTER & HIGH TECH. L.J. 597, 598 (2005). 
598 Amgen, Inc. v. Chugai Pharm. Co., 927 F.2d 1200, 1202-05 (Fed. Cir.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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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兩組包含全種類之退化型的互補 DNA 作為探針，以檢篩出 EPO

相關基因序列之研發構思和策略的文獻599。而巡迴上訴法院實認為上

開前案僅屬於思想(idea)，而缺乏實際操作和運用(operative)，難謂屬

可引發教示作用之概念(conception)600。再者，法院特別釋明基因序列

係屬於一複雜的化學物質類別，且該時的技術水準於實際操作相關研

究方法實存在著高度的不確定性，是以，有鑑於先前技術並未有指示

出 EPO 蛋白的胺基酸序列601，且其屬於技術方法而有別於以物品專

利形式提出申請的系爭發明，難謂得單獨提供系爭發明教示而達到有

效減少試誤機率之效果602。此外，巡迴法院認為即便先前技術有惹起

明顯可試的境地，但相對應同時具備合理成功之期待，始具備顯而易

見之情603。惟，本案中雖然發明人得利用另一前案中所提供的猴子的

EPO 基因序列作為基因表現的中心法則推導之依據，但該時的技術

水平仍存在超過五成的失敗率，從而，法院認為本案之系爭發明具備

非顯而易見性604。 

 

2. 立論轉移至研究方法前案教示作用之中期─以 In re Deuel 案為例 

隨著生物科技的技術發展後，專利審查實務漸認為以基因序列或

相關遺傳物質作為申請專利之標的時，因其等亦具備化學組合物

(chemical compound)之性質，實應將基因序列等比照為化學物質加以

審查。從而，當系爭發明內容與先前技術文件所揭示的物質具有相類

似的化學結構(structurally similar)時，則 PTO 認為此時通常技藝者即

有受到某程度的教示和啟發，並具有明顯誘因致嘗試著手相類似的結

構型的試驗和開發。執此，一旦有化學結構之相似性即應符合表面證

據(prima facie)之要求，而將形式推定為不具顯而易見性之境。倘若

欲推翻此形式推定之效力，專利申請人實有必要提出系爭發明係具有

不可期待之優勢屬性供實質審查，進而達到推翻或超越先前技術之教

示和研發上的因果關係605。 

                                                       
599 Id.at 1205. 
600 Id.at 1206, “Conception requires both the idea of the invention's structure and possession of an 
operative method of making it.” 
601 Id.at 1207, “Based on the uncertainties of the method and lack of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of the EPO protein, the trial court was correct in concluding that neither party 
had an adequate conception of the DNA sequence until reduction to practice had been achieved” 
602 Id., “We note that both the district court and the parties have focused on the obviousness of a 
process for making the EPO gene, despite the fact that it is products (genes and host cells) that are 
claimed in the patent, not processes. We have directed our attention accordingly, and do not 
consider independently whether the products would have been obvious aside from the alleged 
obviousness of a method of making them.” 
603 Id. at 1208. 
604 Id. at 1208-09. 
605 Rebecca S. Eisenberg, Business Law Forum: Nonobviousness—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Pharma's Nonobvious Problem, 12 LEWIS & CLARK L. REV. 375, 377-379 (2008); 亦參見於沈宗

倫，如前註 586，頁 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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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院實務卻不贊同此等判斷方法適用至生物科技之基因序

列。具體而言，聯邦巡迴上訴法院於 1995 年之 In re Deuel 一案中，

仍係秉持著較為僵化的解釋態度，亦即，側重於進步性判斷步驟中形

式推定認定的鬆綁，而使判斷上具有較高程度的彈性606。是以，於本

案之系爭發明實涉及將名為「肝素結合生長因素 Heparin-binding 

growth factor(簡稱 HBGFs)」之基因，其等係從牛的子宮(bovine uterine)

及人類胎盤(human placental)加以分離和純化，並完成製備相關之互

補基因607。惟，系爭發明人欲以此基因序列提出專利申請時，卻受到

PTO 以未具備進步性所核駁，原因為於此申請案之前有兩個相關前

案，一為揭露類似於本案 HBGFs 之「肝素結合之大腦細胞分裂素

heparin-binding brain mitogens(簡稱 HBBMs)」的功能及部分胺基酸序

列。並且提供此等蛋白質有位於大腦區塊之傾向(brain-specific)，以

及於不同物種間可能存有同源類似特性(homologous); 另一則為揭示

得如何篩選並純化製備分離 DNA 和互補 DNA 之方法608。從而，PTO

當局乃認本案之發明人所欲申請之標的本身屬於一有商業用途之蛋

白質，實得利用先前技術已揭露之胺基酸序列和相關技術方法，透過

基因表現的中心法則之逆向推導，於合理期待成功的情形下，應能完

成本案之基因序列成果，故不具備非顯而易見性609。 

惟，巡迴上訴法院實則推翻 PTO 之見解，主要的立論係環繞於本

案的先前技術究竟有無已然建構出不具顯而易見之表面證據，畢竟過

往適用上多聚焦於化學結構之相彷者610。是以，法院承繼著 Amgen

案之見解，認為除非本案之先前技術有揭示全部之胺基酸序列或相關

互補 DNA 序列，否則難謂有滿足形式推定的舉證責任611。再者，固

然通常技藝者對於中心法則之熟稔，以及有相關周邊技術可供適用，

法院仍認為此並不因此能導出先前技術之教示作用已足以讓系爭發

明人能夠克服其中差異的技術門檻(gap)和困境(deficiency)612。甚至，

                                                       
606 Eisenberg, supra note 605, at 379.  
607 In re Deuel, 51 F.3d 1552 , 1553 (Fed . Cir. 1995). 
608 Id.at 1555-1556. 
609 Id.at 1556-1557. 
610 Id.at 1557-1558., “the appeal raises the important question whether the combination of a prior 
art reference teaching a method of gene cloning, together with a reference disclosing a partial 
amino acid sequence of a protein, may render DNA and cDNA molecules encoding the protein 
prima facie obvious under § 103.” 
611 Id.at 1557-1558, 1560, “No particular one of these DNAs can be obvious unless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prior art to lead to the particular DNA and indicate that it should be prepared.”; 
“…only discloses a partial amino acid sequence, and thus it appears that,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claimed genus would not have been obvious over this prior art disclosure.” 
612 Id., “the prior art does not disclose any relevant cDNA molecules, let alone close relatives of 
the specific, structurally-defined cDNA molecules of claims 5 and 7 that might render them 
obvious. Maniatis suggests an allegedly obvious process for trying to isolate cDNA molecules, but 
that, as we will indicate below, does not fill the gap regarding the subject matter of claims 5 and 7.”; 
“The genetic cod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ins and nucleic acids does not overcome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cited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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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為若是屬於較為簡易之小型蛋白質類型，則似有可能成立顯而

易見性，但本案係爭發明並不屬之而無此適用613。是故，巡迴上訴法

院實認為即便存在技術方法之教示，仍難謂得適用於以物品形式存在

之發明中614，終認 PTO 未能充分舉證系爭發明得以適用形式推定，

而認定系爭發明應具備進步性。 

   

3. KSR 案宣判後之採取實值判斷的晚近時期─以 In re Kubin 案為例 

爾後，於 2007 年最高法院於 KSR 案宣判後，正式開啟了進步性

要件之教示作用和因果關係的實質認定態勢。是以，巡迴上訴法院於

2009 年對於 In re Kubin 一案，即係立基於此等認定態度以資判斷。

本案之發明標的實涉及得轉譯出「自然殺手細胞活化誘導配體

(Natural Killer Cell Activation Inducing Ligand，簡稱 NAIL)」之分離基

因序列片段和相對應之互補基因，其中 NAIL 蛋白實作為自然殺手細

胞(簡稱 NK 細胞)的受體蛋白，得與 CD48 蛋白交互作用而增進 NK

細胞本身的免疫功能和作用。而本案之發明人等欲藉由申請專利將系

爭研發成果加以保護之，卻遭 PTO 當局以未符合專利進步性之標準

而予以駁回615。其中，PTO 所舉出的前案有三，一為以得辨識 p38

受體蛋白之單株抗體作為申請專利標的之發明，其中不僅揭示此 p38

受體蛋白普遍存在於 NK 細胞的細胞表面上，得做為活絡具有細胞毒

性功能之 NK 細胞的標記，爾後 p38 亦被證明與本案中 NAIL 蛋白具

有類似性；另一則為提供一般性選殖實驗(cloning)所需之材料和細節

技術步驟之說明；最終則係一技術文獻，揭露了老鼠的 NK 細胞的細

胞表面受體蛋白 2B4 之基因序列和辨識其之單株抗體蛋白之胺基酸

序列，以及將製備抗體和如何運用相關基因序列轉譯獲取 2B4 蛋白的

方法皆一同公開616。是以，PTO 當局乃認為當將上開揭露之選殖技術

套用至 p38 的相關發明中，將可獲悉 p38 的基因和胺基酸序列，進而

推導出類似 NAIL 蛋白之相關資訊而言617。再者，關於 2B4 的技術文

                                                       
613 Id.at 1559, “A different result might pertain, however, if there were prior art, e.g., a protein of 
sufficiently small size and simplicity, so that lacking redundancy, each possible DNA would be 
obvious over the protein… That is not the case here.” 
614 Id., “…the existence of a general method of isolating cDNA or DNA molecules is essentially 
irrelevant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specific molecules themselves would have been obvious, in 
the absence of other prior art that suggests the claimed DNAs.” 
615 In re Kubin, 561 F.3d 1351, 1352-1353 (Fed. Cir. 2009). 
616 Id.at 1354-1355. 
617 Id.at 1354, “Valiante teaches that "[t]he DNA and protein sequences for the receptor p38 may 
be obtained by resort to conventional methodologies known to one of skill in the art." '690 Patent 
col.7 ll.49-51.”; “Valiante discloses neither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of p38 recognized by mAb 
C1.7 nor the polynucleotide sequence that encodes p38. Sambrook, 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 (as 
cited above) in Valiante, describes methods for molecular cloning. Sambrook does not discuss how 
to clone any particular gene, but provides detailed instructions on cloning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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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亦可提供試驗成功可能性之佐證618。甚至，PTO 亦發見本案之發明

人係使用第一個先前技術的抗體本身，並結合第二個先前技術的方法

以完成本案之發明。實而，發明過程本身早已具備合理成功期待，且

組合相關前案之動機亦受到系爭蛋白本身的商業潛力所誘發，難謂有

符合進步性之要求619。 

而巡迴上訴法院贊同 PTO 之結論，但其中的論證上實稍有差異。

首先，上訴法院仍認為應針對系爭發明所欲以專利保護之標的，究屬

物品或方法專利，而擇選相對應得作為檢驗是否具備進步性之先前技

術。而當先前技術和系爭發明同屬於物品或方法類別時，本身的顯而

易見性將較容易直接推定。是以，本案中 PTO 似有以相關前案所闡

釋之選殖和製備相關辨識抗體之方法，直接推定系爭發明所揭示的基

因序列不具進步性之表徵，難謂妥當620。惟，鑒於 KSR 案的實質認

定標準的宣示，上訴法院實須依循並探求相關前案與系爭發明之間的

教示作用和因果關係是否具備實質證據基礎(substantial evidence)以

供支持621。其中，雖然系爭發明人爭執認為第一個和第二個前案的累

加，應僅能教示相關發明人關於製備得辨識類於 p38 之 NAIL 的抗體

蛋白，卻未有任何指引出如何利用相關細胞株的培養作為製造 mRNA

的來源，以進行反轉錄製備互補基因622。然而，法院認為上開教示作

用的斷點實得透過第三個技術文件揭示老鼠之類於NAIL的 2B4的基

因序列進行所 DNA 分析並交叉比對，即得予以補充和連結進而成立

教示因果關係。固然，法院發見第三個技術文件中似有說明相關技術

套用至人類上的不確定性，惟考其用詞僅稱有「不知原因的難偵測性

(“somewhat conserved”)」，但法院認為此用語並非謂得判定有顯著反

教示之作用，且基於 NAIL 本身具有的商業應用潛力，實認相關發明

人仍保有一定程度的嘗試動能623。法院仍有肯定本案發明人等發見未

有任何前案揭示之 NAIL 與 CD48 具有交互作用此性質，具有一定之

技術貢獻，但程度並不顯著，且法院認為倘若單純發現其他研發者未

發見之性質，難謂得符合發明之內涵624。最終，法院遵循 KSR 案的

判斷基準，做出本案發明不具進步性之裁決625。  

 

                                                       
618 Id.at 1355, “The Board viewed Mathew's teachings to be "cumulative to the teachings in 
Valiante and Sambrook and merely . . . exemplary of how routine skill in the art can be utilized to 
clone and sequence the cDNA of a similar polypeptide." 
619 Id. 
620 Id.at 1356. 
621 Id. 
622 Id., “…appellants' arguments that Valiante and Sambrook are deficient because they do not 
provide  any guidanc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cell culture that will serve as a useful source of 
mRNA for the preparation of a cDNA library…” 
623 Id.at 1357. 
624 Id.at 1357, 1361. 
625 Id.at 1360-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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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務見解之檢討和政策評析 

 

1.前言 

就生物科技本身所具備之累積創新特性上，相關發明的技術差異

和相關貢獻相較其他技術類別而言多較些微，然而先前技術文件卻相

對繁多，似乎教示作用和其因果關係的認定上較易成立。惟，有鑑於

生物科技之研發實務上普遍存在高度生物不確定性，不僅致先前技術

的教示作用難以有效減低試誤的機率，更可能因為基因等遺傳物質本

身具備多重生物功能，而有機會於系爭發明中創造出不可期待之優勢

技術表現。從而，在評斷基因序列等研發成果究竟有無符合專利進步

性時，實有必要將上開等固有技術使然之研發成本和失敗風險因素等

綜合納入考量626。 

 

2.技術實務面向 

是以，在早期的 Amgen 案中，巡迴法院實認為即便存在的探求

系爭基因序列之方法，卻依該時的技術水準難認具有合理成功之期待，

不僅因為基因表現的中心法則適用上不存在清楚明確可得推導之序

列參數，亦似闡釋著該時的判準係側重於生物科技本身的高度研發風

險627，而適度調降進步性之標準628。而在 In re Deuel 案中雖然已存有

得以反向推導之用的類似蛋白的部分胺基酸序列，並且 PTO 亦已體

察基因科技領域的技術進步和 PHOSITA 能力的精進，而認為當運用

基因表現的中心法則和相關研究方法實能期待更高程度的成功機率
629。然而，卻仍被上訴法院以基因型和胺基酸對應關係中存有退化性

質而具有多重可能，且可能尚因為相類似蛋白質間部分差異導致需要

更多的試誤，造就難能直接建立起教示因果關係630。遲至 KSR 案採

行實質認定後，於 In re Kubin 案則一改過往寬認進步性要件之態度，

顛覆了過往之寬鬆標準，而對於先前技術累加後所示存有一定有限數

量的試驗途徑(a limited number of methodologies)時，則認定對於

PHOSITA 而言即可謂已具有合理嘗試性並有成功之期待，而難再以

基因和蛋白質對應所衍生的多重可能作為阻斷教示作用之論據631。前

開判決對於基因序列專利之非顯而易見性的見解發展，從過去嚴格認

定先前技術的教示作用，再演進至就教示作用和因果關係連結之形式

推定的嚴加把關，乃至於晚近的實質認定態勢，從前開個案所具備的

                                                       
626 Laura G. Pedraza-Farina, Patent Law and the Sociology of Innovation, 2013 WIS. L. REV. 813, 
834 (2013). 
627 Eisenberg, supra note 605, at 402-403. 
628 Eisenberg, supra note 336, at 734. 
629 Eisenberg, supra note 605, at 406. 
630 Huang, supra note 597, at 623-624. 
631 Eisenberg, supra note 605, at 40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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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技術文件數量和技術內容持續不斷增加和深化，實可謂有確實依

循著生物科技領域的發展歷程和脈絡，並且實有因應 PHOSITA 的智

識和研發能力提升而造就判斷重點的位移，進而促成基因序列專利的

進步性門檻實質提升之作用632。 

此外，固然於基因科技的進步性見解發展方向，確實有對於過去

過於寬鬆的進步性標準有導正之效，而且同時亦能防止僵化的操作判

斷，而不當忽略研發中問題解決導向之實然面和失去 PHOSITA 本身

之政策用途633。惟，KSR 案所揭示之運用科學習知常識(common sense)

以作為實質認定先前技術教示作用和因果關係，雖可能引發上開所述

之適用不確定性和後見之明的風險，然而卻能某程度更為貼近生技領

域現今之研發實務狀況634。舉例而言，前開所述之法院皆有敘明一先

前技術教示作用之判定方法，即先前技術和系爭發明同屬物品或方法

專利，始能連結起雙方之間的教示因果關係鏈。惟，此等判定方式雖

看似符合形式邏輯之對應關係，卻不具任何縝密的法理依據，實而，

有論者認為此應當視所屬技術領域之實際研發現況而定635。是故，在

進步性的判斷上實有必要實質探求 PHOSITA 對於方法技術和物品之

間的教示情形和相關作用程度，而不應單純以形式推定即為判斷，進

而避免不當排除該時習知常識之內涵此考量因素。 

 

3.產業政策面向 

然而，有論者為於上開見解之發展趨向甚感憂慮，認為當教示作

用和因果關係的論證上皆採取實質認定後，不僅可能產生適用上的不

確定性，甚至可能存在後見之明而不當忽略生物科技領域仍存在的生

物不確定性，實恐有礙生技產業的創新發展636。此外，似乎一旦採用

KSR 案所闡釋的實質認定基準後，將以不甚明確之市場需求進而普遍

推定存有明顯可試情形下，似乎僅剩下客觀技術環境下存有無限數量

之研發途徑而不具備合理成功期待，以及系爭發明乃具有不可期待之

優勢屬性進而推翻教示因果關係此二種，仍有空間成立非顯而易見性
637。是以，得以通過此進步性門檻之個案，實必須面臨無法預估的研

發成本和風險，或尋求獲得無法預期之成果(unexpected discoveries)638，

此實造成以一般透過近用較為熟悉的研發工具和實驗方法，驗證原先

對於問題之假設所產出的成果，將可能無法再以專利權保護。反而係

                                                       
632 Thomas A. Isenbarger, In Re Kubin’s Reinvigorated Nonobviousness Standard for DNA Patents, 
2009 WIS. L. REV. 1435, 1461-1466 (2009). 
633 Eisenberg, supra note 601, at 407. 
634 Hays, supra note 590, at 834. 
635 Eisenberg, supra note 336, at 736. 
636 Hays, supra note 590, at 828-832 
637 Id. at 822-823, 826-827. 
638 Pedraza-Farina, supra note 626, at 8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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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實涉高成分的運氣所完成之研發成果始能獲予專利。對此，有論

者認為此情對於生技產業的研發創新發展上難謂係正面的影響639。 

反之，多有論者則認為適度提高進步性門檻，實能夠有助於諸多

政策思維的執行。當非顯而易見性要件的認定趨於嚴格，實能有效引

導促進研發人員擇選投入較具有研發風險(risky)的個別技術領域之趨

向，而非泛泛地進行規律性、一般性研發。而一旦能夠成功完成研發，

則得較易踰越先前技術教示之基礎而該當專利進步性之要求640。並且，

當系爭發明有機會跨越進步性之屏障，蓋後續研發在未能達到高門檻

的技術標準時將無法對於改良發明申請專利，則不至會影響專利權人

之商業利益。質言之，透過進步性標準的提高，將專利的技術內涵予

以明顯區隔，進而使權利人能享受較高密度的誘因保障。此不僅能夠

直接回饋至整體技術之研發動能的提升，亦能間接創造更高的社會效

益641。此外，從專利申請的角度，提高進步性標準不僅能有效減緩基

因專利搶註之問題，亦能減少基因序列專利叢生以及有效促成權利歸

屬單一，實有助於後續專利授權的磋商進行642。最後，有論者以生技

產業面向切入，固然進步性所代表的技術門檻提升，初始將不利於中

小型生技公司取得專利權，然而，一旦得完成突破技術門檻或具有顯

著應用優勢之成果，則系爭專利則為成為該公司後續的授權合作和商

業應用之核心優勢，實有助於帶動生技產業整體的創新發展643。 

 

二、 本文見解 

 

(一)政策思維的採擇 

本文針對生技產業特性所提出之調整因應的專利政策模型中，實認為

於專利保護要件的解釋和運用上，實應側重於誘因保障之政策思維以維

繫整體研發動能，以及貼近技術實務以體現專利要件應有之內涵，進而

增進適用上的可預見性。是以，基因序列和相關遺傳物質本身，確實為

生技產業商業應用之標的，不論是作為研究工具之用或醫療檢測治療的

素材等等，是以，此等研發成果實有必要透過專利權之核發，進而維持

此領域的研發動能和保障後續商業化之利益。依此，在考量專利進步性

之要件標準時，實應納入側重誘因保障之思維。然而，此等政策思維實

有二種方式得以實行，一為調降非顯而易見之門檻而廣納研發成果的專

                                                       
639 Rebecca Greendyke, No Patent for You!: How KSR v. Teleflex's Nonobviousness Test Conflicts 
with the Scientific Method and Removes the Incentive to Innovate, 35 DAYTON L. REV. 413, 
416-17,430-35 (2010). 
640 Pedraza-Farina, supra note 626, at 830-833. 
641 Isenbarger, supra note 632, at 1458-1461. 
642 Sara Dastgheib-Vinarov, A Higher Nonobviousness Standard for Gene Patents: Protecting 
Biomedical Research from the Big Chill, 4 MARQ. INTELL. PROP. L. REV. 143, 179 (2000); Huang, 
supra note 597, at 626-27. 
643 Isenbarger, supra note 632, at 1469-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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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化，另一則為提高要件需求致取得之專利本身得享受較高程度的權利

保障。鑒於過往實務如 Amgen 案和 In re Deuel 案採擇了前者，雖然從相

關實證統計研究顯示生技產業確實有逐漸向上發展趨勢，卻同時伴隨著

產生基因科技領域的專利叢生和歸屬分散之情。反之，於晚近的 In re 

Kubin 案則因遵循著 KSR 案所闡釋的認定基準而實質提升了進步性之門

檻而偏向後者，固然於前述之政策評析中應能有效引導生技產業的研發

方向更趨向開拓和創新，甚至能夠有助於專利的價值提升和專利授權的

順暢。相較於前者而言，本文認為後者應更能促成生技產業創新發展之

政策目標。 

惟，此等後端所能帶來的創新優勢，實必須優先克服實質認定本身

適用上的不確定性，否則難謂能夠真正有效發揮相關政策思維的實效。 

 

(二)進步性的判斷內涵再造 

執此，本文認為於決定專利進步性的判斷基準上，不僅應納入上述

的政策思維考量外644，實亦應針對生技產業之固有技術特性和研發、產

業實務而有所調整645。是以，固然生物科技領域的通常技藝者確實研發

能量和智識水準實有與日俱進，然而，生物科技實仍與電子、機械或化

學技術領域仍有其本質上的差異，亦即，導因於生物不確定性所生的高

度研發風險，實不能將其視為一般之技術領域之謂646。而最高法院於 KSR

案中所闡釋之「於研發環境上存有一定有限數量的試驗途徑和方法」，似

乎又過分強調客觀性判斷，而實可能不當納入後設偏見，甚至消弭教示

作用和教示因果關係認定上可能存在的不確定風險之裁量空間和判斷彈

性647。更何況，巡迴上訴法院於 In re Kubin 案更聲稱當其採納了 KSR 案

的見解後，將無可避免地失去過往針對不同產業調整 PHOSITA 標準之裁

量權限648。 

然而，本文認為法理上非謂不能將 KSR 案所闡釋的實質判斷基準事

由，因應不同產業之性質和創新發展之政策需求以茲調整，畢竟 KSR 案

並未有意將此等判準形式且僵化地套用至所有技術領域中，且法院實務

仍得透過闡述個案所屬領域與 KSR 案所涉電子機械領域的差異而予以辨

別(distinguish)，進而限縮並調整 KSR 案見解於生物科技的適用。是以，

巡迴上訴法院將 KSR 案的判準適用於 In re Kubin 案等基因科技發明上實

有誤認649。此外，亦有論者認為當採行 KSR 案所述之實質認定判準，重

                                                       
644 Huang, supra note 597, at 598-99. 
645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48-1651. 
646 Hays, supra note 590, at 824-25, 830-31. 
647 Id.at 827-28. 
648 In re Kubin, supra note 615, at 1360, “This court cannot, in the face of KSR, cling to formalistic 
rules for obviousness, customize its legal tests for specific scientific fields in ways that deem entire 
classes of prior art teachings irrelevant, or discount the significant abilities of artisans of ordinary 
skill in an advanced area of art.” 
649 劉晏慈，KSR 案對美國生物科技專利顯而易知性審查標準之影響—兼論對我國專利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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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回頭對於 Amgen 案和 In re Deuel 案加以實質審查，其認為以現今的

PHOSITA 標準對於「一定之有限數量」一詞的理解，Amgen 案實難通過

進步性之審查，但是，In re Deuel 案中因僅得利用相類似蛋白之部分胺基

酸序列予以推估，實難謂能符合生技實務之明顯成功期待可能，而仍應

肯系爭發明之進步性內涵650。本文亦贊同該論者之立論。是故，當對於

基因序列等成果之非顯而易見性要件，採取 KSR 案之實質認定基礎後，

並非謂將一概排除忽略個別系爭發明所具備的不同程度之研發不確定性

因素，而係存有針對不同產業類別特性調整之空間，實應如本文所述納

入基因科技領域的生物不確定性等特質作為立論之依據，增進判斷上的

妥適性和可預見性。 

 

三、 小結 

進步性要件，本身作為評斷獲發專利的技術發明需具備一定程度的技術

品質之門檻，其標準的升降除了可把關專利權核發的數量和品質，進而決定

誘因保障之密度外，亦可作為技術研發的方向導引，實可謂一多重功能的政

策槓桿。而此專利保護要件適用於基因序列專利之初，不僅因判斷上係採取

嚴格認定先前技術的教示作用等形式標準，並側重於基因科技的生物不確定

性，而導出較為寬鬆的判準。惟，隨著最高法院於 KSR 案明確採行實質認定，

以及基因科技的研發環境確實有所提升，而造成判斷標準有趨向嚴格之境。 

對此，在採行本文提出之充分誘因保障的政策思維下，有調降進步性門

檻使相關研發成果皆能獲得專利保護，以及提升判斷標準使跨越門檻者得享

有相對較為寬闊的權利保障此二種手段。而本文認為後者的方式較佳，蓋現

今基因序列的技術領域中因周邊技術和研發工具的純熟，相關基因與生物功

能性的關聯性研究已未如過往般艱困，並且研發成本亦逐漸降低。是以，應

有賴此進步性要件調整研發社群的研發方向，導向較具挑戰性新興的研發領

域加以開拓，進而有助於整體技術水準的精進和提升。此外，亦能同時減緩

專利搶註和權力歸屬分散的問題，從而，本文係贊同 KSR 案的見解態度。然

而，採取了實質認定的判斷方法，恐引起適用上的不確定性。是以，本文認

為進步性的認定內涵上中仍應納入生技產業之創新政策思維和技術產業特性

加以綜合考量，而適度提升 PHOSITA 之標準以回應現今研發實務的發展脈絡，

並且得透過考量個案發明與先前技術之間的差異所內含的技術創新成分、技

術實效內容、所面臨的研發風險和所付出的研發成本等因素，作為決定其中

的教示因果關係是否成立之評價基礎651。依此，除了得保有適用上的裁量彈

性，以因應研發成果的不同程度的技術貢獻外，同時亦能增進其中之論述和

                                                                                                                                                     
之啟示，頁 183-84，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11 年 7 月。 
650 Kate M. Lesciotto, KSR: Have Gene Patents Been KO'd? The Non-Obviousness Determination 
of Patents Claiming Nucleotide Sequences When the Prior Art Has Already Disclosed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86 WASH. U. L. REV. 209, 238 (2008). 
651 Walsh et al., supra note 220, at 297; Pedraza-Farina, supra note 626, at 834,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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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進而提升後進的可預見性，實能有效減緩前開所述之問題，而成功促

成產業創新之政策目的。 

 

第四目 據以實施性 

 

一、 美國專利法適用現況之介紹 

 

(一) 據以實施性要件的起源和判斷內涵之介紹 

專利制度於美國憲法明文中係以追求整體技術環境的升級和進步為

政策目標，並透過賦予一定期間之排他權作為誘因手段。其中，此誘因

制度運行的中心思想乃交換(exchange)，亦即，當發明人欲將其等發明申

請專利以獲取排他保障時，實需履行公開揭露和說明義務之交換條件

(quid pro quo)，促使後續研發人員得以習知進而帶動整體技術提升和精

進652。是以，一旦研發人員願意公開其等技術內容，實有助於後續研發

人員得以知悉並學習其中之研發思想、策略和內涵，然而，何等的揭露

說明始能真正有效促進科學技術之發展，實有必要將此等公開義務加以

細緻化。 

早期美國法院實務對於此等揭露說明義務具體內涵，多認為需可供所

屬之通常技藝者習知並俟專利期間屆滿後得以實施利用之653。爾後，美

國國會即將此內涵予以明文化，而於專利法第 112 條明列為專利申請要

件。其規定專利說明書(specification)需針對系爭發明的內容、相關所使

用之製程方法，以及最佳模式內涵(best mode)，詳細清晰地以書面形式

描述載明(written description)，以供所屬技術之通常技藝者得據以實施

(enable)，並且結果能近乎系爭發明人自行實施之情654。依此，當系爭發

明之內容得以符合此公開揭露之要件，始能確保後續研發者得重複實行

以確認驗證其中的成果和效用，並且得以有效避開先前所遭遇之技術瓶

頸，進而學習其中的問題解決方針，最終不僅能夠幫助其他研發人員重

現其發明內容，更能以此為基礎持續向上為改良和精進655。實而，此等

以誘因交換公開並且要求揭露內容之運作模式，實與科學期刊發表換取

學術聲譽和相關審查制度具有高度相似性656。另外，鑒於此要件本身係

                                                       
652 Robin C. Feldman, The Inventor's Contribution, 2005 UCLA J.L. & TECH. 6, P1-3 (2005). 
653 Id.at P13. 
654 35 U.S. Code § 112(a), ʻ The specification shall contain a written description of the invention, 
and of the manner and process of making and using it, in such full, clear, concise, and exact terms 
as to enable any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to which it pertains, or with which it is most nearly 
connected, to make and use the same, and shall set forth the best mode contemplated by the 
inventor or joint inventor of carrying out the invention. ʼ 
655 Daniel P. Chisholm, The Effect of the USPTO's Written Description Guidelines on Gene Patent 
Applications, 35 SUFFOLK U. L. REV. 543, 554 (2001). 
656 Dmitry Karshtedt, Limits on Hard-to-Reproduce Inventions: Process Elements and 
Biotechnology's Compliance with the Enablement Requirement, 3 HASTINGS SCI. & TECH. L.J. 109, 
109-11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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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把關專利誘因制度能夠妥適地針對具有對於技術研發進步發展有實

質幫助和貢獻之成果核發專利，而當相關成果確實履行了公開周知義務

且確實能夠發揮教示作用時，此同時亦闡釋出此要件的另一功能，即界

定出發明人的真實技術貢獻。是以，一旦能夠符合此要件時，亦同時代

表著發明人的技術貢獻係足以支撐起該專利之申請範圍(claims)，進而專

利權人於此範疇內實得享受排他權之利益657。 

從而，在此要件的判斷上，由上開明文規定內容觀之，可得知判斷主

體亦如專利進步性同係以法律擬制之 PHOSITA 角度切入，評斷個案於專

利申請階段所遞交之專利說明書中對於系爭發明之描述，是否足以供

PHOSITA 實施並重現，或成功完成原發明人所載之結果或期待試驗結果

(prophetic examples)658。而判斷重點實落在系爭發明之專利說明書所載的

內容，得否足以產生充分的教示作用以供 PHOSITA 據以實施(make and 

use)，其中實務見解的主要認定重點乃係聚焦於是否能夠促使其他研發者

於實施上毋庸進行過度試驗(undue experimentation)之問題659。申言之，

當後續研發人員閱畢發明人所揭露之專利說明書後，仍然需要投入近乎

自行進行初始研發般的試誤成本和心力時，則難謂有滿足技術貢獻之實

質內涵，即便專利制度於實用性要件的部分並不嚴格要求需實然地完成

成果660。是故，個案的專利說明書內容究竟得否幫助 PHOSITA 毋需過度

實驗，實乃事實判斷之問題(factual determination)，其中於 In re Wands 案

提供了相關的參考因素，包含系爭發明的固有技術本質和研發實務之預

測性、有無提供充足的指引和相關的實作範例、先前技術是否能輔助提

供充分的教示、PHOSITA 的智識水平內涵，以及系爭專利之專利範圍等

等，有賴綜合酌量並加以決斷661。另外，在最佳模式(best mode)和書面

說明(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是否應視為輔助判斷因素或應分離

成為單獨之要件，和其中具體的判斷內涵，容後節以個案方式呈現並予

以評析662。 

 

(二) 基因專利之據以實施性的實務見解發展現況 

以基因序列和相關遺傳物質作為申請專利之標的者，其等就據以實施

性此專利要件的判斷上，實多採取嚴格的認定態度，分別按照時間演進

                                                       
657 Feldman, supra note 652, at P54-58. 
658 Id.at 114; See Atlas Powder Co. v. E.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750 F.2d 1569, 1557 (Fed. 
Cir. 1984). 
659 In re Wands, 858 F.2d 731, 736-737 (Fed. Cir. 1988). 
660 Michael Risch, A Surprisingly Useful Requirement, 19 GEO. MASON L. REV. 57, 95-97 (2011). 
661 In re Wands, supra note 655, at 737.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disclosure would require undue experimentation have been summarized … include[d] (1) the 
quantity of experimentation necessary, (2) the amount of direction or guidance presented, (3)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working examples, (4) the nature of the invention, (5) the state of the prior 
art, (6) the relative skill of those in the art, (7) the predictability or unpredictability of the art, and 
(8) the breadth of the claims.”  
662 最佳模式和書面說明要件的討論皆位於本章之第三節第二目以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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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舉相關判決實例介紹如下。 

 

1. Amgen, Inc. v. Chugai Pharm. Co.案 

首先，於前所述之 1991 年的 Amgen, Inc. v. Chugai Pharm. Co.一

案中，於侵權訴訟中亦有遭反訴爭執其據以實施性之該當性663。是以，

系爭發明於申請專利時，在專利範圍中納入概括式之獨立項(generic 

claim)，將所有包含得轉譯具有生物功能之紅血球生成素(EPO)之必

要基因序列的所有相關態樣，皆納入系爭專利的保護範疇內664。其中，

爭執的關鍵實乃系爭發明所提供的教示和據以實施性，是否足以使發

明人享有如此寬廣的權利範圍665。其中，就系爭發明之專利說明書所

載，其等成果乃以藉由特定基因序列得轉譯出 EPO 之初始結構型

(primary conformation)，依此聲稱此情實得教示利用該特定序列之全

部、部分片段(fragments)或退化型(degeneracy)，皆可被利用而達到製

備具有相同功能之 EPO 而言666。然而，地方法院實認為一旦針對該

特定基因序列進行些為變動，實會製造出性質迥異且數量可觀的EPO

之類似物(analogs)，而發明人對於此等大量的 EPO 類似物究竟有無

具備相關生物功能實難以掌握。故而，地方法院認為在生物科技此等

具有高度不可預見性之技術領域中，發明人僅憑揭示特定基因序列與

EPO 製備之關聯，難謂有符合提供 PHOSITA 充分之教示，使其得免

於過度實驗的情形下完成製備具備生物功能之相關 EPO 蛋白，故難

認有該當據以實施性667。 

反之，於巡迴上訴法院固然支持地方法院的結論，但並不認同下

級法院的立論基礎，其認為系爭專利申請範圍實係以基因序列為主詞，

從而於判斷據以實施性之重點實應落在基因序列之可能型態(DNA 

sequence analogs)而言。有鑑於過往專利實務中不僅未嚴格要求對於

採取此等概括式請求項者需逐一試驗，甚至肯認得涵蓋所有物種之情
668。執此，巡迴上訴法院認為此等廣納所有可能潛在的實施例於專利

範圍中的容許與否之評價焦點，仍應為評斷系爭發明透過充分揭露供

                                                       
663 Amgen, Inc. v. Chugai Pharm. Co., supra note 598, at 1204-05. 
664 U.S. 4703008, DNA sequences encoding erythropoietin, claim 7 (filed at November 1987), “A 
purified and isolated DNA sequence consisting essentially of a DNA sequence encoding a 
polypeptide having an amino acid sequence sufficiently duplicative of that of erythropoietin to 
allow possession of the biological property of causing bone marrow cells to increase production of 
reticulocytes and red blood cells, and to increase hemoglobin synthesis or iron uptake.”其中，於申

請專利範圍第 8 項則是將相關 cDNA 形式亦納入專利範圍中，而於第 23 項至 27 項以及第 29
項則係包含第 7 和第 8 項所述之基因型的重組生物。 
665 Amgen, Inc. v. Chugai Pharm. Co., supra note 598, at 1212. 
666 Id.at 1212-13. 
667 Id.at 1213. 
668 Id.,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a patent applicant test all the embodiments of his invention”; “A 
specification may, within the meaning of 35 U.S.C. § 112 para. 1, contain a written description of a 
broadly claimed invention without describing all species that claim encomp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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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SITA 實行此技術貢獻，得否與該權利範圍的享有間具備合理之

關 聯 性 (reasonable correlation) ， 以 及 呈 現 相 稱 衡 平 之 關 係

(commensurate)669。對此，上訴法院實認為系爭發明人欲將所有得轉

譯 EPO 蛋白之約莫 4000 個基因變異型全部納入專利保障範疇，但其

僅揭示數個基因型供後進參閱和習知，卻未有進一步提供關於 EPO

蛋白本身具備之結構多樣性(structural complexity)所衍生的多樣變化

可能(manifold possibilities for change)的教示。實而，此將衍生出實施

的不確定性而致使 PHOSITA 需付出高度的試驗成本和時間，難認有

符合據以實施之要件內涵670。 

 

2. Fiers v. Revel 案 

其次，隔年於 Fiers v. Revel 一案中則係牽涉分屬不同研發單位之

發明人等，皆欲將得轉譯可用於提升人體細胞組織阻抗病毒感染之人

類纖維母細胞的乙型干擾素(human fibroblast beta-interferon，簡稱

B-IF)之相關基因序列型，皆含納為專利標的之權利範疇中，而就相

關個案是否有符合據以實施性實有爭議671。其中主要論點實以前開

Amgen 案為中心而側重於專利說明書究竟應揭示何等資訊始足以供

PHOSITA 習知，以完備履行公開揭露之義務，進而享受與其等技術

貢獻程度相稱之權利保護。 

對此，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就基因序列和相關遺傳物質的物品專利

而言，實應如同化學物質般，無論所使用分離或製備方法簡易或複雜，

除了應揭示相關成果之實用功能內容外，皆更應提供相關進一步之定

義(definition)672。依此，法院認為倘若系爭專利係以一般製備方法予

以描述相關物品成果，實而，為求真正地減少後進的試驗成本和避免

以專利僅換取近乎研發計畫公開之政策思維，實應要求再加諸發明人

提供更多描述加以具體化和特定化(particularity)673。換言之，當專利

申請範圍採取方法界定產物之請求項撰寫方式(product-by-process 

claims)時，其等技術貢獻實落在該方法本身和實施後的內容而言。然

而，當個案發明僅使用一般的製備方法時，則實有必要揭示產品本身

                                                       
669 Id. at 1213-1214, “what is necessary is that he provide a disclosure sufficient to enable one 
skilled in the art to carry out the invention commensurate with the scope of his claims.”; “[Section 
112] requires that the scope of the claims must bear a reasonable correlation to the scope of 
enablement provided by the specification to persons of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670 Id. at 1214. 
671 Fiers v. Revel, 984 F.2d 1164, 1166-67 (Fed. Cir. 1993). 
672 Id. at 1169, “irrespective of the complexity or simplicity of the method of isolation employed, 
conception of a DNA, like conception of any chemical substance, requires a definition of that 
substance other than by its functional utility.” 
673 Id., “…the statute or the policy behind the statute, which is to promote disclosure of inventions, 
not of research plans.While one does not need to have carried out one's invention before filing a 
patent application, one does need to be able to describe that invention with partic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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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質加以限定674。 

是以，固然本案中有發明人聲稱其所欲申請專利之標的乃互補

DNA 而非一般 DNA 序列，且相關蛋白質亦比 EPO 來的簡易，進而

嘗試與 Amgen 案區辨以獲取較為低度的據以實施性門檻，但法院仍

認為單以一般製備方式卻僅揭露數個實施例難謂有符合揭露要件之

內涵，實有必要對於相關序列本身提供更多的指引和教示675。反之，

其中之一的發明人 Sugano 則是有於專利說明書詳載製備方法之材料

和細節，亦提供該基因序列近乎全部內容(full-length)和相關選殖試驗

之結果，則足以致使 PHOSITA 得據以實施，故法院則肯認此情確實

有該當據以實施性676。 

 

3. In re Fisher 案 

爾後，關於基因序列專利涉訟者，僅有於 2005 年之 In re Fisher

案，聯邦上訴法院實認為系爭廣泛之 EST 基因序列成果，於未該當

產業利用性的同時，則連帶不具據以實施性。申言之，法院認為即便

系爭發明之說明書確實有詳盡揭露發明內容，但依循相關說明所完成

之成果仍未能實用於市場或社會中，則此等揭示即不具有任何正面效

益之技術貢獻而言，而連動地否定其據以實施性677。 

 

(三) 實務見解之檢討和政策評析 

再評論前開所示的判決見解之前，實得從相關個案中的專利申請狀況，

發見發明人事實上多有完成特定數個基因資訊和胺基酸序列之間的功能

關聯性研究，然而，卻多藉由請求項撰寫方式將專利申請範圍加以擴張，

進而嘗試囊括尚未真正從事試驗之所有可能的變異型。故，據以實施性

此要件即係用於評斷此等權利範圍究竟和個案實質技術貢獻是否相稱。

而判決見解乃多容認相關有確實完成之特定基因型或胺基酸序列的可專

利性，但對於運用製備方法界定或概括性特徵向外擴展的部分則採取嚴

格之認定態度，亦即，需加強方法和特徵描述的具體化、精確化，始能

滿足據以實施性要件之內涵。實而，上開判決涉及之個案發明之權利範

圍擴展，皆係立基於基因表現的中心法則的推導而言。是故，判斷個案

有無符合據以實施性之要件，實應從技術面向和政策思維出發，聚焦於

系爭發明之實施例和其所請求之專利範圍間的互動關係，決定應當如何

                                                       
674 Id., “A product-by-process claim normally is an after-the-fact definition, used after one has 
obtained a material by a particular process. Before reduction to practice, conception only of a 
process for making a substance, without a conception of a structural or equivalent definition of that 
substance, can at most constitute a conception of the substance claimed as a process.”; “Conception 
of a substance claimed per se without reference to a process requires conception of its structure, 
name, formula, or definitive chemical or physical properties. 
675 Id. at 1167-1171. 
676 Id. at 1171-1172. 
677 In re Fisher, supra note 364, at 1378-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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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最為符合專利法促進科學創新之目標。下述將分別從技術層面和政

策考量檢視實務判決之見解和政策內涵。 

 

1.技術面向之解析 

首先從技術層面切入，基因表現的中心法則本身的運用上，實需

具體的參數以供推導，如一特定生物功能有關之部分基因序列或胺基

酸序列，其中固然具有退化型之多重對應可能此性質，但難謂將因此

即得出於探求其他相關的變異型必將耗費高度試驗成本之結論。實則，

究竟基因表現之中心法則是否已然屬於「熟知且高度掌握之實驗原則

(well-understood scientific principle)」，無非需委由所屬技術之通常技

藝者予以判斷，較能貼近技術研發實務的實情678。鑒於基因科技本身

所存有的生物不確定性，再加上特定技術領域中之技術複雜性，似乎

需提供更多的參數資訊，以供具有通常技藝水準之研發者得以交互比

對和進行驗證，進而幫助消弭其中可能遭遇的研發風險和試誤成本679。

是以，據以實施性要件之判斷上，究竟有無必要提供較多的成果資訊，

實有必要參酌系爭發明本身的技術特性，並依照研發實務發展調整

PHOSITA 之技術水準，以評斷系爭發明所揭露之技術思想和內涵得

否供相關研發者受有充分之教示，而得透過基因表現之中心法則推導

並輔以適度實驗，即能成功實現如同發明人所示之權利範圍所覆蓋的

技術成果而言。 

執此，當由此等技術角度檢視前開之判決，可發見 Amgen 案之系

爭發明的申請時點係晚於 Fiers 案之相關發明約莫五年之久，理論上

於判斷 Amgen 案的據以實施性之標準應將因 PHOSITA 技術水準的提

升而相對降低，惟，結論上卻係兩案皆採擇需提供更多具體成果資訊

之相同判準。實而，Amgen 案本身所涉及的 EPO 蛋白本身如前述係

具有額外的結構變異性，而可能影響特定生物功能的表現，此實將造

成系爭發明本身欲以基因表現的中心法則的推演作為擴張專利範圍

之基礎，出現無法預見之變因而阻卻推估了結果的可測性。而法院似

乎有考量此情，而即便技術水準有稍微提高，但仍課予發明人須提供

較多的此部分資訊之義務，始足以供 PHOSITA 於實施過程中得以驗

證相關結果的可信性。而 Fiers 案的 B-IF 蛋白實未有如 EPO 般有複

雜的結構變異，但法院卻承繼著 Amgen 案之判斷基準，而認為相關

發明人仍需提供更多的資訊揭露始足以該當據以實施性，猶如該案中

唯一有通過此要件之 Sugano 的申請案，即係將其專利範圍所覆蓋之

                                                       
678 Karen S. Canady, The Wright Enabling Disclosure for Biotechnology Patents, 69 WASH. L. 
REV. 455, 457-58 (1994). 
679 Kevin T. Kelly, Fragging the Patent Frags: Restricting Expressed Sequence Tag Patenting 
Using the Enablement-Commensurate-in-Scope-with-the-Claims Requirement, 17 TEX. INTELL. 
PROP. L.J. 49, 79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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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基因型加以揭露。從技術角度解讀 Fiers 案亦要求同 Amgen 案需

提高揭露程度的原因，似乎係因為該時的 PHOSITA 於實際操作基因

表現之法則時，周邊設備技術尚屬不足或未臻成熟，而恐招致進行一

般法則的推導仍面臨高度的不確定性。而唯有提供更多資訊以輔助佐

證和確認成果製備的成功與否，實可謂被評斷為一具體之發明貢獻。 

綜上所述，以技術層面角度剖析上開基因序列之專利案的個別判

決見解，可謂尚屬貼近研發實務而具有某程度上的妥適性。惟，鑒於

據以實施性之探究高度聚焦於個案事實，將導致判決先例難謂能適切

地提供後續個案適用之參考所用680。再者，在 In re Fisher 案一案中，

倘若假設系爭發明係有符合產業利用性之要件時，伴隨著該時

PHOSITA 水準已有所提升681，似乎已能掌握相關基因序列對應之推

導或分離選殖技術，實則將推導出僅需較低程度的教示682。此時，此

等廣泛的小型基因序列片段是否即得完全充實專利據以實施性之內

涵，而獲發專利權之保護，實有高度疑義683。故而，除了上開的技術

事實解析外，實有必要仰賴進一步之政策思量，進而追求達到真正發

揮此要件之政策作用和生技產業創新之目的。 

 

2.政策思維之考量 

專利據以實施性要件，本身實作為把關系爭發明確實有如其所述

之功能和效用，而得供所屬技術領域之後續研發者充分教示以從中學

習和驗證，進而滿足促進科學進步之意旨。然而，隨著專利申請實務

上多會在專利申請範圍撰寫時運用抽象文字擴展其權利範疇684，造就

此要件於審核專利說明書所載之內容得否作為支持該權利範圍的同

時，亦伴隨著實質評斷系爭發明的真正技術貢獻並界定出發明人得享

有之權利內容而言。從而，在專利實務中被控侵權方多會爭執系爭專

利的據以實施性，進而撤銷其專利申請範圍的特定部分，最終使專利

權人的排他權失所附麗而無庸負擔侵權之責。惟，當涉及評價技術貢

獻以及其所連動影響之權利範圍時，則實有必要同時思量研發誘因保

障和保全後續研發者改良空間此二政策思維，並且於二者具有衝突關

係的面向的權衡中，決定出最為妥適的政策成分和平衡點，進而有效

地促成生技產業創新發展之目標685。 

                                                       
680 Id. at 71. 
681 US 09/619643, Nucleic Acid Molecules and Other Molecules Associated with Plants, filed at 
June 2000. 
682 Ning Bao, Should We Award Mr. Sugano a Valid Patent? Rethinking the Federal Circuit's 
Rigid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in Gene Patents, 5 HASTINGS SCI. & TECH. L.J. 85, P93 
(2013). 
683 Kelly, supra note 679, at 76-77. 
684 Aljalian, supra note 339, at 30-31. 
685 Kopczynski, supra note 368, at 261-62; Timothy Chen Saulsbury, Pioneers Versus Improvers: 
Enabling Optimal Patent Claim Scope, 16 MICH. TELECOMM. TECH. L. REV. 439, 466-6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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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當如同現今專利實務般嚴格界定基因科技發明之技術貢獻

時，不僅能夠某程度體現此技術領域中普遍存有不確定風險之技術現

實和特性，以加強對於後進的技術貢獻教示的能力，並且限縮了專利

權利範圍，以容許後續研發者尚能就相同成果產物參與開發出不同生

物功能特性而保有申請專利之空間，有助於適度衡平研發者和後進雙

方間的利益保障686。再者，有鑑於據以實施性要件僅就專利說明書記

載為據，而說明書內容實從申請遞交後僅得為些微更正，無法再就日

後研發情事為修改或增補，是以，倘能在事前嚴格審查較能真實反映

出系爭發明之貢獻而言687。並且，當以嚴格要求專利書揭露充足的成

果資訊，並以此等作為支撐和解釋專利權範圍之依據時，不僅能有效

地增進權利範圍界線的清晰度和預見性688，亦有助於避免日後計算權

利金產生爭議和導致研發實務暴露在高度潛在侵權風險中689。 

然而，固然嚴格認定之見解得帶來上開之優點，卻可能因為泛泛

地將全部生技之技術類型皆視為存有高度不確定性而採行全體適用，

恐忽略基因科技中尚有較具可預測性之個別技術領域，進而不當低估

發明之技術貢獻而限制專利權利範圍690。實則，生技領域正處於持續

快速發展之階段，有些研發之貢獻實在於提供過去皆未知資訊一新興

研發策略，進而實能猶如火花或訊號般啟發後續一連串以系爭成果為

基礎之向上改良精進的發展691。依此，當專利據以實施性排除此等研

發策略被採納為技術貢獻之一環時，並否准研發者得以立基於科學知

識基礎擴張其專利範疇，則專利權人實無從針對後續研發者運用迴避

設計以規避權利範圍等情加以防範，實有害於投入研發和從事商業應

用之意願692。甚至，可能同時造就專利權叢生和歸屬分散而有礙後續

的近用和整合693。再者，此更將連帶影響研發單位間競爭地位的歪斜，

是以，當嚴格要求對於專利範圍所包攝之範圍皆須提供相關試驗資料

予以佐證，則將造成獨立研發者、學研機夠和小型生技公司難以依循

且不堪負荷此等龐大的研發成本，終致專利制度僅傾向偏好於具有一

定資本規模之研發單位而言694。最後，為增進科學進步之發展效率，

實應盡量鼓勵研發者早期公開其研發策略和相關成果資訊，惟，一旦

                                                       
686 Merges & Nelson, supra note 296, at 843-44, 883, 916. 
687 Canady, supra note 678, at 457. 
688 Michael John Gulliford, Much Ado About Gene Patents: The Role of Foreseeability, 34 SETON 

HALL L. REV. 711, 732-33 (2004). 
689 Walsh et al., supra note 220, 297. 
690 Canady, supra note 678, at 461. 
691 Kopczynski, supra note 368, at 253-254; Robert A. Hodges, Black Box Biotech Inventions: 
When a "Mere Wish or Plan" Should be Considered an Adequate Description of the Invention, 17 

GA. ST. U.L. REV. 831, 832-33 (2001). 
692 Canady, supra note 678, at 461; Kopczynski, supra note 368, at 254. 
693 Mini Kapoor, Proposal for Resolution to Challenges Posed by DNA Sequence Pate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x Genetic Tests, 49 HOUS. L. REV. 131, 154-55 (2012). 
694 Bao, supra note 682, at P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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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要求發明人逐一探求相關可能的變異型之可行性，實必將延後大眾

近用和習知之時點，亦難謂屬於合適之創新政策思維695。故而，統一

針對生技發明成果採取嚴格認定據以實施性，雖然似能抽象地符合技

術本質和技術貢獻之內涵，但是具體上實可能忽略個案發明本身的技

術事實差異，甚至衍生出過於限縮權利範圍而造就專利權於創新誘因

保障層面的不足和市場產業應用的缺陷，而違逆了原先欲以專利保護

鼓勵參與研究和進行後續商業開發意願之制度初衷，最終恐有礙生技

產業之研發創新和持續發展696。 

惟，當調降據以實施性要件則意味著專利權人實享有寬闊的權利

保障，而相關後進則必將經由此一專利權人取得專利授權，始能進行

後續改良研發和商業化應用。直觀而言，此情似乎能對於生技領域的

研發創新和動能帶來正向之提升效益，然而，實際適用結果卻可能將

經由後續研發者開發之其他功能效用而原研發者卻未預見的改良成

果，皆一併遭納入其權利範圍中。此時，則恐有過分評價原發明人的

技術貢獻，畢竟其中仍存有諸多需進行有如初始研發般的試驗成本始

能完成之進一步成果，此實不應屬於系爭發明人之研發貢獻的內涵，

而產生不當溢出而過分擠壓後續研發空間並剝奪後續研發者的研發

誘因之情697。並且，一旦基因序列專利之據以實施性得容許如 In re 

Fisher 案般，以部分特定序列作為描述特徵嘗試囊括所有可能的基因

變異型，將全部包含相關基因型之遺傳物質可能樣態，上至染色體下

至基因區域，且同時涵蓋人工重組和其他同源和物種者，皆欲納入系

爭專利申請之權利範疇中，實可能引發更為嚴重的專利不當搶註之問

題。依此，亦有論者認為當賦予過於寬廣的專利權於尚處發展階段之

技術領域時，甚至生技研發成果中更存有上下游整合之特性，依照經

濟學理論實可能因為專利排他權過分壟斷競爭內涵，而最終導致相關

成果近用不足而有減緩研發創新之效率698。 

 

二、本文見解 

 

(一) 上位政策思維的採擇─同時兼顧誘因保障和後續創新空間 

綜合上開對於基因序列等生技成果之專利據以實施性審核上的技術

解析和政策思辨，實能得出較為妥適的槓桿操作態度，非謂採取過於嚴格

抑或是過分放寬之見解，而應係尋求一適度的折衷，進而同時保有追求維

持後續改良空間和維持充分研發誘因的優點，並減緩各執一端的缺點產生。

                                                       
695 Janice M. Mueller, The Evolving Application of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to 
Bio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13 BERKELEY TECH. L.J. 615, 651-52 (1998). 
696 Canady, supra note 678, at 479. 
697 Kelly, supra note 675, at 76-79. 
698 Kopczynski, supra note 368, at 241,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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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在決定專利據以實施性之審查標準時，應當體認到生技領域高度依

賴基礎研究和後續改良精進的累積創新之技術特性，以及研發上高度需求

專利誘因的支撐，實應透過判斷方法的細緻化以妥適調整誘因制度的運作，

以達到初始研發者和後續改良者間的利益保護密度之充分權衡699。其中，

本文認為最佳的政策思維，實係以追求貼近研發實務本質、維持研發社群

間具有充足的誘因動能、加速科學技術發展，以及增進適用判斷上的可預

見性，尚有餘者則再輔以提前預防專利權行使困境之功能面向。 

 

(二) 具體判斷方法之提出─善用 PHOSITA 標準和參酌 In re Wands 案因

素 

首先，就實務見解中採取之通稱生技領域皆普遍存在之不可預測性，

實非全然貼近技術實務且非合適的裁量判準。申言之，此不僅忽略了個別

技術類別中的差異，且未以 PHOSITA 此據以實施性的判斷主體本身作為

個案裁量中的微調標準，終造成不當之嚴格認定而低估發明人的技術貢獻

以及過度限縮權利範圍，實不利於初始研發誘因的保障700。固然相關發明

成果本身的貢獻，實可能因為累積創新特性和生物不確定性而貢獻幅度並

未可觀，但仍需考量其等投入的高研發成本和對於後續改良研發的指引和

啟發。並且，生技領域中尚存有諸多通常實施之科學法則和技術方法，此

乃 PHOSITA 得因此從系爭發明的揭露內容再行思維並輕易適用至其他毋

庸過度實驗之部分已知的內容上，此實無疑應皆屬初始發明人的技術貢獻

範疇。是以，當泛泛地區分技術領域是否具有可預測性，實難能貼近基因

科技之研發實務，並可能過分限制專利權人的主張範圍，而使後續研發者

得以輕易地迴避設計而無庸尋求授權，甚至在未達到真正發明門檻時亦能

獲取專利以不當奪取初始發明人的權利，最終導致生技研發的誘因保障過

分低落701。 

故而，面對基因科技發展現今實已漸漸趨向成熟而邁入穩定茁壯階段，

而非過往披荊斬棘的開創時代，實應針對現今的專利據以實施性嚴格認定

標準適度放寬，進而達到貼近技術開發實務和保障研發創新誘因之政策目

標，甚至能連帶地促進權利歸屬單一之效果，有助於日後授權使用上的搜

尋和接洽成本的降低。是以，具體的操作應乃細緻地針對個案發明所涉及

的技術類別探求其中的實際狀況和性質，而非泛泛地依循判決先例，更不

應將過往 In re Wands 案所提供的參考因素僅定位於參酌之例示而加以忽

略702，而應加強此等考量因素對於判斷上的重要性，再透過 PHOSITA 標

準予以因應微調，進而決定研發者的實質技術貢獻和相對應得享有之權利

                                                       
699 Saulsbury, supra note 685, at 441-42, 446-47. 
700 Id. at 465-66. 
701 Kopczynski, supra note 368, at 261-63. 
702 法院實務認為 In re Wands 案所揭示的參考因素，僅屬因應個案事實所需以資參酌之例示

(illustrative)，並非謂當法院未將此等因素皆綜合考量即生裁量瑕疵之強制規定(mandatory)。
See Amgen, Inc. v. Chugai Pharm. Co., supra note598, at 121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3 

範圍邊界703。 

 

(三) 基因專利的據以實施性內涵建構─依技術環境和成果性質調整門檻 

承繼著上開判斷方法和綜合考量因素的提出後，下述將具體套用至基

因序列等研發成果的專利之據以實施性的判斷上。首先，當於具有已能

熟練並掌握之科學法則或技術工程之個別領域中，應當得透過實施此進

而針對系爭發明所揭露的技術思想和內容，廣泛地結合過去部分已知的

其他相類似情形中，此時當發明人欲索取涵蓋上開等情於專利權範疇中，

實應容認較低的發明內容揭露之標準，以肯認其專利據以實施性的具備。

另外，本文認為個案中系爭發明所揭露之序列片段長短以及其欲列入其

專利範圍之變異型數量皆應作為實質審查的檢驗項目。實而，當序列片

段越少，則可對應之基因或胺基酸排列組合的數量將相對可觀，而造成

真正能夠展示出特定生物功能的特定性(specific)受到稀釋，此時即便已有

熟知的技術方法能夠逐一測試，但此等數量卻將造成原先毋庸過度試驗

的狀況受到反轉。是以，如 In re Fisher 案此等以過於小型之片段作為對

應主體，恐過分囊括不屬於其技術貢獻之序列變異型於其權利範疇內，

則此情應當否認其具備據以實施性之內涵。 

反之，倘若系爭發明所屬技術類別中尚存在著高度不確定性，似乎得

推導出應當加強揭露義務而需提供更加具體和明確的數據加以佐證其真

正的技術貢獻，如要求相關基因專利之需就特定基因序列本身或以其作

為生物材料得如何產生特定實用之功能詳加記載，否則難謂有符合此據

以實施性要件704。然而，此時實有必要依照相關成果之性質再予以細緻

區分。是以，若系爭發明係透過方法界定產物之請求項撰寫方式

(product-by-process claims)，欲以技術方法本身作為描述成果之內容，此

時，實有論者提出黑盒子發明(Black Box Invention)理論，認為在雖未能

清晰定義出方法步驟之間的意義及相關產物內容，但是透過具體描述各

步驟內容而予以實行，卻能於合理之精確度(reasonable certainty)得到期望

之產品(expected product)，此時應當得認定符合專利據以實施性之要件705。

該論者主要係立基於生技領域本身的技術特性和加速科學研發創新之思

維，認為當基因科技中本身乃以微觀的分子生物作為研發標的，其中過

程中常猶如在黑盒子般充滿未知因素中進行實驗，而當所使用的方法和

相關結果間具有合理的成功期待，應能以該特定方法作為揭露描述發明

之用，並且，以此作為據以實施性判斷之準據亦能避免定義相關產品成

果之時間，以加速成果公開增進整體研發的效率706。再者，此部分本文

                                                       
703 Kopczynski, supra note 368, at 443-444, 466. 
704 李素華，基因及基因醫藥之專利法制發展趨勢，法學新論，第 4 期，頁 59-60，2008 年

11 月。 
705 Hodges, supra note 691, at 851-52, 859-860. 
706 Id. at 8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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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亦得某程度上參酌開拓原則(pioneer doctrine)，以評價系爭發明本身

究屬一般性抑或是開創性成果，倘屬於後者時不僅因為開拓未知研發領

域對於科學進步發展甚有助益，且對於新興技術內涵本身帶有難以清楚

描述之特質，而應當政策性地寬認據以實施性，進而以較為寬廣之專利

範圍作為鼓勵其願意公開揭露予公眾習知之研發貢獻707。 

此外，蓋基因等遺傳物質和相關生物材料之研發成果，已有部分可作

為基因檢測或生技藥物等商業用途，從而對此等成果而言，未來投入產

品服務之開發最核心的議題，乃防範其他競爭者未經同意實施之侵權問

題。是以，在此等對於生技產業創新發展有助益的成果類型，除了應依

照前部分所述依照研發環境的技術水平已然提升而適度降低據以實施性

的揭露要求外，本文認為更應視情況提供政策性優惠再予調降，使其享

有較為寬闊的權利範圍，以避免易遭搭便車或發生權利歸屬分散等事宜，

進而鼓勵其等從事商業應用和達到帶動整體研發創新和產業發展之政策

目標。 

 

(四) 增進可預見性─要求發明人增加說明記載和限縮均等論之適用 

最後，有鑑於本文所採行之針對現今實務對於基因序列等基因專利

的據以實施性嚴格審查，認為應改採酌量個別技術類別的技術特性並輔

以政策思維以實質彈性審查，此時必將惹起適用上的不確定性和權利界

線的模糊之爭議。是以，除了應當於專利保護要件適用上增加論證思辨

和考量因素的記載外708，甚至應考慮納入可預見性作為提升權利範圍的

界定之依據。具體而言，當採取實質判斷個案發明的權利範圍是否與其

技術貢獻相稱時，實應課予發明人有義務預測其競爭者可能會借其研發

基礎往何等研發方向進行改良研發，而預先囊括進其專利申請範圍中，

並 適 度 補 行 相 關 之 試 驗 以 證 明 其 中 的 合 理 關 聯 性 (reasonable 

correlation)709，進而防堵可能產生的迴避設計710。並且一旦通過專利據以

實施性的檢驗後，系爭專利申請範圍之文義則作為日後行使和主張之界

線，進而嚴格限縮未來侵權訴訟時均等論(Doctrine of Equivalents)711的適

用712。執此，當採取本文適度放寬生技專利的據以實施性後，搭配限制

                                                       
707 Howard F. Chang, Patent Scope, Antitrust Policy, and Cumulative, 26 RAND J. OF ECON. 34, 
34, 52 (1995); Aljalian, supra note 339, at 72-74.  
708 Aljalian, supra note 339, at 66-71; Kopczynski, supra note 368, at 263-64. 
709 陳昭華、鍾靜湖等人，同前註 511，頁 410-417、425-434。 
710 Gulliford, supra note 688, at 721. 
711 均等論之概念乃針對專利申請範圍所述之特定的物品元件或方法步驟，透過將 PHOSITA
將得預見之有相類似功能、方法或達到相類似效果的製換型態，視為專利權人的技術貢獻內

涵而一同納入權利範圍。See Engel Indus., Inc. v. Lockformer Co., 96 F.3d 1398, 1405 (Fed. Cir. 
1996),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equivalents rests on the substantiality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laimed and accused products or processes, assessed according to an objective 
standard." “In applying the doctrine of equivalents, it is often enough to assess whether the claimed 
and accused products or processes include substantially the same function, way, and result."  
712 Gulliford, supra note 688, at 734-3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5 

非文義範圍之擴張，實能有效減少權利範圍判斷上的不確定性，同時增

進侵權認定上的明確性713。 

 

三、小結 

專利據以實施性，乃透過專利申請案所公開之說明書內容，輔以周邊技

術和前案知識為基礎，評斷申請專利之發明究竟是否存有與專利權利範圍相

稱之技術貢獻，把關專利制度運行上符合衡平之對價，進而提前預防專利濫

發之論題。而其中主要的判斷重點乃相關揭露內容得否使所屬技術之後進得

以在毋庸過度試驗下重現相同的成效，進而有助益後續研發創新的精進。而

法院實務在判斷基因序列等遺傳物質的據以實施性要件上，普遍採認生技領

域存有生物不確定性，而對於基因表現的中心法則的推導採取嚴格之認定，

而要求提供更加充分即明確的事證以支持明載於權利範圍的基因變異型或同

源物種，否則即排除相關寬列的權利內容。實而，此等嚴格見解固然有助於

避免專利搶註之問題，但卻忽略現行研發實務上技術水準普遍提升之狀況，

甚至造成研發公開時點延後、研發競爭水平歪斜，以及權利範圍遭限縮而有

礙於研發和商業誘因的保障等問題。 

是故，本文認為應調整現今專利實務對於基因序列和相關生技專利的據

以實施性採取之不當的統一嚴格審查，而認為應當考量個案所涉及之技術類

別特性和具體發明內容，是否真實存在高度不可預測性和恐難造成 PHOSITA

需過度實驗始能完成等技術因素。具體而言，除了可以將發明中所載之實施

例本身所揭露的基因序列長短一同納入考量外，更可輔以黑盒子發明理論、

開創性研發和是否已得直接應用於商業等政策思維，酌量對於整體科學研發

的貢獻程度，進而決定據以實施性之實質認定標準內涵。並且，為增進整體

適用上的可預見性，進而減卻研發投資過程中的不確定因素，是以，本文認

為應當在適度放寬據以實施性的原則下，得在提前預防後續專利權叢生或歸

屬分散之授權困境，搭配嚴加限縮將專利權利範圍擴張之均等論的適用，進

而以專利申請範圍的文義作為解釋權利範圍的主要依據，供後續研發者改良

研發時決定採取專利授權抑或是搜尋迴避設計之研發行為的參考。故而，透

過專利據以實施性的判斷方法再造，並且補充判斷論證上的技術評價和政策

思維，最後再與權利範圍的界線相連結，不僅有助於確保反映出真實的技術

                                                       
713 Id. at 743-44. Id. at 743-44.鑒於權利範圍之界定於各國實務上有二種態樣，分別為絕對保

護原則或目的限縮原則。絕對保護原則乃對於專利權範圍採取擴張的解釋法則，針對專利標

的其本身及使用方式即便未明文指示，倘認仍屬該技術領域通常技術者得預見或推知亦屬其

權利範圍內。反之，目的限縮保護原則則為對於專利權範圍之解讀與書面揭露揭示掛鉤，僅

於說明書記載明文使得讀入專利權範圍中，限制專利權行使。於基因專利上，美國等多數國

家及我國採前者，而德國等少數國家則採後者。李素華，同前註 704，頁 60-63。其中，有論

者認為在基因專利的權利範圍解釋上應採取目的限制原則的解釋方法，以專利申請範圍為主

並輔以說明書和圖示內容，作為描繪界定權利範圍的主要基礎，進而增加權利範圍解釋上的

明確性和可預見性，且同時有助於反映出個案發明的真實技術貢獻內涵。李素華，同前註492，
頁 109-111。本文政策立場亦偏向此說。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6 

貢獻，並釐清專利權的保護範圍，進而兼顧初始研發者的誘因保障和維持後

續研發者享有向上研發之空間，最終促成生技產業創新之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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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基因改良之生物材料 

 

第一項 政策內涵之具體化 

基因改良之生物材料，主要係透過基因重組技術等人工操作的實驗方法，

針對存於自然界的生物體和其體內的基因等遺傳物質或蛋白質進行改造，進

而創設出功能上或產物上異於自然產物之研發成果。依此，固然相關研發產

物可能因為改造標的對象的不同，而涉及生物體或相關生物材料，但鑒於發

明的內容成分實乃異於自然界的品系(strain)或新興功能之特徵(strait)，實無欲

以專利權壟斷系爭物種或相關生物材料而言。是以，在實務於 Chakrabarty

案肯認異於自然產物之含有外源基因的蘇力菌具備專利適格性，以及於本文

採取的放寬專利適格性之政策思維下，基因改良之生物材料此等有加諸人為

作用(man-made)且非利用傳統生物學方法所製備的發明，亦應能同等符合獲

發專利的資格714。 

而在產業利用性的部分，基因改良之生物材料的用途得作為製備直接用

於相關病症之醫治和預防的產物外，本身亦能充為輔助後續研發精進的研發

工具，不一而足。實則，前者無疑能通過現行實務的產業利用性門檻，然而，

後者雖然無法直接增進社會效益和公眾利益，卻是基因科技領域發展中滿足

累積創新特性所必需，且實能促進整體研發的進行和效率，仍有恪遵社會福

祉追求的實質意涵。故而，本文認為應當肯認其得應用於研發創新市場的用

途，而將此等應用形式納入產業利用性的實質性內涵中，而仍屬專利制度欲

換取公開的發明內容而言。 

接著，關於基因改良之生物材料的進步性判斷上，過往專利實務中於 1991

年的 In re Vaeck 案715，或 1993 年的 In re Bell 案716，巡迴上訴法院皆係採取較

為寬鬆之認定，惟，爾後經最高法院於 KSR 案改採實質認定後，針對此技術

領域的進步性要求亦將隨之提升。然而，本文見解仍認為進步性之標準雖然

應當伴隨基因科技的整體研發精進的發展脈絡逐漸提升，但過分僵化評價合

理成功期待和一定有限數量之試誤次數此等要件時，卻可能導致相關門檻功

能過高而不利研發成果的專利化。是以，實仍應如前所述之本文見解，對於

相關判準的解釋上納入生物科技研發之特性加以調整，並且評斷考量個案發

明所內含的技術創新、技術實效、研發風險和研發成本等因素，並且衡估是

否具有開拓研發或得直接為產業利用之性質而賦予政策性優惠，進而達成貼

近研發實務現況和維持充分研發誘因之政策思維。 

                                                       
714 See In re ALLEN, 846 F.2d 77, 77 (Fed. Cir. 1988); 胡舜文，以哈佛鼠為核心論基因轉殖動

物之可專利性及其產業利用，頁 34，國立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2005 年 8
月。 
715 In re Vaeck, 947 F.2d 488 (Fed. Cir. 1991). 
716 In re Bell, 991 F.2d 781 (Fed. Cir.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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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較有疑問者，實乃基因改良之生物材料此成果本身的研發貢獻內

涵，究竟除了試驗成功之實施例外，是否得同時涵蓋對於其他尚未實際從事

實驗卻可能存有某程度上的重現性和合理成功期待的部分，包含同源性物種

或相關變異型等，亦即，將相關可能的變異型態皆囊括入發明人所能享有之

專利權保護範疇中。實而，此涉及個案發明本身透過專利說明書等公示媒介

所進行的資訊揭露，其中所提供的教示作用是否足以符合專利據以實施性，

甚至亦須檢驗能否通過據以實施性要件所派生的最佳模式和書面說明之要求。

此外，在決定相關判斷標準和基準時，究應採擇何種的政策思維和具體內涵

成分，始能真正促成相關技術領域的創新發展。於下述將分別透過實務判決

依照時序介紹相關要件於基因改良之生物材料的適用情形和演進，再輔以技

術角度和政策思維的解析，進而尋求一最適的政策內涵和相應的解釋方法。 

 

第二項 基因改良生物材料之專利要件評析 

 

第一目 基因改良生物材料專利之據以實施性的實務見解現況 

關於基因改良之重組生物材料專利的據以實施性判斷，下述將依照爭點

搭配法院個案，分別就最佳模式之要求、擴及相類似物種之據以實施性判斷，

以及書面說明初次分離成為獨立之判斷和後續適用狀況逐一介紹之。 

 

一、 最佳模式要求之介紹 

於前所述之 1991 年的 Amgen, Inc. v. Chugai Pharm. Co.一案中，系爭發明

中實包含將得轉譯紅血球生成素(EPO)之相關基因序列轉化或轉染至寄主細

胞，作為製備相關蛋白質之生物工廠，並以此申請物品專利，亦於侵權訴訟

中遭反訴爭執其未符合最佳模式的內涵。其主要係認為 Amgen 公司於專利說

明書中，固然有揭露重組蛋白製備上所使用的最佳哺乳類之寄主細胞

(mammalian host cell)，係一特殊基因重組之中國倉鼠卵巢細胞 (Chinese 

hamster ovary cells)，然而，專利權人卻未將此細胞株予以寄存(deposit)，造成

後續研發者於實施時難以達到如專利說明書所述之成效，而被爭執未符最佳

模式載明之要求717。對此，巡迴上訴法院認為此最佳模式的要求的判斷步驟

有二，分別如下:  

(1) 在申請專利時點發明人是否已主觀構思出(contemplated)最佳模式; 

(2) 倘為肯定則進一步探求發明人揭露的客觀情形是否足以供

PHOSITA 實現該最佳模式之內容718。 

本案中法院認為發明人確實有思維出最佳模式的概略型，並有載明於專

利說明書中，但確實未將最佳型所使用之細胞株加以寄存。實而，不僅於過

                                                       
717 Amgen, Inc. v. Chugai Pharm. Co., supra note 598, at 1209. 
718 Id.at 120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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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專利申請實務上確實有要求應寄存抗體或微生物等生物材料之研發成果，

並且於判決先例中亦認為當無法僅依憑說明書之書面敘述和透過取得現有的

材料以完成具有特殊用途的生物材料時，寄存則實屬於另一得以滿足據以實

施性要件之途徑719。然而，固然系爭發明的最佳模式所需之細胞株並無法直

接公眾取得(not publicly available)，卻經專家證人證實能藉由可資使用的部分

材料經過合理試驗製造出相近的細胞株而言。是以，雖然未能完全地(exactly)

重製說明書所述之最佳模式，但此要件之需求實以有無造成過度試驗為判斷

基準，而認為僅需相較之下達到適當(adequate)之程度即可720。故而，上訴法

院認為系爭發明並未如對造所述之未符合據以實施性之最佳模式的要求。 

 

二、擴及相類似物種之據以實施性判斷 

於 1997 年的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Eli Lilly & Co.一案中，系爭發明乃

涉及運用基因重組技術針對微生物進行基因人工改良，使其得以製備人類胰

島素(human insulin)，進而作為輔助糖尿病患者調節血液中糖分的濃度之用721。

其中涉及專利據以實施性爭議的技術發明，乃得轉錄脊椎動物(vertebrate)與胰

島素相關之 mRNA 並亦得被原核寄主細胞複製(replicable in prokaryotic host)

之基因重組質體(plasmid)，以及包含脊椎動物、哺乳類動物或人類的胰島素

相關互補 DNA 的基因重組原核微生物之物品專利722。但於系爭專利之說明書

中，卻僅揭示大鼠的互補 DNA 序列、人類胰島素之胺基酸序列，以及一概括

的(general)技術方法，發明人對此認為得以結合使用上開物質和方法即能建構

系爭發明內涵之基礎。惟，巡迴上訴法院並不予以採認。 

首先，法院認為就說明書記載上，實為了追求能夠提供充分之依據以輔

助 PHOSITA 清楚認定(“clearly conclude”)系爭發明之技術內容，應當就所有

專利申請範圍所述之特徵或限制皆具體描述，始能真正落實公開揭露供研發

社群習知之目的723。執此，上訴法院援引前述之 Fiers v. Revel 案的判准，認

為無論經由相關載明之內容組合再輔以實驗得否取得人類胰島素相關之互補

基因序列資訊，當相關說明書中未載明人類胰島素之互補基因本身的具體性

質或確切序列內容，即未符合書面說明之要件724。退萬步言，法院亦援引前

述之 In re Deuel 一案的判決內容作為界定 PHOSITA 的標準，認為該時的技術

                                                       
719 Id.at 1210, “Such a deposit has been considered adequate to satisfy the enablement requirement 
of 35 U.S.C. § 112, when a written description alone would not place the invention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and physical possession of a unique biological material is required.” 
720 Id.at 1210-1212. 
721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Eli Lilly & Co., 119 F.3d 1559, 1562 (Fed. Cir. 1997). 
722 Id.at 1562-63; US 4652525 A, Recombinant bacterial plasmids containing the coding sequences 
of insulin genes, filed at June 1983. 
723 Id.at 1566. 
724 Id.at 1567, “Whether or not it provides an enabling disclosure, it does not provide a written 
description of the cDNA encoding human insulin, which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a written 
description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claim 5. …While the example provides a process for obtaining 
human insulin-encoding cDNA, there is no further information in the patent pertaining to that 
cDNA's relevant structural or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in other words, it thus does not describe 
human insulin c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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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難以能從單單的胺基酸序列和其他物種的互補基因序列，透過基因表現

的中心法則推估出人類的相關基因序列，故而，本案之說明書記載情形難謂

能該當據以實施性之內涵725。 

其次，法院亦對於本案發明中僅單以大鼠此一物種(species)作為實施例，

卻於專利申請範圍中擴張至上位的生物分類類別(genus)此情，援引上開前案

表示生物科技屬於複雜且存在高度不確定性之技術類別，不得單單如本案僅

提供所具備之功能係同一即為已足，而有必要如同化學技術領域般提供更加

精確的結構或性質資訊，進而得以歸納出該上位類別所共通之特定性

(specificity)，以供後續研發者能夠無需經過度試驗下即得以實施726。其中，

針對不同物種間之互補基因序列的特定性標準，法院認為應當提供共同的結

構特徵(“structural features common”)，或是藉由揭示所屬類別中足夠數目的物

種序列資訊(“showing the enablement of a representative number of species 

within the genus”)，以滿足可據以實施之內涵727。而此等數目本身即便於充滿

不確定風險之技術類別，亦非要求提供其中所載之所有物種的資訊，但確切

的數量仍應以技術類別和個案發明本身予以決斷。然而，法院認為本案說明

書中僅提供大鼠單一物種必定是未符合上開之要求，而實不具備專利據以實

施性728。 

 

三、 書面說明成為獨立之判斷要件並適用於生技專利 

隨著前述之 Amgen 案和 Fiers 案，以及上開介紹之 Eli Lilly 案，皆於闡述

基因科技專利之據以實施性要件的判斷中，或多或少有以書面揭露要件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作為論理專利有效性之基礎。執此，美國 PTO

依憑此等相關判決見解之累積，於 2001 年制頒書面揭露要件之審查基準729，

以追求裁量上的一致性和妥適性730，並宣示書面揭露要件乃屬一獨立要件且

判斷內容上異於專利據以實施性(enablement)，而係著眼於追求清楚闡釋

(clearly convey)發明本身之內容，並公告大眾系爭發明的技術和權利範疇

(possession)之槓桿功能731。實而，此審查基準擬定出一判斷步驟流程如下: 

(1) 首先乃依照系爭專利之專利申請範圍文義，採取合理解讀以劃設出

權利覆蓋範圍之最大化(“broadest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725 Id., “We had previously held that a claim to a specific DNA is not made obvious by mere 
knowledge of a desired protein sequence and methods for generating the DNA that encodes that 
protein…a description that does not render a claimed invention obvious does not sufficiently 
describe that invention for purposes of § 112, P 1.” 
726 Id.at 1567-68. 
727 Id.at 1569. 
728 Id. 
729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of Patent Applications 
Under the 35 U.S.C. 112, P 1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66 FED. REG. 1099, 1099-1100 
(2001), available at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com/sol/notices/writdesguide.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730 Id. at 1104. Also see Chisholm, supra note 655, at 562-65. 
73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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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者，立足於 PHOSITA 地位針對專利申請所提交之說明書內容逐一

比較檢視系爭專利申請範圍之個別元件和步驟(element and/or step)，

確認有無提供充足的對應實驗資料佐證，而得享有此等權利範疇; 

(3) 最後再評斷說明書之內容得否提供充足的教示，或得辨識的基礎依

據，供 PHOSITA 判別其等技術貢獻確實能夠支撐專利範圍內容之全

部(“claimed invention as a whole”)732。 

其中，對於說明書內容揭示資訊的程度，除了需適當就發明內容予以描

述(adequately describe)並供 PHOSITA 得合理地論斷(reasonably conclude)出其

技術範疇外733，該審查基準亦提供諸多的裁量因素以資參考，包含系爭發明

所屬之技術領域之技術成熟度和相關 PHOSITA 之智識程度、有無揭示專利物

品之部分結構、物理化學性質或功能特質且是否有得以借助已知之先前技術

予以輔助佐證，以及所使用之方法細節等734，其中得幫助 PHOSITA 減少試誤

次數和成本僅屬考量因素之一而已。並且，審查基準認為當面對技術領域正

處於萌芽發展階段且相關研發尚不具充分可預見性時，鑒於通常技藝者於研

發實務上仍面臨諸多不確定性，則相對地則應提出更多的事證基礎供辨別其

技術貢獻之內涵735。 

 

四、 書面揭露要件後續的適用情形 

(一) Enzo Biochem, Inc. v. Gen-Probe Inc.案 

於 2002 年的 Enzo Biochem, Inc. v. Gen-Probe Inc.一案中，實涉及透

過人工設計之基因序列作為探針，作為檢測造成淋病(gonorrhea)之淋病雙

球菌(Neisseria gonorrhoeae)是否存在檢體之用，惟，為避免檢驗環境中同

時存在腦膜炎雙球菌(Neisseria meningitides)所產生的檢測干擾，系爭發

明實透過序列細部設計和精細的操作方法，使探針得以有效率地辨識細

菌標的本身的染色體 DNA 736。而本案專利權人 Enzo 公司向對造

                                                       
732 Id. at 1105-06. 
733 Id. at 1104. 
734 Id. at 1106, “Patents and printed publications in the art should be relied upon to determine 
whether an art is mature and what the level of knowledge and skill is in the art.”;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re is sufficient evidence of possession include the level of 
skill and knowledge in the art, partial structure, physical and/or chemical properties,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alone or coupled with a known or disclosed correlation betwee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nd the method of making the claimed invention.” 
735 Id., “for inventions in emerging and unpredictable technologies, or for inventions characterized 
by factors not reasonably predictable which are known to one of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more 
evidence is required to show possession. For example, disclosure of only a method of making the 
invention and the function may not be sufficient to support a product claim other than a 
product-by-process claim. Furthermore, disclosure of a partial structure without addition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roduct may not be sufficient to evidence possession of the claimed 
invention.” 
736 Enzo Biochem, Inc. v. Gen-Probe Inc., 323 F.3d 956, 960-62 (Fed. Cir. 2002); US4900659 A, 
Nucleotide sequence composition and method for detection of Neisseria gonorrhoeae and method 
for screening for a nucleotide sequence that is specific for a genetically distinct group , filed at 
Januar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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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Probe 專利侵權訴訟時，遭反訴僅敘明相關重組基因序列之功能特性，

而未符合專利據以實施性之要求。Enzo 公司則抗辯其有將相關成果予以

生物寄存，實得藉此與說明書內容兩相對照比較以供相關研發者據以實

施。惟，地方法院對 Enzo 公司的主張並不予採認，而否定其等發明的可

專利性737。反之，巡迴上訴法院對此則做出部分推翻前審之裁定。 

是以，巡迴上訴法院不僅肯認書面說明之要求應當獨立於據以實施

性之外，亦成為另一個高度因應個案發明之內容和其所屬領域之性質加

以調整的要件738。而其中的具體思維，乃認為將系爭發明本身寄存固然

能有效減少後續近用者的過度試驗，而得以符合據以實施性，然而，書

面揭露要件則是另外要求於說明書記載中需具體明確的呈現發明人是如

何完成相關成果(in possession of the invention)，以供 PHOSITA 判讀其真

正的技術貢獻739。是故，就生技專利應當如何滿足此書面揭露要件之內

涵，法院援引了相關前案之見解並參酌 PTO 所制頒的審查基準，認為本

案實不能單純提供相關功能的描述，而應當針對發明內容提供完整且具

備充分細節之揭露記載，並揭示具體序列內容以及其與功能之間的關聯

性740。然而，本案的專利說明書確實未載相關序列資訊，但其有生物寄

存了三個突變變異之實施例，此時欲處理之爭點乃生物寄存得否作為書

面說明所認可的態樣，若為肯定時則實際寄存狀況究竟得否讓所有專利

申請範圍所涵蓋之技術發明皆符合書面說明之需求741。 

首先，法院酌量了生物寄存的發展脈絡和規範目的，認為生物寄存

本身係具有之供公眾使用之性質(content accessible)，亦用於因應生物科

技等成果本身的書面記載困難，應當肯認其得以作為書面揭露形式之一
742。其次，就相關寄存狀況得否足夠支撐專利範圍擴張至不同基因型和

物種之基礎，法院則認為應當從 PHOSITA 的角度觀之，並援引前開 Eli 

Lilly 案認為需視實際寄存狀況得否呈現出相關物種之間的序列係存有結

構相似性和功能相近等特質743。而最終因為此等問題的決定仍有賴進一

步的事實探究，故上訴法院將本案發回地院重審而未自為裁決744。 

 

(二) Goeddel v. Sugano 案 

於 2010 年巡迴上訴法院就 Goeddel v. Sugano 一案，其中發明人實乃

                                                       
737 Id. at 962. 
738 Id.at 963-64. 
739 Id.at 968-970. 
740 Id. 
741 Id., “Applying those principles, we first inquire whether Enzo's deposits of the claimed 
nucleotide sequences of claims 4 and 6 may constitute an adequate description of those sequences. 
Secondly, we will consider whether the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is met for all of the claims on the 
basis of the functional ability of the claimed nucleotide sequences to hybridize to strains of N. 
gonorrhoeae that are accessible by deposit. ” 
742 Id.at 964-65. 
743 Id.at 966-68. 
74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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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 Fiers v. Revel 案中唯一有通過據以實施性檢驗的 Sugano 公司，其欲

以早先在日本提出專利申請案的申請日，作為與另一發明人 Goeddel 競

逐其乃最早構思出發明技術者，進而為其於美國申請之發明申請案爭取

優先申請之權利(interference priority)。而此優先權的成立實需追溯之申請

案本身有提供得減少過度試驗和實際實行之建議和說明，換言之，即應

符合專利據以實施性之要求745。而本案涉及之發明內容係得增進對抗病

原體等免疫力之人類纖維母細胞之干擾素(human fibroblast interferon，簡

稱 hFIF)，其中實際能夠執行生物功能者，乃成熟的 hFIF 本身的胺基酸

序列，來自於原始型的 hFIF(precursor form of hFIF)歷經細胞內自行切除

一段前導胺基酸序列(presequence)之作用始能產生。而本案申請專利之標

的，乃一得製備產生具有生物功能之成熟 hFIF 之人工質體基因的基因重

組技術方法，以及藉由轉化該基因質體的細菌本身746。從其等專利說明

書中，卻僅有提供原始型 hFIF 的全部胺基酸序列內容，以及引用相關文

獻揭示的將被切除之部分前導胺基酸序列，惟，PTO 實認為固然說明書

中未確切載明(not explicitly disclosed)成熟 hFIF的具體胺基酸序列以及基

因序列內容，但是卻已充分為 PHOSITA 呈現出顯而易見 (“readily 

apparent”)之依據，從而認定 Sugano 公司得取得專利申請之權利747。 

然而，法院則認為系爭發明需達到提供充足的建言以減少實際試誤

(“constructive reduction to practice”)，始能主張優先權利的追認，而此情

狀的判斷上並非屬於 PHOSITA 得否據以實施之問題，反之，係側重於系

爭發明的書面揭露本身究竟有無具體揭示出發明本身的技術內涵和研發

貢獻而言748。故，法院認為系爭發明的專利說明書不僅未揭露細菌表現

載體(bacterial expression vector)的內容，亦無提供得轉譯出成熟 hFIF 的

相關基因序列，故認為並未滿足書面揭露要件而排除其優先權追認749。 

 

(三) Centocor Ortho Biotech, Inc. v. Abbott Labs.案 

 

1.技術內容介紹 

晚近於 2011 年的 Centocor Ortho Biotech, Inc. v. Abbott Labs.一

案，則係涉及製備得辨識人體腫瘤壞死因子(human tumor necrosis 

factor，簡稱 TNF-a)之人造抗體發明，以抑制 TNF-a 過量表現時所

引起的自體免疫反應，進而治療如關節炎(arthritis)之症狀750。其中，

                                                       
745 Goeddel v. Sugano, 617 F.3d 1350, 1352-54 (Fed. Cir. 2010) 
746 Id.at 1351-52. 
747 Id.at 1354-55. 
748 Id.at 1355-56,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one skilled in this field of science might have been 
able to produce mature hFIF by building upon the teachings of the Japanese Application, but rather 
whether that application convey[ed] to those skilled in the art that the inventor had possession of 
the claimed subject matter as of the filing date.” 
749 Id.at 1356-57. 
750 Centocor Ortho Biotech, Inc. v. Abbott Labs., 636 F.3d 1341, 1344 (Fed. Ci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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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執行抑制 TNF-a 活性之功能，相關抗體不僅需與 TNF-a 具有

高度辨識的親和性(high binding affinity)，亦有必要能針對 TNF-a 生

物活性之來源處加以遮蔽，亦即，需具備得辨識至 TNF-a 蛋白的特

定位置(specific location)之功能。再者，鑒於人體並不會自行生產此

等抗體，從而當製備此人工抗體時亦必須考量系爭抗體本身因含有

外源性抗原(foreign immunogen)而引起的人體內的免疫反應作用，進

而恐遭排除所造成醫療效果的減卻。是以，如何有效減少免疫原性

的產生(reduced immunogenicity)亦為研發改良上重要之課題751。 

蓋此等抗體具有高度醫療效用之潛能，實有多個研發單位爭相

投入研發，而本案的 Centocor 公司和 Abbott 公司亦參與其中，惟，

兩者在此等研發上卻採取了不同之研發策略。於 Centocor 公司主要

是透過老鼠此模式生物製備具有高度辨識 TNF-a 並能夠發揮有效抑

制效果的老鼠抗體，搭配置換抗體蛋白本身作為結構維持的恆定區

(constant region)為人類所屬者，進而減少可能引發的免疫反應。依

此，Centocor 公司實乃完成一帶有老鼠得產生辨識作用之變異區

(variable region)和人類之恆定區的嵌合型抗體而言752。反之，Abbott

公司則直接利用篩檢的方式找出得產生抑制 TNF-a 蛋白活性功能之

人體抗體，再運用親和力增進技術 (chain shuffling and affinity 

maturation)增強抗體與 TNF-a 此標的之間的辨識作用。最後，再將

此特定之抗體變異區與人類已知的恆定區加以結合，以完成不會引

發免疫反應阻礙之人工重組抗體753。 

 

2.紛爭事實和爭點 

而本案的爭端乃緣於 Centocor 公司早先於 1991 年就其嵌合型

老鼠抗體申請專利，並且分別於 1993 和 1994 年提出連續案申請

(continuation-in-part application)，並以所有相關老鼠變異區皆納入專

利申請範圍中，但卻未涵蓋人類變異區。隨著 Abbott 公司在 1996

年對於其人類重組抗體發明提出專利申請，並於 2002 年取得藥證上

市後，Centocor 公司則於同年再提出一專利申請之連續案，將人類

變異區和恆定區亦納入專利申請範圍，並追溯其 1994 年所提出的連

續案為申請日，且於 2006 年成功取得專利權。爾後，Centocor 公司

向 Abbott 公司提起侵權之訴，卻被反訴爭執系爭發明未充分具備書

面說明之要求754。 

實而，本案的爭點為 Centocor 公司得否主張成立優先權利，實

需就爾後所主張之人類抗體型態能獲得 1994 年連續案之說明書所

                                                       
751 Id. 
752 Id.at 1344-1345. 
753 Id.at 1346. 
754 Id.at 1346-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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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亦即，應當透過專利說明書就發明人實際的發明內容和研發

貢獻提供合理之指示(reasonable clarity)755。是以，法院認為 1994 年

所提出的連續案之專利說明書中，必須就欲主張享有專利權之人類

抗體的恆定區、變異區以及與其相關辨識等功能特徵加以具體揭露，

始足當之756。 

 

3.實務法院之見解 

依此，Centocor 公司於 1994 年連續案的專利說明書僅有些微提

及人類抗體和相關變異區等資訊，並受到專家學者質疑難以依據相

關說明書內容得以輕易推知且據以實施。是以，法院援引了 Eli Lilly

案之判準認為本案並未符合詳細揭示人類重組抗體和相關變異區之

資訊，更無提供嵌合體抗體和人類抗體間究竟存有何種的關聯性，

實難以滿足讓 PHOSITA 藉以辨識和知悉人類抗體亦屬於 Centocor

公司發明貢獻之範疇。從而，法院認為 Centocor 公司欲依憑 1994

年連續案之說明書主張人類抗體亦屬於其專利權利範圍，實可謂僅

屬於主觀上單純的願望(wish)或計畫(plan)而已，難謂已付諸實行且

客觀上已然達成，故並未該當書面揭露要件757。 

惟，Centocor 公司則抗辯認為依照 PTO 的審查基準和相關前案，

就抗體之功能性描述中，僅要提供抗體辨識的標的蛋白本身之胺基

酸序列內容即為以足。然而，法院對此提出本案與審查基準的不同

處加以辨別(distinguish)，其認為審查基準對於抗體所提出的基準乃

立基於相關抗原標的係屬高度已知(“well-characterized antigen”)之

技術範疇，且其中製備相關抗體之原因(reasoning)以及所使用的技術

方法，亦需已屬通常例行且高度熟練者而言758。固然本案的專利說

明書確實有揭示 TNF-a 蛋白的完整胺基酸序列，然而系爭發明製備

抗體的動機實乃基於當 TNF-a 特定處被辨識後所生的遮蔽作用，始

能抑制其生物功能作用而有醫療應用之效，並且，當運用過往常用

之製備抗體方法，透過注射此抗原進人體卻無法引起自主排除外源

之免疫反應予以篩選取得，畢竟相關的 TNF-a 蛋白係人體自行即會

生產的物質。是以，上述在在顯示本案之人類重組抗體實屬於一特

別且複雜的技術發明，而有必要於專利說明書中揭露更加精確的資

訊，始能確知發明人 Centocor 公司係實際有從事相關人類重組抗體

的研發試驗。並且，法院再次強調無論說明書究竟得否幫助

                                                       
755 Id.at 1348, “…in order for Centocor to prevail, the asserted claims must be supported by 
adequate written description in the 1994 CIP applications.” 
756 Id. 
757 Id.at 1348-1351, “The specification at best describes a plan for making fully-human antibodies 
and then identifying those that satisfy the claim limitations. But a mere wish or plan for obtaining 
the claimed invention is not sufficient.” 
758 Id.at 13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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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SITA 能夠無庸在過度試驗下完成相關成果，當說明書記載未能

供判斷其等技術內涵和相關貢獻，則未符合書面揭露要件而不具有

可專利性759。 

綜合上述，法院認為本案對於得辨識 TNF-a 且產生相關抑制效

果之人類重組抗體成果，僅以敘述嵌合型老鼠抗體和人類 TNF-a 胺

基酸序列卻無法呈現出其有執行且完成人類重組抗體的事實，而不

符書面說明之要求而否認專利之有效性760。 

 

第二目 實務見解之檢討和政策評析 

 

一、法理基礎之尋求 

從上開實務見解分別闡釋的最佳模式和書面揭露要件，其等法理依據皆

謂來自於美國專利法第 112 條關於專利據以實施性的明文規定，惟，若從規

範文義和立法目的觀之，實係為了達到專利制度的交換機制中換取真正有助

於提升技術水準和增進社會效益的發明之意旨，而對於專利說明書要求應就

發明內容、實施之細節和最佳模式等資訊加以揭露，以促成能夠幫助

PHOSITA 確實習知並得據以實施(“as to enable any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是以，最佳模式的規範目的，實乃欲防範諸多業者故意保留最佳實施例而不

公布，當獲取專利權後再以營業秘密之最佳實施例不當奪取更多的利益，進

而避免不當造就延長獨佔之權能和延遲科學技術進步之效率761。 

然而，較有疑問者，乃以幫助 PHOSITA 得實際上毋庸過度試驗即可達到

與專利申請發明相類似功能成效所憑依的文本本身，從規範解釋上似難得出

有從附屬於專利據以實施性而作為公示(notice function)之媒介，轉變為自行成

為另一獨立且異於據以實施要件的判斷之要件的基礎762。然而，若從法院實

務對於書面說明判斷上的見解發展脈絡，卻可發見此要件之內涵主要係要求

發明人就其發明內容具體記載，以供 PHOSITA 得以獲悉發明人確實有就發明

成果完成至呈現一定程度的可信性，並且幫助判讀個案發明的技術貢獻是否

足以支撐其等專利申請範圍。實則，此書面揭露要件的規範意旨，似派生於

專利制度以排他權換取到真正能讓社會受益和研發社群受用之技術發明的旨

                                                       
759 Id.at 1352-53. 
760 葉舜華和歐師維，抗體專利之說明書揭露——從美國 Centocor Ortho Biotech, Inc. v. Abbott 
Labs.案談起，專利師，第 8 期，頁 81，2012 年 1 月。 
761 Lisa Larrimore Ouellette, Access to Bio-Knowledge: From Gene Patents to Biomedical 
Materials, 2010 STAN. TECH. L. REV. 1, P108-113 (2010). 甚至，有論者認為應當於生技醫藥領

域的專利申請中需提高最佳模式的強制性，以避免實務上時常發生之不當隱匿相關資訊的揭

露，而變相延長法定期限而有害專利制度的運行。Frank W. Eucalitto, Best Mode or (Trade) 
Secret Mode? The Evisceration of the Best Mode Requirement and Its Impact on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33 QUINNIPIAC L. REV. 199, 232-233 (2014). 
762 Feldman, supra note 652, at P13-15, P18; Bao, supra note 682, at P89. 惟，亦有論者採取不同

的解釋觀點，其認為於法條文字中於說明書該句後的逗號且多年皆未修法予以刪除，應能得

出立法者有意使書面說明單獨成為另一個要件。Carrie A. Morgan, After the Fire and Rain, Lilly 
Still Stands, 31 DAYTON L. REV. 127, 135-136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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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而似得援引美國憲法的專利條款取得正當化基礎763。 

 

二、規範目的之探討 

從專利書面揭露要件本身最初的發展脈絡，實多涉及發明人於專利申請

案受理(application pending)之後，又再透過於專利申請範圍中增加新發明(new 

matter)或新限制(new limitation)，欲追溯原先的申請日以達到取得優先權利和

達到擴張專利範圍有所相關。執此，書面揭露要件實則作為評斷新加入的發

明內容究竟得否受到早先的申請案之說明書內容充分支持的把關門檻和因應

手段764。 

而在前開介紹的相關法院判決，則係涉及於初始於專利申請範圍中，即

廣納人工重組基因、抗體或生物的相關變異型和擴及其他不同物種，卻僅以

數個已完成的實施例作為依據。依此，無論個案中是否已然具備專利據以實

施性，法院實務仍會聚焦於相關專利說明書中究竟有無呈現出發明人客觀事

實上確實有進行實際研發試驗，以及界定其等技術貢獻，進而就專利權利範

圍加以調整765。是以，此書面揭露要件正面要求發明人應確實履行研發並提

供一定程度可信度之數據資訊，反面解釋則代表著實有防範發明人不當利用

擴張專利申請範圍掠奪未相稱之權利內容的功能意涵，進而維持專利制度的

交換機制運作上的衡平，亦能提前防止未來可能造成的後續改良研發之阻礙
766。此外，當要求發明人就每一專利申請項所指涉之發明技術加以試驗和具

體描述，不僅能確保專利核發範疇內的發明皆能發揮促進大眾福祉之應用和

實際減少後續研發者的試誤成本，並且經由提供具體指引的同時，亦能有效

增進後續研發者對於權利範圍的解讀和界定767。 

固然書面揭露要件似有其實益，惟，當此要件之判斷方法採取過於形式

化而未因應技術現況加以調整時，則恐導致標準過於嚴苛。實而，於實證研

究上確實有發見書面揭露要件於生技領域的標準相對較高，而導致有較高比

例的專利係因此要件而失去專利有效性768。是以，此無異係要求發明人在初

始研發完成後仍需投入更多成本和時間進行逐一驗證之工作，並且將連帶影

響新穎的研發策略搭配數個附屬的成功實施例之發明無法通過此要件門檻，

實有高度可能引發研發成果的延遲公開、初始研發者權利保護密度不足而難

                                                       
763 Kopczynski, supra note 368, at 231-236. 
764 Chisholm, supra note 655, at 556; Feldman, supra note 652, at P20-21, P24; Bao, supra note 
682, at P89-91. 
765 William E. Ridgway, Realizing Two-Tiered Innovation Policy Through Drug Regulation, 58 
STAN. L. REV. 1221, 1229-1232 (2006). 
766 Morgan, supra note 762, at 136. 
767 Eli A. Loots, PATENT: VALIDITY: WRITTEN DESCRIPTION THE 2001 USPTO WRITTEN 
DESCRIPTION GUIDELINES AND GENE CLAIMS, 17 BERKELEY TECH. L.J. 117, 118 (2001); 
Andrew S. Baluch, Relating the Two Experimental Uses in Patent Law: Inventor's Negation and 
Infringer's Defense, 87 B.U.L. REV. 213, 225-27 (2007). 
768 Dunstan H. Barnes, Technically Speaking, Does It Matter? An Empirical Study Linking the 
Federal Circuit Judges ' Technical Backgrounds to How They Analyze the Section 112 Enablement 
and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s, 88 CHI.-KENT L. REV. 971, 1002-04, 1007-08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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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阻卻可能的迴避設計，以及後續改良研發者亦難以獲取專利之困境，

最終造就整體科技發展效率的降低和相關研發誘因和動能的阻礙769。從而，

在追求妥適依照技術貢獻程度核發專利權，以及增進科技研發進步發展效率

此二政策目標，實呈現某程度的緊張關係，而有必要依據個別技術類別之性

質酌量合適的政策成分，以尋求最佳的創新政策之平衡點，進而建構出能夠

真正促成整體生技產業發展之書面揭露要件內涵770。 

 

三、技術角度之解析 

關於技術評價的部分，固然相關實務見解多有援引判決先例作為考量依

據，但適用結果上仍某程度上有嘗試納入較為彈性的判斷基準，以因應技術

性質並進行技術類別的區辨771。實而，除了肯認生物寄存得作為另一滿足書

面揭露要件之途徑外772，法院亦針對不同的基因重組之生物材料予以差別對

待。具體而言，在重組基因序列本身作為探針引子或製備特定蛋白的案例中，

法院要求其等應就欲納入權利範圍之相關變異型和擴及不同物種，提供較為

具體的共通序列結構和特徵，進而確定發明人已然透過數個實施例成功探求

出上位之公約數。此情於技術實務上確實較能肯定相關權利範疇所涵括的技

術內涵，皆能以系爭發明為基礎予以成功實施。反之，法院於發展較臻成熟

之合成生物學領域，針對通常例行所研發的抗體發明，則肯認 PTO 所闡釋的

審查基準而僅要求提示功能、標的對象和所使用之方法，即可通過書面揭露

要件773。 

雖然現今實務採取尚屬實質認定的判斷方法，相較形式僵化之認定更有

助於貼近技術發展脈動，並且避免標準過於嚴苛而扼殺了開拓研發的誘因和

延宕技術發展的時程。惟，美中不足之處乃實務見解的說理中未有依照個別

技術發明提供更加細緻地判斷基準，不僅對於個案發明的申請時點的

PHOSITA 之智識內涵和技術水平未置一詞，甚至更有不當錯置進步性此立基

於發明時點且內含不盡相同的政策目標之 PHOSITA 充為判斷基準774。再者，

從相關法院判決觀之，似仍有將生技研發普遍視為一充斥不確定性之技術領

域，而造成此書面揭露要件的實際適用上仍訂立相對較高的揭露密度要求775。

而實務上僅僅採用了生物寄存作為輔助書面揭露要件之判斷依據，並粗略區

分生技研發成果的技術性質而僅些微調整判準作為回應，實未真正落實

                                                       
769 Lisa A. Karczewski, Biotechnological Gene Patent Application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USPTO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Guidelines on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31 
MCGEORGE L. REV. 1043, 1080-1081 (2000); Hugh McTavish, Enabling Genus Patent Claims to 
DNA, 2 MINN. INTELL. PROP. REV. 121, 129 (2001); Chisholm, supra note 655, at 567-68, 570; 
Kopczynski, supra note 368, at 241, 246; Bao, supra note 682, at P100. 
770 Kopczynski, supra note 368, at 251. 
771 Id. at 261; Morgan, supra note 762, at 137-38. 
772 Ouellette, supra note 761, at P101. 
773 Wenrong Huang, Enzo's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Can It Be An Effective Check 
Against Overly Broad Biotechnology Claims?, 16 ALB. L.J. SCI. & TECH. 1, 25-26 (2006). 
774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55, at 1189-1190, 1201. 
775 Kopczynski, supra note 368, at 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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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SITA 的規範功能，亦即，除了借重專利說明書的教示外，亦有賴申請專

利該時即已存在的先前技術作為背景基礎，進而判讀其等研發貢獻之內容，

並決定發明人究竟得否享有相對應的專利權利範圍。依此，法院實務未有建

構個案之 PHOISTA 標準、泛泛界定個案所屬技術領域之特性，以及僅聚焦於

說明書文本本身的教示作用，必將導致書面揭露要件不僅無法依照與時俱進

的科技發展適時調整或反映，且導致適用標準普遍高於技術現況，難謂得真

正達到適用結果貼近技術研發實務之目標776。 

 

四、政策思維之評析 

此外，在政策思維的考量上，透過數個實施例即欲獨佔相對寬闊的權利

範圍之情事，固然屬於過往專利制度所肯認且為專利實務常態，然而，在化

學和生技領域中卻因為技術本質上多存有些微更動即可能造成功能特徵迥異

之特質，顯示出其中的研發教示多存有不確定性，而難以直接從表面外觀推

斷或確定其等技術貢獻之範疇。執此，書面揭露要件為求防範發明人不當獲

取未相稱之權利內容和範疇，而廣泛用於檢視生技專利的可專利性，以避免

未來可能引發的阻礙後續改良研發或不當掠奪相關成果，實具有創新研發政

策執行的正面意義777。實則，有論者認為當發明人確實未執行相關變異型和

物種間的研發，卻就此賦予其專利排他權未甚公允，且隨著日後定序技術等

周邊技術和設備的精進發展，擴張專利範疇的情形將日漸增加，而此書面揭

露要件之功能將更加彰顯。再者，從發明人的角度觀之，其僅要專心完成其

專利權保護之範圍的後續改良和商業化，所能獲取的相關商業利益實應足夠

支撐其等研發動能和誘因保障778。此外，後續的改良研發進行上，為了能真

正習知系爭發明的相關技術內容，並確定確實能如其說明書所載之功能效用

並且亦能自行重現，實對於發明人確實進行之相關數據(actual research data)

有高度需求性779。最後，亦有論者認為當提高書面揭露要件中事證提供之要

求，實能促使發明人對於其研發成果進行更多試驗，使個案發明之性質從基

礎研究階段更加趨向於商業應用，同時更能確保自身專利權利範圍的有效性，

並從現今學研機構和生技產業仍持續蓬勃發展之事實應能佐證此情實亦能帶

動增進外部的投資意願780。 

                                                       
776 Loots, supra note 767, at 130; Kopczynski, supra note 368, at 261-262; Saulsbury, supra note 
685, at 464-65. 
777 Mark J. Stewart,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of 35 U.S.C. § 112(1): The Standard 
After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Eli Lilly & Co., 32 IND. L. REV. 537, 556-57 (1999); 
Joseph Jakas, Encouraging Further Innovation: Ariad v. Eli Lilly and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42 SETON HALL L. REV. 1287, 1290 (2012). 
778 Morgan, supra note 762, at 139-140; Scott D. Locke, Nucleotide Sequences and Recombinant 
Technologies: Trend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to Inventions from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22 ALB. L.J. SCI. & TECH. 49, 73 (2012). 
779 Baluch, supra note 767, at 244. 
780 William C. Mull, Using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to limit broad patent scope, allow 
competition, and encourage innovation in biotechnology, 14 HEALTH MATRIX 393, 435 (2004); 
Jakas, supra note 777, at 1327-28,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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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大多論者則對現今書面揭露要件的見解多持反對之看法，甚至認為

適用結果更引起不利生物科技創新發展之結果，而多主張應回歸以據以實施

性單一判斷即為以足781。是以，書面揭露要件與據以實施性的判斷，對於評

價發明人技術貢獻的部分具有某程度規範功能的重疊782，而據以實施性的內

涵主要是著眼於實質判斷技術貢獻的角度，當已能提供 PHOSITA 無須如進行

初始研發般而即能自行實施相關發明內容時，相關技術範疇則應屬發明人之

研發貢獻;反之，書面揭露要件似乎更注重於客觀形式面向，認為若無法確切

揭示有實際進行相關研發之事證或外觀，則應當否認得評價為確實屬於發明

人的發明貢獻。執此，當就同一事務和對象卻有兩種判斷方法和基準迥異的

規範依據時，不僅造就疊床架屋之規範架構，更引發適用上的不確定性和公

平性之疑慮，恐連帶影響研發行為和誘因保障之間的互動，而導致轉向以營

業秘密保護之境783。 

其實，相關實務個案可見發明人多透過優先權之主張或連續案的申請，

進而於追溯早先之申請日的同時欲嘗試納入新發明，在政策的角度確實有必

要加以防範和把關。惟，原本實能透過擬制出追認該申請時點的 PHOSITA 內

涵，判別該新發明得否認列為原先發明的技術貢獻範疇，亦即，單純運用據

以實施性之判準即能有效發揮把關評斷擴張之權利內容或新加入的發明技術

究竟是否為事後衍生的技術內容(after-developed technology)784。但是，現今實

務卻往往把關注重點換移至書面揭露要件本身，高度仰賴採取相對較高且形

式化的判斷標準，以要求對於所有專利申請範圍所涵蓋之發明皆應當提供有

實際著手研發之客觀事證，進而達到嚴格把關之效果，實則卻某程度上架空

了 PHOSITA 之彈性判斷的規範功能。固然立足於技術發展後端之法院需進行

歷程爬梳以判定該時的 PHOSITA 內涵，並確認是否能使後續研發者毋庸過度

試驗即能近用，實有其一定之困難度。但在書面揭露要件的判斷上幾近全然

捨棄 PHOSITA 而僅注重於客觀資訊的提供義務，卻必將導致研發成果的公開

延後和研發者的誘因保障不足之境。考其專利制度的揭露機制之意旨，實乃

為了提供專利申請之審查官判定系爭發明是否有符合專利要件和評價其技術

貢獻，並且幫助同領域之其他後進得以習知並提升技術水準，實而，判斷主

體應當為具有該領域專業智識者為據785。是故，何謂當個案發明中所提交的

專利說明書已能供 PHOSITA 據以實施時，卻無法同時滿足書面揭露要件所要

求之輔助 PHOSITA 評斷其技術貢獻，其理由和依據究竟何在實未甚清晰且難

以理解786。從而，造就書面揭露要件的適用上的高度不確定性，並且將低估

                                                       
781 Feldman, supra note 652, at P134-135; Krista Stone, Written Description After Ariad v. Eli. 
Lilly: 35 U.S.C. § 112's Third Wheel, 11 J. HIGH TECH. L. 191, 223-27 (2010); Bao, supra note 682, 
at P98. 
782 Kelly, supra note 675, at 70-71. 
783 Limin Zheng, PATENT : VALIDITY: WRITTEN DESCRIPTION PURDUE PHARMA L.P. v. 
FAULDING INC., 17 BERKELEY TECH. L.J. 95, 106-08, 112-13 (2001). 
784 Id. at 108-110; Feldman, supra note 652, at P67, P83-84. 
785 Baluch, supra note 767, at 240-241. 
786 Christopher M. Holman, Is Lilly Written Description a Paper Tiger?: A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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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人之研發貢獻而有礙誘因揭露機制的運行787。並且，有論者認為當針對

書面揭露要件提高其規範密度，卻未就其中提供充分之論理，亦將引發某程

度上的適用不確定性，不僅造成規模較小的學研機構和獨立研發者不易就相

關成果取得專利，亦使得其等之研發競爭地位難以與有充分資本支撐廣泛試

驗以符合書面揭露要件之高門檻的藥廠或生技公司匹敵788。 

綜合上述，從前開書面揭露要件似有意排除實質探求建構 PHOSITA 之內

涵，而係概略地針對生技研發成果的技術貢獻和相對應得享有之權利範圍採

取形式化的認定。實而，此情似能解讀為法院實務已就生技專利的專利範圍

做出政策的擇選，亦即，最終決定以側重保護後續研發進行上得較不受廣泛

權利範圍之專利所阻，並且就所完成的改良成果亦能有機會申請專利取得保

護之，進而強調後續改良研發的重要性，相對某程度上限制和犧牲了初始研

發的誘因保障面向789。 

 

第三目 本文見解 

 

一、書面揭露要件適用上應回歸側重誘因保障之政策思維 

經由前述技術評價面向和政策思維角度深入檢討思辨書面揭露要件之規

範目的、實務操作情形和採擇的政策思維，實而，可歸納出現行實務對於基

因科技專利的書面揭露要件，似立基於限縮權利範圍以避免後續研發受阻的

政策思維，而有意將此要件作為因應不當擴張專利範圍以及防範於追溯專利

申請日時不當加入新發明內容的主要解決手段。然而，實際適用上的評價重

點卻仍係落在系爭發明的教示作用和技術貢獻的認定上，與專利據以實施性

之差異僅在於書面揭露要件的判斷方法上係採取一定程度的形式主義之解釋

方法，並立基於生物科技領域具有普遍研發不確定性的認知，進而概略地界

定 PHOSITA 內涵而更加著重於客觀事證的呈現，最終造就針對生物科技成果

有相對較高的審查標準之情。 

固然有論者認為從技術角度觀之，基因重組的技術領域中因為係創造自

然界所無的合成生物材料，理論上應當提供較多的描述和驗證數據，始能清

楚劃定其發明內容和範圍790。惟，本文並不贊同此等論點。蓋基因重組技術

方法的成熟度以及欲納入的專利申請範疇之樣態，皆可能因為所屬技術類別

的細部不同而相差甚遠，難謂能以此不甚精確的技術評價直接套用至全體的

基因科技發明中，對於個別技術領域的研發創新的發展尚非妥適。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Eli Lilly and its Progeny in the Courts and PTO, 17 ALB. L.J. SCI. & 

TECH. 1, 78, 80-82 (2007). 
787 Zheng, supra note 783, at 113-15; Karczewski, supra note 765, at 1084-1085; Feldman, supra 
note 652, at P35. 
788 S. Benjamin Pleune, Trouble with the Guidelines: On Urging the PTO to Properly Evolve with 
Novel Technologies, 2001 U. ILL. J.L. TECH. & POL'Y 365, 380-382 (2001); Bao, supra note 682, at 
P100-101. 
789 Stewart, supra note 777, at 558. 
790 Bao, supra note 682, at P102-0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02 

再者，本文亦不贊同書面揭露要件現行實務的操作模式和政策思維。實

而，專利權利範圍核發過廣所可能衍生的阻礙後續研發進行和影響相關改良

成果申請專利保護之空間，前者無非是專利授權的問題，而應當委由後續職

司授權促進或防範拒絕授權等政策槓桿以資處理；反之，後者則係屬於技術

貢獻衡量的細部爭議，此時更應當妥適地建構 PHOSITA 的智識技術水準之內

涵，進而從技術實務角度細緻地衡估出系爭發明的研發貢獻之內容。執此，

透過區分研發誘因保障之專利保護前階段和成果廣泛近用之專利授權後階段，

實能促使屬於專利保護要件的書面揭露要件，得以在適用上落實確保生物科

技研發環境中能保有充足的誘因支撐，以及細緻界定系爭發明成果的內涵以

貼近技術發展現況，應較能真正達成生技產業的創新和發展。 

 是以，本文認為書面揭露要件所應立基的政策思維和採擇的具體判斷方

法，應當與專利據以實施性相類似，亦即，於嚴格和寬鬆標準間尋求一平衡

點，以追求初始研發者和後續改良者間的誘因保障之充分衡平。當對於申請

專利者的權利範圍界定，係以其等實際研發貢獻為據時，實能有效促進研發

者公開其技術內容換取專利保護之意願，進而在促成後續研發者得以習知相

關技術內容的同時，亦能就未為專利覆蓋之處持續改良研發以取得專利，此

無疑係增進生物科技創新發展效率之最佳方法。 

 

二、書面揭露要件的具體判斷內涵之提出 

具體而言，此等政策思維落實在判斷適用上，首先實應透過辨別系爭發

明所屬的個別技術領域的研發現況和背景知識基礎，以妥適地建構一貼近研

發實務之 PHOSITA 標準。再者，於判斷論理中應以發明人所提供的說明書和

當時得以習知的先前技術背景作為認定基礎，並且除了以得輔助 PHOSITA 毋

庸過度試驗為判斷重點外，亦應輔以 In re Wands 案所提供的相關參考因素，

進而就個案涵攝適用上增加判斷結果的可預見性外，亦就發明內容本身所內

含的技術創新內涵和技術實效成分區分系爭發明究竟係確實有提供研發社群

受用之技術貢獻，抑或是僅是單純的臆測或不甚精確的研發策略指示791。其

中，應就成果本身係屬於開拓性或一般性研發以及得否直接作為產業利用，

以適度調整誘因保護密度，進而調整判斷標準之門檻，促使得開拓發明和有

商業用途之成果得享有較寬廣的權利範圍792。依此，實能達到真切評價個案

技術貢獻並核發與促進技術研發助益相對稱之權利範疇，以及增進誘因保障

的事前明確性和事後的不易變動性，最終促成研發社群願意投入生物科技領

域之研發和後續的商業化應用，並且亦願意公開研發成果換取專利權保障而

提升技術水平之結果。 

 

三、書面揭露要件應作為專利據以實施性的低度補充要件 

                                                       
791 Jakas, supra note 777, at 1331. 
792 Aljalian, supra note 339, at 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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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而，當書面揭露要件採擇上開所述之政策思維和判斷方法，將使書面

揭露要件的規範功能與專利據以實施性高度重疊，此情將引發書面揭露要件

是否有必要單獨成為另一專利保護要件之疑義，此無疑是實務見解之所以刻

意區分此二要件之判斷方式，而造就前述之偏移原先應當注重之 PHOSITA 標

準的建構和技術貢獻的實質認定，而改採側重於事實上有從事實際試驗及說

明書內容之呈現客觀事證的外觀。實則，有論者認為書面揭露要件僅係法院

實務為提高生物科技專利的據以實施性標準所遂行的手段而已，實不具單獨

成為另一要件之基礎793。故而，本文認為最根本的解決之道，實乃廢止書面

揭露要件成為獨立判斷的專利保護要件，而針對不當擴張專利權利範疇以及

利用追溯申請時點的方式奪取日後發展的技術內容等情，實全權委由專利據

以實施性予以因應處理即為以足，並能減卻適用上的不確定性。 

然而，書面揭露要件實已適用多年，除非立法者明文指示將專利法關於

專利據以實施性簡化為單一判斷要件，否則需依循判決先例的法院系統和受

司法機關監督的行政單位難謂能夠直接摒棄書面揭露要件的適用。依此，實

有論者認為單純採用專利據以實施性並輔以 In re Wands 案的參考因素，雖然

有助於系爭發明的技術教示和研發貢獻的判斷更為貼近技術本質和研發實務，

但可能因為採取實質判斷而仍恐衍生一定程度的適用不確定性，而認為得同

時搭配適度門檻的書面揭露要件，實能增加適用上的可預見性794。本文實贊

同之，在現行立法者未闡釋廢除書面揭露要件之意旨時，實應將書面揭露要

件作為專利據以實施性判斷上的備位，並應將標準設定降低，僅要求提供與

技術發明內容合理關聯性的記載即為已足，進而避免不當阻礙開拓研發進行

的誘因保障795 

 

第四目 小結 

 專利制度所內含的對價機制，係國家以一定期間的排他權換取發明人將

其等研發成果公開揭露，而此揭露的要求除了需使所屬技術領域的後進得以

在毋庸過度試驗下重製重現發明所聲稱的功能和成效外，法院實務更援引美

國專利法第 112 條之規定解釋出尚需揭示最佳模式的實施例，以及專利說明

書的內容亦須符合書面揭露要件之內涵。是以，在原先的專利據以實施性此

要件中，另外又派生了二個獨立的專利保護要件，且皆有適用於基因科技的

研發成果中。 

首先，關於最佳模式的部分，為避免發明人刻意隱瞞而不當享有獨占權

延長，以及造成科學技術客觀上進展的延誤，於 Amgen 案中法院揭示當專利

權人已主觀上構思出該等最佳的實施例態樣，並且於客觀上有於專利說明書

或搭配生物寄存的方式供 PHOSITA 得以達到為相同或相似效果的實施，則得

                                                       
793 Bao, supra note 682, at P99. 
794 Stone, supra note 781, at 225. 
795 Loots, supra note 767, at 136-37; 蘇靜雅，美國專利法上書面說明要件之探討——由產業及

技術領域區別適用觀點切入，頁 90-91、94，國立交通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2012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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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此要件之要求。對此，本文對於該等判斷方法和政策思維皆表贊同。 

而就書面揭露要件的部分，其創設的發展歷程肇因於基因科技領域的專

利申請實務上，多會將相關變異型或同源物種等一併納入專利申請範圍中，

卻未實際對於所有相關可能使用型態加以試驗。為了防範此等不當擴張的專

利搶註之情形，並且提前預防未來造成阻礙後續創新的可能，法院實務和 PTO

所制頒的審查基準建構此要件的內涵為要求發明人需於專利說明書中具體明

載其係如何完成研發成果，並清楚記載相關之細節內容。固然法院實務有採

酌生物寄存作為輔助判斷之基礎，並且有稍微針對個案所內含的技術特性有

所調整判斷門檻，但是仍然採取較為形式認定的嚴格標準趨向。甚至，即便

書面揭露要件與專利據以實施性皆是借重 PHOSITA 作為判斷主體，以及針對

所提供的教示作用列為判斷之重點，但相關判決仍一再強調縱使系爭發明有

符合據以實施性，實與書面揭露要件該當與否毫無關聯。實而，法院對於基

因科技專利的書面揭露要件之判斷內涵，仍係認為基因科技尚屬於一普遍存

在著生物不確定性的研發風險，而著重在得否以說明書或寄存等形式之內容

顯示出其等權利範圍下的各種實施態樣有經過發明人的實際試驗而言，並且

有意與專利據以實施性判斷內涵相異以區隔為另一獨立的審查要件。 

然而，本文對於法院就書面揭露要件的實務見解並不贊同，不僅技術評

價上未符合現行研發實務的技術水平，亦未善用 PHOSITA 因應個別技術差異

予以調整，甚至忽略專利保護要件應側重於保障研發誘因的政策思維初衷，

而造就現行實務已不當以此要件排除諸多研發成果的可專利性，並引起適用

上的不確定性等問題，實與專利欲促成研發創新之目標相違背。是以，本文

認為法院實務似有意使書面揭露要件單獨成為另一專利要件，藉此防止前開

專利實務的擴展權利範圍之情事，而又為了回頭加強此政策手段的正當化基

礎，刻意將書面揭露要件聚焦於說明書等形式內容，且判斷內涵又與專利據

以實施性相異，最終導致判準並不具充分明確的政策基礎和論理依據。實而，

專利搶註或欲以連續案回溯至申請日加入新發明或新限制等相關問題，仍係

環繞在實質技術貢獻和教示作用的認定上，僅須借重專利據以實施性的判斷

再造，亦即，如前述的善用 PHOSTIA 和綜合考量相關因素即能加以因應，甚

至得達到兼顧研發誘因保障之政策面相。是故，本文認為書面揭露要件實毋

庸單獨成為另一判斷要件，否則將發生如現行與專利據以實施性有疊床架屋

之狀況，導致整體適用上的欠缺明確性和可預見性之問題。惟，在現行法院

實務肯認而立法者未明文將二者要件合併匯流的情況下，則應將書面揭露要

件減縮為低度門檻的補充性要件，並調整為亦以技術貢獻和教示作用列為判

斷重點，且採取實質認定的彈性判斷方式，進而避免不當的排除如開拓研發

等研發成果的可專利性，而維持基因科技領域存有充分研發創新誘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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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基因檢測和治療方法 

 

第一項 政策內涵之具體化 

以基因或胺基酸序列製備成引子或探針，實能作為檢測患者本身的特定

基因相對應之 mRNA 和蛋白質的表現量，再透過比對相關檢測數據，進而研

判患者就特定基因之關聯疾病的罹患機率和風險狀態。而基因治療則係運用

相關研發成果去影響特定基因的轉譯轉錄功能的運作，以嘗試針對特定疾病

的病理機制運行加以抑制預防和干預治療之效用。從而，基因檢測和治療方

法如前述實得以應用在實際醫療目的上，僅要確實在研發試驗中確認相關方

法成果對於特定疾病具有醫療效用，並提供充足可支持之實驗數據，則實能

輕易通過產業利用性所要求的實質性、特定性和可信性之內涵。即便現今專

利實務採取較為嚴格之見解亦然，更何況本文見解更認為產業利用性應依據

生技專利特性而納入研究工具面向。 

而在專利進步性之判斷上，現行專利實務從過去的寬認改採了 KSR 案所

述之實質認定的見解後，本文見解認為應當如前述同時就相關判準如合理成

功期待和一定有限數量之試誤次數中，因應生物科技研發之特性予以調整，

而將個案發明所內含的技術創新、技術實效、研發風險和研發成本等作為綜

合考量因素，以落實貼近技術研發現況和保障研發誘因之政策思維。就基因

檢測和治療方法專利而言，鑒於其等實能夠實質地應用於醫療產業中，並為

患者帶來預防和治療效用，實應側重於發明本身的技術實效此部分，而判定

得否通過進步性之要求796。 

然而，於基因檢測和相關治療方法專利中專利要件判斷上最有疑義者，

實乃是否能該當專利適格性的部分，畢竟相關檢測和治療方法之所以有其醫

療效用實出自於針對生理自然反應予以偵測或調整，而使相關成果的內涵本

身高度涉及自然定律(law of nature)之運行。是以，在專利申請實務上實可能

將生理自然反應等機制納入私有權利範疇中，而導致此等基礎研究工具的近

用受到阻礙或壟斷，進而不利於後續研發改良之進行，有違專利制度的宗旨。 

另外，在據以實施性和書面揭露要件的部分，固然現行法院實務仍於 2010

年巡迴上訴法院針對 Ariad Pharms., Inc. v. Eli Lilly & Co.案中，明示採取書面

揭露要件與專利據以實施性獨立分野的立場，並認為判斷內涵應與前開所述

之 Fiers 案、Enzo 案和 Eli Lilly 案相同之形式嚴格見解797。而其中更對於書面

揭露要件的政策功能和判斷內涵多加著墨，固然本文仍係採取前節所述的立

場認為此要件有變革再造之必要，然而相關見解所述之理論說明的反思實能

作為支持本文政策模型的基礎。 

                                                       
796 沈宗倫，同前註 586，頁 348-350。 
797 Ariad Pharms., Inc. v. Eli Lilly & Co., 598 F.3d 1336, 1340, 1350-1351 (Fed. Ci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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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下述將特別針對基因檢測和治療等方法發明究竟能否成為專利申

請標的，從實務見解之發展乃至於相關意見的深入解析，最終再承繼著本文

前開所提出之政策模型加以評析討論。此外，亦針對基因檢測和相關治療方

法發明的書面揭露要件再予以說明介紹和思辨探討，並說明前開政策模型應

當如何因應方法專利之特性加以微調適用，進而促成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之

政策目標。 

 

第二項 基因檢測和治療方法之專利適格性評析 

 

第一目 方法專利的適格性判斷內涵之介紹 

美國專利法中所規定的專利保護客體，除了相關物品和改良物等外，亦

包含技術方法而言。其中，針對專利申請範圍的撰寫方式，得以動詞作為描

述的步驟方法外，亦得改以裝置取代則將轉換成借助特定裝置的請求項形式，

另依照不同用途又可定性為製造方法、處理方法和使用方法等種類798。其中，

方法發明不僅需具備技術內涵以符合相關專利要件外，又因為相關發明內涵

恐涉及自然現象(phenomena of nature)、心智思考(mental processes)或抽象智力

概念(abstract intellectual concepts)，實可能不當將屬於公共財性質的基礎研究

工具納入私有的權利範疇中。是以，最高法院於 1981 年的 Diamond v. Diehr

案中曾明示當發明內容包含上開的概念中者，如系爭個案乃數學演算法

(mathematical algorithm)，除非有實際應用於特定物品或步驟始有進一步探求

之餘地，否則均一律不得具備可專利性799。從而，在方法發明的專利申請案

中，實有必要針對發明內容評斷是否具有可專利的資格。 

在某些特定的技術領域中，基於固有技術本質使然，必將造成研發成果

中無可避免地涵蓋上述不可專利化的技術內容。對此，法院實務則提出一折

衷的具體判斷方法，乃「機械或轉化之測試法(machine-or-transformation test)」。

其中透過要求在方法專利的專利申請範圍中，將相關步驟或方法限定在(“tied 

to”)特定的機器或裝置，抑或是發明技術有轉化成另一不同的形態或內容者

(“transforms a particular article into a different state or thing.”)800。當滿足此二型

態之一，則因為有發生將相關權利範圍加以限縮，避免遮斷相關基礎概念原

                                                       
798 黃文儀，論方法發明之可專利性，專利師，第 16 期，頁 3-6，2014 年 1 月。 
799 Diamond v. Diehr, 450 U.S. 175, 185, 187 (1981), “Excluded from such patent protection are 
laws of nature, natural phenomena, and abstract ideas.” a process is not unpatentable simply 
because it contains a law of nature or a mathematical algorithm”, “…. an application of a law of 
nature or mathematical formula to a known structure or process may well be deserving of patent 
protection” (本文自行節錄) 
800 See In re Bilski, 545 F.3d 943, 954 (Fed. Cir. 2008) “…a definitive test to determine whether a 
process claim is tailored narrowly enough to encompass only a particular application of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rather than to pre-empt the principle itself. A claimed process is surely 
patent-eligible under § 101 if: (1) it is tied to a particular machine or apparatus, or (2) it transforms 
a particular article into a different state or 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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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的使用，而留有後續創新的自由空間，此時此等折衷形式實得符合專利適

格性之要求801。 

 

第二目 基因檢測和治療方法專利之適格性的實務見解現況 

 關於方法發明的專利適格性判斷適用在基因檢測和治療方法的情形，在

此將介紹三個晚近的相關實務的判決案例，分別為 2012 年的 Mayo v. 

Prometheus 案確立了檢驗方法專利之適格性判斷原則，而於同年的 Myriad 案

則係揭示檢驗方法專利得通過審查之實例，以及 2015 年的 Ariosa v. Sequenom

案則將 Mayo 案之判斷原則加以步驟化並續行沿用，詳述如下。 

 

一、Mayo v. Prometheus 案確立檢測方法專利之適格性判斷原則 

 首先，於 Mayo v. Prometheus 案中系爭方法發明成果主要針對過去作為

治療自體免疫失調病症之硫嘌呤(thiopurine)藥物，透過偵測施用後血液中的

代謝物濃度數值，作為研判於劑量上應否再為增加或減少之檢測藥效的方法
802。其中，其於專利申請範圍的敘述中，係採取限定於治療免疫引發之腸胃

疾病上，並且步驟上有區分施用(administering step)、判讀(determining step)和

數據指引(wherein step)而言803。本案歷經於地方法院被認定不具專利適格性，

而至巡迴上訴法院則認為系爭發明應將其申請專利標的限定於使用人體和血

液檢體，方符合機械或轉化之測試法之內涵，從而始得判定具備專利適格804。

惟，最高法院則又推翻巡迴上訴法院之見解，終做成系爭發明不具備專利適

格性之決定。其中，主要的論理依據乃認為自然現象等實屬科技研發創新之

基礎研究工具而言，一旦遭專利權私有化壟斷後必將帶來相對較高的阻礙創

新效果。並且，法院認為唯有就自然現象之應用(application)或由其作為輔助

(aid)，始有機會符合專利保護之對象。反之，僅僅闡述自然現象(state the law of 

nature)或單純加註應用一詞(“apply it”)，甚至限縮使用用途(limit the use)，皆

無法符合專利適格性805。 

是故，最高法院認為系爭發明僅涉及敘明人體自然代謝之過程

                                                       
801 Anna B. Laakmann, An Explicit Policy Lever for Patent Scope, 19 MICH. TELECOMM. & TECH. 
L. REV. 43, 57-59 (2012). 
802 Mayo Collaborative Servs. v. Prometheus Labs., Inc., 132 S. Ct. 1289, 1294-95 (U.S. 2012) 
803 Id., “Claim 1 of the US 6355623, which describes one of the claimed processes as follows: A 
method of optimizing therapeutic efficacy for treatment of an immune-mediated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comprising: 
(a) administering a drug providing 6-thioguanine to a subject having said immune-mediated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and 
(b) determining the level of 6-thioguanine in said subject having said immune-mediated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wherein the level of 6-thioguanine less than about 230 pmol per 8x108 red blood cells indicates a 
need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said drug subsequently administered to said subject and  
wherein the level of 6-thioguanine greater than about 400 pmol per 8x108 red blood cells indicates 
a need to decrease the amount of said drug subsequently administered to said subject” 
804 Id.at 1296.  
805 Id.at 12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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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entirely natural process)，而相關實施步驟亦僅僅提供了早已正在使用的

內涵、單純的建議，或是說明了其中交互作用的統計結果 (statistical 

relationship)，實均未具有任何得確實產生轉化(transform)而成為專利標的之充

足內涵基礎806。而此等情狀倘若仍得受肯認係具備專利適格性時，法院認為

很有可能會不當抑制該自然定律的後續利用，不僅最終發明本身未有益於公

眾，更將造成了後續研發者近用與否需視專利權人的同意與否之境807。再者，

於判決敘述中更援引了 2010 年最高法院於 Bilski v. Kappos 案中所說明之該機

械或轉化測試法本身僅屬判斷專利適格性的參考依據之一而已808，而非如巡

迴上訴法院認為一旦符合則推導出應當具備專利適格性而言，更何況系爭發

明僅謂限定於人體或血液檢體亦未達符合得產生轉化之程度809。此外，發明

人亦主張系爭發明的專利權利範圍已有所限縮，實難謂將產生如法院所擔憂

之過分阻礙未來創新的可能，並且檢測技術領域實有仰賴專利保護以鼓勵後

續研發的特性，兩相比較下應當肯定其專利資格。惟，法院則以系爭發明技

術貢獻程度低落，且即便以狹小的權利範圍佔據自然現況亦可能產生不當壟

斷研發鏈之情，甚至認為法院審理機制和陪審團本身難謂能夠因應不同產業

技術而有所回應，與其如此不如由法院直接創設鮮明嚴格的判斷標準加以一

致適用810。 

最後，固然政府部門於法庭之友所表達的意見中，有認為本案發明應當

以新穎性要件予以排除其等之可專利性，然而，最高法院則係認為倘若使系

爭發明得通過專利適格性之門檻，將造成此要件形同虛設。此外，法院認為

此專利適格性要件本身的判斷內涵縱然有與後續相關要件有部分交集和重疊，

但是其他要件本身卻未有如專利適格性般有專門聚焦職司處理自然定律的可

專利爭議而言。是以，為避免任何可能產生對於後續研發造成阻礙之風險，

亦同時防範後續可能引發的授權困境之政策考量，最高法院認為仍應當以專

利適格性初始即排除系爭發明的可專利性811。 

 

                                                       
806 Id.at 1296-1301. 
807 Id.at 1301-1302. 
808 Bilski v. Kappos, 561 U.S. 593, 604-05 (U.S. 2010), “This Court's precedents establish that the 
machine-or-transformation test is a useful and important clue, an investigative tool,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some claimed inventions are processes under § 101. The machine-or-transformation test is 
not the sole test for deciding whether an invention is a patent-eligible process.”; “It is true that 
patents for inventions that did not satisfy the machine-or-transformation test were rarely granted in 
earlier eras, especially in the Industrial Age… But times change. Technology and other innovations 
progress in unexpected ways. For example, it was once forcefully argued that until recent times,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patent law probably would have prevented the issuance of a valid 
patent on almost any conceivable computer program. But this fact does not mean that unforeseen 
innovations such as computer programs are always unpatentable.” 
809 Id.at 1302-03. See Bilski v. Kappos, 561 U.S. 593, 594 (U.S. 2010), “The 
machine-or-transformation test is not the sole test for patent eligibility under § 101. The Court's 
precedents establish that although that test may be a useful and important clue or investigative tool, 
it is not the sole test for deciding whether an invention is a patent-eligible “process” under § 101.” 
810 Id.at 1303. 
811 Id.at 13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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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yriad 案揭示檢驗方法專利得通過審查之實例 

在 Myriad 案中系爭發明除了前開所述的與乳癌病理機制相關之 BRCA1、

2 之分離和互補基因序列外，實亦包含相關方法發明而言，分別如下: 

(1) 以相關基因序列作為分析潛在患者之相關配子細胞檢體所含基

因型的基因檢測方法812; 

(2) 利用觀測體細胞檢體之腫瘤細胞和一般細胞個別表現的 BRCA1、

2 之 RNA 及 cDNA 數值，並予以比較以得出相關基因的體細胞

變異和癌症誘發之間的關聯程度813; 

(3) 藉由轉化實驗而帶有相關基因序列之真核細胞，以此做為檢篩對

於有潛力有效治療乳癌之物質的技術方法814。 

執此，雖然判決之相對人皆有針對系爭發明之物品專利和方法專利提出

確認有無符合適格性之要求，惟，於 2013 年的最高法院僅就本案的基因序列

專利加以闡明，而並未針對方法專利本身多加敘明，是以，方法專利的部分

之相關判斷實係維持 2012 年巡迴上訴法院之見解815。 

針對本案 BRCA1、2 基因檢測方法專利的適格性部分，地方法院係以機

械或轉化之測試法作為立論，實認為相關技術方法等僅係以抽象之心智思考

(metal processes)以進行分析(analyzing)和比對(comparing)而已，性質上至多僅

                                                       
812 Ass’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USPTO, supra note 477, at 1309-1310., “A method for 
detecting a germline alteration in a BRCA1 gene, said alteration selected from the group consisting 
of the alterations set forth in Tables 12A, 14, 18 or 19 in a human which comprises analyzing a 
sequence of a BRCA1 gene or BRCA1 RNA from a human sample or analyzing a sequence of 
BRCA1 cDNA made from mRNA from said human sample with the proviso that said germline 
alteration is not a deletion of 4 nucleotides corresponding to [claimed DNA]” 
813 Id.at 1310., “A method for screening a tumor sample from a human subject for a somatic 
alteration in a BRCA1 gene in said tumor which comprises: comparing a first sequence selected 
from the group consisting of a BRCA1 gene from said tumor sample, BRCA1 RNA from said 
tumor sample and BRCA1 cDNA made from mRNA from said tumor sample with a 
second sequence selected from the group consisting of BRCA1 gene from a nontumor sample of 
said subject, BRCA1 RNA from said nontumor sample and BRCA1 cDNA made from mRNA from 
said nontumor sample, wherein a difference in the sequence of the BRCA1 gene, BRCA1 RNA or 
BRCA1 cDNA from said tumor sample from the sequence of the BRCA1 gene, BRCA1 RNA or 
BRCA1 cDNA from said nontumor sample indicates a somatic alteration in the BRCA1 gene in 
said tumor sample.” 
814 Id., “A method for screening potential cancer therapeutics which comprises: growing 
a transformed eukaryotic host cell containing an altered BRCA1 gene causing cancer in the 
presence of a compound suspected of being a cancer therapeutic, growing said transformed 
eukaryotic host cell in the absence of said compound, determining the rate of growth of said host 
cell in the presence of said compound and the rate of growth of said host cell in the absence of said 
compound and comparing the growth rate of said host cells, wherein a slower rate of growth of said 
host cell in the presence of said compound is indicative of a cancer therapeutic.” 
815 Ass'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Myriad Genetics, Inc., supra note 478, at 2109-2110.,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what is not implicated by this decision. First, there are no method claims before 
this Court. Had Myriad created an innovative method of manipulating genes while searching for 
the BRCA1 and BRCA2 genes, it could possibly have sought a method patent. But the processes 
used by Myriad to isolate DNA were well understood by geneticists at the time of Myriad’s patents 
were well understood, widely used, and fairly uniform insofar  as any scientist engaged in the 
search for a gene would likely have utilized a similar approach and are not at issue in this case.”. 
Also see Rebecca S. Eisenberg, Prometheus Rebound: Diagnostics, Nature, and Mathematical 
Algorithms, 122 YALE L.J. ONLINE 341, 348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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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事前之蒐集資訊步驟(preparatory data-gathering steps)，而與一般科學研究

方法之對照比對無異，實不具得以發生轉化效果之方法步驟(transformative 

step)，難謂有符合專利適格性之內涵816。 

爾後，巡迴上訴法院在最高法院就 Mayo v. Prometheus 案宣判的同年，亦

隨之援引最高法院所闡釋的見解為立論基礎，部分推翻地方法院之決定，而

認為上開篩檢得有效治療乳癌之物質的技術方法實得成為專利標的817。首先

就前開二個比較分析基因表現之方法專利的部分，上訴法院認為固然發明人

主張其已透過限定於人類檢體和 BRCA1、2 基因做為檢測對象和標的，似能

達到限縮權利範圍之目的，但是，最高法院於 Mayo 案見解中，實闡明限制

權利範圍仍無法改變其本身高度涉及抽象心智思考過程，更何況相關基因檢

測方法中亦未有進一步如 Mayo 案般有多出應用或研判之步驟，實難謂有確

實發生轉化之效用而通過專利適格性的門檻818。相反的，對於借助轉化入

BRCA1、2 基因之真核模式生物，透過施用不同物質監控其成長狀況，進而

判斷各該物質是否能有效作為治療乳癌之標的的篩檢方法，巡迴法院則則係

以該方法實涉及人為製造的轉化細胞(transformed cells arose from human 

effort)，本質上實能逸脫出單純抽象構思或闡述自然現象而轉化成為專利標的

而言。並且，上訴法院更認為相關轉化門檻本來即不高，而大多的技術方法

發明實皆能順利通過而該當專利適格性819。再加上系爭方法專利的申請專利

範圍的文字用詞實有限定於使用特定轉化細胞本身，而其所享有之權利範圍

已有予以限縮，應不會對於後續研發創新產生過鉅之影響。從而，肯認此利

用經轉化 BRCA1、2 的真核細胞之篩選潛在治療物質的方法發明，應當得以

符合專利標的之資格820。 

 

三、 Ariosa v. Sequenom 案將 Mayo 案該之判斷原則加以步驟化並續行沿用 

於 2015 年的 Ariosa v. Sequenom 案所涉及之系爭發明，實乃一針對懷孕

婦女的血漿或血清檢體中所含有的「無細胞游離之嬰兒 DNA(cell-free fetal 

DNA，簡稱 cffDNA)」進行基因檢測，以預先得知嬰兒胚胎之生理性狀的檢

測方法。而細部相關步驟乃先運用 PCR 技術將嬰兒 DNA 序列之數量增加

(amplification step)，以符合後續檢測之需要，甚至得再經過一道分離有核與

無核細胞之過程，進而去除背景雜訊以增加檢測的精確度。接著，再透過電

泳實驗方法，並以嬰兒親代本身內含的核苷酸或欲偵測特定疾病性狀之相關

基因序列做為探針，進而偵測嬰兒之基因檢體究竟有無相關性狀之表現821。 

地方法院於審理此方法發明究竟有無符合專利適格性時，乃認為系爭發

                                                       
816 Ass’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USPTO, supra note 477, at 1317. 
817 Id.at 1324-25. 
818 Id.at 1334-35. 
819 Id.at 1335-36, “…transformed subject matter is the stuff of which most process or method 
invention consists.” 
820 Id.at 1336-37. 
821 Ariosa Diagnostics, Inc. v. Sequenom, Inc., 788 F.3d 1371, 1373-74 (Fed. Ci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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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僅係將發明當時早已熟知的例行方法套用至 cffDNA 的檢驗中，難謂有加

入充足的變更而足使原先屬於自然現象之性質產生轉化為發明的效用，從而

認為不具有專利適格性822。而巡迴上訴法院則係遵循著最高法院於 Mayo 案

之見解，而對於方法專利是否有符合適格性要求之實務判斷方法加以步驟化

如下: 

(1) 首先應當聚焦於個案中專利申請範圍所欲指涉之內涵中，是否存有

不可專利之性質(patentineligible concept); 

(2) 第一步驟若為肯定，則應進一步探究個別專利申請項本身的組合

(ordered combination)中的附帶要件(additional elements)，得否足以個

案發明之性質轉化成符合專利適格之應用發明; 

(3) 其中，得否符合轉化之內涵實得參酌個案的創新內涵(inventive 

concept)，進而評斷是否足以使個案發明呈現出不僅僅是單純以不可

專利之性質作為發明的全部內涵而言(sufficient to ensure that the 

patent in practice amounts to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a patent upon the 

ineligible concept itself)823 。 

是以，巡迴上訴法院認為本案所涉及之 cffDNA 本身即係自然存在於懷

孕母體內，並且最終檢測標的亦係以 cffDNA 所內含的親代遺傳性質，可謂

高度涉及一自然發生的生理現象(naturally occurring phenomenon)，實有惹起適

格性之爭議，而有必要再進一步判斷得否有轉化成專利標的之具體依據824。

實而，上訴法院亦如地方法院見解般，認為系爭方法發明所採用的技術步驟

實屬早先於發明當時所熟知，僅屬於例行通常之活動(well-understood, routine, 

and conventional activity)而已。縱然系爭發明唯一的創新內涵實係發現

cffDNA 有存在於母體的血漿血清中，以及發明人已然採取限縮特定之專利申

請範圍，然而法院仍認為重大之發現和限制權利範圍二者亦難以改變可能產

生排擠後續研發改良之本質，故而仍不符合專利適格性之要件825。 

 

第三目 實務見解之檢討和政策評析 

 從晚近判決對於生物科技領域之基因檢測和相關技術方法本身，究竟有

無符合專利適格性之立論依據，實皆嚴格依循著最高法院於 Mayo 案所闡釋

之見解。固然美國最高法院所做成之法律解釋，實有對於下級法院產生權威

性之法拘束力，但是考其內容卻難謂妥適，甚至不利於整體生技產業之發展。 

 

一、技術評價未考量基因科技的特殊性 

首先，最高法院實不當忽略了專利制度本身即應當對於不同科技領域的

技術固有特性，透過內在機制之政策槓桿予以因應調整，始能在即便無國會

                                                       
822 Id.at 1375. 
823 Id.at 1375-1376. 
824 Id.at 1376. 
825 Id.at 1377-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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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者特別立法宣示的情形下，仍能於個案適用上有效發揮促進個別不同產

業類別創新發展之結果。惟，最高法院卻以法庭審理機制設計的不足為由，

加以推諉而不願在專利適格性此要件上針對不同技術類別予以調整，而逕為

收縮裁量並劃設統一性適用之標準，而將涉及數學演算之前案作為評比涉及

自然現象之個案有無該當專利適格性之依據826。此舉固然能減輕法院認事用

法之負擔，卻可能導致難以真正落實個別技術領域科學發展技術精進之專利

法意旨。更何況基因科技領域本身之特性與其他技術類別存有甚大之差異，

即使與較為相似之製藥產業相比亦然。實而，基因科技本身實以基因和相關

生物功能之關聯性以及導因於基因缺陷所導致的疾病之病理機制，作為主要

的實驗研發對象，其中必然高度涉及自然現象本身和某程度上實驗方法的抽

象心智思考827。雖然在方法發明中得如 Myriad 案篩檢方法或藥物開發般加入

部分人為成果於其中，然而，實際應用卻某程度上仍有賴如 Sequenom 案般運

用自然現象加以輔助，始能達到醫療效用最大化之應用情形828。是以，皆屬

於順應技術固有性質的創新研發成果，但在現行專利適格性的實務門檻下卻

僅能讓前者通過，亦未充分說明究竟何等的技術創新內涵得以符合該等轉化

之效用，實難謂有提供可辨的技術論理依據829。 

 是故，依據現行實務見解對於基因科技的研發成果乃至於方法發明之專

利適格性判斷，倘若仍採取嚴格檢視其中是否有產生與自然現象相異的轉化

效果內涵，卻未提供明確的判斷基準和技術論理內涵，亦不針對基因科技之

固有技術本質予以調整，則實有可能不當排除即使成功對於基因序列等遺傳

物質和生物材料開發出新穎功能成效的可專利性，畢竟此等技術內容均無可

避免地與自然現象有某程度上的相致，最終恐造就整體技術領域的研發創新

誘因動能低落等情830。 

 

二、政策思維不當偏重近用議題 

再者，深入探究 Mayo 案就專利適格性所採擇之政策思維，實可發見有

過分權傾於避免未來可能導致的阻礙創新和後續授權困境之情，而一再強調

專利標的應當提前嚴格把關。縱然後續研發之進行和成果的近用確實皆對於

科技進步發展扮演頗具重要之角色，甚至鑒於基因檢測方法等發明主要係出

於醫療照護之目的，而涉及醫療從事人員和相關患者而言，當前開研發受阻

                                                       
826 Eisenberg, supra note 814, at 344-45. 
827 有論者認為 Myriad 公司的分析檢體中的 BRCA1/2 的基因序列，並與突變型加以比對並

研判發病率，其中需進行分離和定序等步驟，並且提供諸多可比較分析之參考數據，實具有

較高程度的技術貢獻內涵，似應當有符合轉化之效果而該當專利可適格性。Edwards, supra 
note 829, at 838. 
828 Ethan M. Weiner, Defining a Natural Phenomenon After Prometheus, 28 BERKELEY TECH. L.J. 
643, 671-76 (2013). 
829 Eisenberg, supra note 810, at 343-44. 
830 何美瑩、許維蓉和鄭中人，變動中的可專利客體適格性判斷標準——「Mayo v. Promethus
案」之後，專利師，第 10 期，頁 55-56，2012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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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近用困難時將引發公共衛生上的危機831。然而，前開困境屬於專利權主張

和行使層次的問題，實可運用相對應的政策槓桿以茲因應，不僅能夠發揮對

症下藥之效果，更能使專利要件本身回歸其所應側重之研發誘因保障的政策

思維。更何況，研發鏈的產生和接力無非需有賴初始研發者的開拓和創造，

是以，當過分注重後續研發者的保障，亦不問個案發明中嘗試以機械或轉化

之測試法限縮權利範圍後，是否能適度衡平前後研發者的利益或達到防範不

當阻礙新新之效果832，此時恐造就於開拓研發和商業應用上缺乏誘因保障而

無法回收研發成本，導致從事研發和資源挹注的意願低落。甚至，在此等情

形下有成果完成時亦難以期待有研發人員願意公開揭露其中細部資訊，而多

將轉向改以非公開之營業秘密保護之，進而反倒造成技術發展無從習知新穎

技術知識而停滯，相關患者更難有優勢效果之醫療產品或服務得以近用，最

終招致產業發展受阻和健康福祉未能增進等結果833。 

 

三、實務見解判斷欠缺可預見性 

另外，在最高法院於 Mayo 案所闡述的專利適格性之判斷標準中，關於

究竟應當如何使包含自然現象等基礎研發工具之發明，從原先不具專利適格

性轉化成專利標的，其中的判斷基準和因素內涵尚非明確。實而，從巡迴上

訴法院肯認 Myriad 案的具備可專利性之檢篩方法的論理中，聲稱當針對方法

發明中納入人為成果並加以限定後，即能滿足此轉化之內涵，並且表示此等

門檻並未甚高。然而，於 Sequenom 案中的協同意見書中，有法官卻認為 Mayo

案之判準似有過嚴卻又未提供充足的裁量空間和說理依據，而讓即便明顯較

Mayo 案之研判藥物代謝數值的檢測方法更帶有優勢特質的非侵入性檢驗嬰

兒 DNA 之方法，仍難以通過專利適格性之門檻834。 

此外，有論者認為最高法院於 Bilski v. Kappos 案將機械或轉化之測試法

界定為判斷專利適格性該當性的參考基準之一，似有意將適格性此要件的標

準調整為納入創新研發的思維考量的實質判斷方法835。然而，實際上從日後

最高法院和巡迴上訴法院的相關判決中闡述相關轉化內涵的文字，卻使用了

新穎的(new)、實用的(useful)，以及創新的(inventive)等語，實與後階段的其

他專利要件等內涵呈現高度重疊交集之關係，而有論者認為係採取了「搶占

分析(Preemption Analysis)」並結合「創新內涵準則(Inventiveness Standard)」

                                                       
831 Rui Xu, From Prometheus to Myriad to Classen, What a Messy Subject Matter: A Review on 
Recent Life Science Method Patent Cases, 11 NW. J. TECH. & INTELL. PROP. 121, 134-35 (2013). 
832 Bryan Nese, Bilski on Biotech: The Potential for Limiting the Negative Impact of Gene Patents, 
46 CAL. W. L. REV. 137, 172-74 (2009). 
833 Peter Edwards, AMP v. Myriad: The Future of Medicine and Patent Law, 12 MINN. J.L. SCI. & 

TECH. 811, 840-845 (2011); Jennifer Vogel, Patenting DNA: Balancing the Need to Incentivize 
Innovation in Biotechnology with the Need to Make High-Quality Genetic Testing Accessible to 
Patients, 61 KAN. L. REV. 257, 283-85 (2012). 
834 Ariosa Diagnostics, Inc. v. Sequenom, Inc., supra note 817, at 1381 (Linn, J. concurring) 
835 Stephen Pessagno, Prometheus and Bilski: pushing the bounds of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in 
medical diagnostic techniques with the machine-or-transformation test, 36 AM. J.L. & MED. 619, 
650 (2010); Laakmann, supra note 801, at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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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準而言836。惟，實際上此等判斷方法適用上充滿不確定性，但法院卻仍

執意以此等內涵建構專利適格性門檻，並且其等門檻又較後續要件來的低，

而聲稱此得以有效排除基礎研究工具不被壟斷，但又未提出較為具體的判斷

基準837。實而，固然有論者認為倘若得確實地納入相關創新政策思維及實證

資料，促成專利申請人和後續的侵權者聚焦於政策和經濟層面的影響的辯論，

實能使專利適格性的運用上更貼近鼓勵創新的政策目標838。然而，專利適格

性本身作為專利保護的第一道門檻，卻僅有非黑即白的效果，實無法如其他

專利保護要件般得以折衝，實務上難以合用於現代技術的複雜性，進而造成

適用上事前難以清楚預見，事後亦恐有變動等不確定性，實與保障研發創新

誘因和增加市場預見性之政策思維高度違逆839。 

 

第四目 本文見解 

最高法院於 Mayo 案所闡釋之見解本身確實對於方法專利之適格性判斷

產生決定性之影響。然而，現行實務卻因為不當收縮因應技術類別不同之裁

量，並且過分依賴專利適格性以防止自然現象等基礎研究工具受到壟斷，再

加上判斷標準和說理又不甚明確，造成即便發明人採取了過往的限定於機械

或實行轉化仍難謂能取得可專利性，在在衝擊成果本身高度涉及自然現象之

生物科技領域的專利化可能，以及高度倚重明確的誘因保障機制之研發投資

環境840。此外，從產業發展之角度，有鑑於基因檢測和相關方法發明實已進

入市場供患者近用，此時卻於已核發專利後再嗣後排除相關檢測方法的專利

適格性，不僅有害於原先專利佈局之信賴和破壞商業市場運作的秩序841，甚

至在適用上的不確定性更連帶影響生物科技專利的授權實務之進行842。 

                                                       
836 Weiner, supra note 828, at 646. 
837 Id. at 670-671; 陳龍昇，「自然法則」運用與個人化醫療診斷方法專利適格性判斷──從美

國 Mayo v. Prometheus 案判決談起，高大法學論叢，11 卷 1 期，頁 208-211，2015 年 9 月。 
838 Laakmann, supra note 801, at 75-76. 
839 Xu, supra note 831, at 137-38. 
840 Christopher M. Holman, Mayo, Myriad, and the Future of Innovation in Molecular Diagnostics 
and Personalized Medicine, 15 N.C. J.L. & TECH. 639, 677-78 (2014). 
841 Vogel, supra note 832, at 283-84.惟，有論者認為排除了基因檢測方法專利的適格性後，實

有效的抑制基因檢測近用門檻過高之情，更能增加患者的近用和取得第二次以上再檢驗之意

見。並且，雖然相關適用結果某程度上會影響生技研發的資金挹注意願，但相關基因檢測公

司過去所從事的檢驗所累積的數據仍能使其等保有其一定的商業競爭力。故而認為此等判決

相較之下實創造了研發社群和社會公眾的利益最佳平衡。Sarah Elizabeth Hagan, DNA Real 
Estate: The Myriad Genetics Case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Granting Patent Eligibility to 
Complimentary DNA, 35 N. ILL. U. L. REV. 205, 220-224, 229 (2014); Tania Simoncelli and Sandra 
S. Park, Making the Case Against Gene Patents, 23 PONS 106, 139-141 (2015).然而，本文實不贊

同以專利適格性此影響甚鉅的政策槓桿針對極端個案且擴及適用至整體產業，進而忽略了生

物科技之研發社群本身仍保有公開近用特性、研發上仍尚存有一定之迴避設計空間，以及專

利制度已然成為生物科技研發的重要誘因機制等性質。甚至，有論者認為改造專利適用情形

仍未能直接促成基因檢測普遍化之結果，而主因仍係保險公司於健康保險中並未將涵蓋基因

檢測等醫療應用而言。Vogel, supra note 832, at 277-281. 
842 John Forrest Vaubel, I'll Have Mayo With My Myriad: The Effect of Mayo Collaborative 
Services v. Prometheus Laboratories, Inc. and 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on Patent Licensees and Licensors, 39 IOWA J. CORP. L. 639, 655 (2014).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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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本文認為對於基因檢驗或相關技術方法之發明專利化，確實係有

可能引發不利於後續研發和醫療近用等問題，然而在管制手段上卻不應由專

利適格性。此要件門檻不但於實務見解中未區分不同技術類別之特性，更將

後續專利要件內涵綜合建構作為其標準內容，造成實際適用上更充滿不確定

性843，然而此卻僅有肯否兩個裁量選擇，實不適合作為排除相關技術發明專

利化之政策執行角色。實則，與其使用前開聲稱之低門檻要件，不如直接仰

賴後續個別專利要件逐一且細緻地進行實質判斷與自然現象之間的一致性，

以及研判個案發明的技術貢獻等，進而因應不當將自然現象納入專利保護範

疇等問題844。甚至，倘若經全部專利要件的審查後，結果為核發相關專利保

障，專利法制和競爭法制仍有特別針對近用問題提供促進之措施和加以管制

的手段可資運用，亦無必要將此等問題的防範委由不合適的專利適格性加以

處理。 

執此，在專利適格性仍屬於一專利保護要件門檻的現行法律制度之下，

其政策功能和判斷內涵實有必要加以調整和變革。其中，固然方法專利和物

品專利的判斷方法和考量基準稍有差異，但本文認為在基因基因檢測和治療

等方法發明的適用上，仍應與前開於基因序列專利所述之政策模型同，亦即，

秉持著追求真正落實鼓勵技術創新之目標，進而採取兼顧維護生物科技領域

的研發誘因保障和增進政策槓桿操作上的妥適性和可預見性的政策思維。具

體而言，實乃寬認相關發明的專利適格性，明確地讓高度涉及自然現象之生

技研發成果皆得進入專利保護的範疇，再委由後續專利要件更加細緻地衡平

初始和後續研發者的利益，並把關可能產生的研發阻礙等情845。舉例而言，

有論者認為得透過進步性要件，依據現行研發技術水準的提升並區分研發成

果的技術貢獻內涵的差異，進而調整門檻的高低以把關相關基因檢測和治療

方法的可專利性846。故而，針對專利適格性本身種種功能建置的缺陷和不足，

以及實務運作上無法合用於基因檢測和相關方法發明，甚至恐導致誘因保障

低落和適用的高度不確定性，實應當將此政策槓桿的使用採取最低度的政策

方針847。 

                                                                                                                                                     
至有論者認為現今實務見解實際上削弱了基因檢測方法專利的有效性，將造成原本依賴方法

專利以提升競爭力的小型生技公司，未來難以與大型生技公司或製藥產業相抗衡。Jennifer 
Morto, BRCA1 AND BRCA2 MUTATIONS HIGHLIGHT THE NEED FOR IMPROVED 
REGULATION OF LABORATORY-DEVELOPED TESTS, 12 HOUS. J. HEALTH L. & POL'Y 63, 
84-85 (2011). 
843 有論者認為於基因檢測方法專利中適用機械或轉化測試法，亦會產生高度不確定性。Brian 
P. Murphy and Daniel P. Murphy, Uncertain Prognosis for Diagnostic Methods and Personalized 
Medicine Patents, 20 FORDHAM INTELL. PROP. MEDIA & ENT. L.J. 755, 780-781 (2010). 
844 Edwards, supra note 833, at 845-48. 
845 Risch, supra note 360, 591-92, 648-49; 陳龍昇，同前註 837，頁 211-12。 
846 Asher Hodes, Diagnosing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26 BERKELEY TECH. L.J. 225, 267 (2011). 
847 有論者原則上肯認對於基因檢測方法等發明採取推定專利適格性(per se rule)，得以有效促

成相關研發單位回收其研發成本，甚至支應未來的商業推廣等成本，然而，該論者擔憂此等

推定專利適格性將同樣套用至不甚合適的商業方法之技術領域中，進而衍生其他技術領域創

新發展阻礙之問題，以及專利保障恐對於後續研發者產生過分箝制等情，而最終認為賦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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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本文認為應當捨棄現行實務所建構的專利適格性案判斷內涵，以

避免上開所述之種種適用上的不適及衍生之問題。相對地，應當廣泛肯認相

關基因科技包含相關技術方法等發明係具備專利適格性，始有機會進入後續

專利保護要件的實質討論和判斷，確認究竟發明所內涵的技術貢獻和教示作

用，有無實質特定且可信的功能用途、是否有超過非顯而易見的技術門檻、

得否獲得相對應的權利保護範圍等，進而落實兼顧研發誘因保護和防範後續

研發受阻的政策思維，最終始有機會促成生技產業創新發展之政策目標848。 

 

第三項 基因檢測和治療方法之書面揭露要件評析 

 

第一目基因檢測和治療方法專利之書面揭露要件的實務見解現況 

 

一、系爭發明技術內容介紹和專利狀態歷程 

Ariad Pharms., Inc. v. Eli Lilly & Co.案所涉及之技術發明，乃哈佛大學的

研發團隊發見 NF-KB 此基因所製備的蛋白實與人體受到細菌感染後所生之

免疫反應有關。其詳細的生物功能機制乃當其所製備的蛋白與另一名為 IKB

的蛋白相結合成為一複合物(complex)時，則其生物功能將被抑制而處於未活

化之階段。惟，一旦有細菌進入細胞而遭細胞內的脂質囊(liposome)所分解，

則將被認定為外部刺激(extracellular stimuli)而與 NF-KB 複合物進行一連串的

生物化學反應，此時，IKB 將失去與 NF-KB 的結合關係，而 NF-KB 則將進

入細胞核內並觸發相關蛋白的轉錄轉譯反應，進而生產得抵禦細菌等病原的

細胞激素(cytokine)，以達到免疫的生物效果。然而，當 NF-KB 過於活化所產

生的生物功能運作亦可能對於人體產生自體免疫等不利之影響，則研發人員

發見得透過加入人造的 IKB 蛋白進而調整 NF-KB 反應的情形。依此，研發團

隊即將此針對 NF-KB 基因和相關蛋白運作反應的機制進行調控作為治療方

法，並採取廣泛的專利申請範圍用詞(genus claims)申請專利849。 

系爭專利於申請過程中有進行修正而新增相關詳細作用機制及明列適用

於人體細胞此二特性於專利申請範圍中，並回溯至原先申請日而取得優先權

利850。而專利核准後，專利權人將此專利專屬授權予 Ariad 公司，而該公司

日後針對 Eli Lilly 公司未經其同意所生產製備有實施上述治療機制的藥品提

                                                                                                                                                     
料專屬保障即為已足。Sharonmoyee Goswami, Caught in the Middle: Reducing the Uncertainty 
Created by the FDA and the Patent System for Genetic Diagnostic Test Makers, 1 NYU J. INTELL. 
PROP. & ENT. L. 33, 57-64 (2011).惟，本文認為此論者對於專利制度的判準調整實有所誤會，

畢竟專利制度內含的因應不同技術領域而有所調整之容許性，實則，當專利適格性的推定原

則適用於基因科技產業，其他技術領域並不當然得以援用，除非得主張有與基因科技相同的

固有技術本質和產業性質而言。此外，技術內涵的近用問題仍係專利主張和行使層次的議題，

應仰賴特別針對此部分的相關措施加以因應較為妥適。 
848 Vogel, supra note 832, at 281-83. 
849 US 6410516 B1, Nuclear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filed at June 1995. 
850 Ariad Pharms., Inc. v. Eli Lilly & Co., supra note 797, at 1340-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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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侵權訴訟，其中原先地方法院依據陪審團的認定，作成成立侵權和專利有

效之決定，Eli Lilly 公司對此提出上訴，則獲得陪審團部分維持部分推翻之結

果。是以，上訴法院的陪審團認定有侵權事實，但因相關權利範圍未見發明

人有確實進行試驗研究，於原先說明書亦未記載，並不具有據以實施性，而

遭認為有專利無效事由。因此，上訴法院則改判定系爭專利不具備書面揭露

要件而侵權部分的權利範圍專利無效。對此，Ariad 公司聲請全院聯席庭審(en 

banc)予以爭執且受巡迴上訴法院所准許，進而聚焦於究竟書面揭露要件是否

單獨成為另一專利要件，以及前者若為肯定則其功能和適用內涵究竟為何此

二議題851。 

 

二、實務見解論理內容之介紹 

首先，巡迴上訴法院針對相關判決先例的論理內容予以探究，以及與專

利法立法和修法與相關判決做成之時點加以比對，仍認為書面揭露要件本身

已受最高法院判決先例所闡釋肯認並儼然成為獨立且與據以實施性相異之要

件，再加上立法機關應當有察覺此情卻未明文指示予以調整，則依據形式主

義的法學解釋方法之意旨，法院應有必要受其拘束而繼續適用之852。 

而此要件的功能則係著重於以專利說明書的記載作為客觀展現

(objectively demonstrate)發明人實際上有針對專利申請範圍的內容進行研發

試驗(“actually invented was in possession of the claimed subject matter”)，進而作

為國家評斷賦予專利的基礎，以及使後進得知專利權利界線和尚未受獨佔的

公共領域範圍853。並且，上訴法院亦認為未能從判決先例和法律明文得出書

面揭露要件僅需聚焦於修正前之差別待遇基礎，實則，應當同時針對修正前

後的專利申請範圍加以檢視854。而具體的判斷標準法院認為以相關前案的標

準作為評斷基礎，並未對於基因科技發明有產生過於嚴苛而抑制研發又因之

情，其認為標準門檻尚得依據所屬技術領域的狀況及隨著研發水平提升，而

得針對提供共同結構特徵或是揭示所屬類別中足夠數目的資訊進行調整855。 

此外，權利人亦無法提出確切證據顯示現今已實際發生有阻礙創新之情，

且法院認為專利制度原本即非針對科學發現作為鼓勵之發明對象，再加上系

爭專利發明人單以功能描述卻未提供充足的研究試驗內容之方法專利，不僅

有不當搶註奪取不相稱的權利保障外，且核發專利後亦恐對於後續創新研發

造成阻礙，故而否決其書面揭露要件之具備，並排除其可專利性856。 

 

三、實務見解之評析 

實而，固然本文認同於 Ariad 案此等以突破性的基礎研究結果，但卻對

                                                       
851 Id. at 1341-42. 
852 Id. at 1342-47. 
853 Id. at 1345-46, 1349. 
854 Id. at 1347-48. 
855 Id. at 1349-1352. 
856 Id. at 13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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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後續的醫療應用情形僅屬於單純的研發計劃，卻欲搶佔過分不成比例的權

利範圍，確實不應准許其獲發該等廣闊專利範圍的專利權857。然而，上訴法

院就本案的論證敘述卻存在諸多疑義和衍生之問題，詳述如下。 

首先，巡迴上訴法院以專利說明書本身除了需促使 PHOSITA 得毋庸過度

試驗下實施的作用外，尚包含以文字描述(describe)加以形式建構技術發明內

涵以及明載權利範疇的功能層面，以幫助後續研發者得以知悉系爭發明的確

切權利邊界，進而評斷是否尚存有得以進行後續創新並申請專利保護之空間。

此情似乎顯示著一旦通過現行實務所建構的書面揭露要件，即代表其專利申

請範圍所包攝之內容實屬權利人得主張排他權之全部內涵，亦即，以該範圍

之文字作為權利主張最終延伸的邊界。然而，實際上現行司法實務卻又進一

步肯認均等論的適用，即以 PHOSITA 基礎係得以預見特定的物品元件或方法

步驟有相類似功能和效果的置換型態，則亦得涵蓋至專利權人的技術貢獻內

涵中而屬於系爭專利權利得以主張之範疇。實則，既然為了維護後續研發者

的預見而強調專利說明書載明的重要性，卻又得以技術貢獻內涵的實質採認

進一步擴張專利權利範圍，實顯示賦予書面揭露要件的功能並未真能彰顯，

且此要件是否與均等論的適用狀況之間存有連動關係亦不甚清晰，進而造成

此要件的判斷上不具可預見性858。 

再者，上訴法院在論述中亦提及理論上和實務上存在有符合專利據以實

施性，但卻未能符合書面揭露要件之實例859。然而，仔細考究此情，此二要

件均是以 PHOSITA 的角度，參酌相同的專利說明書內容，且以該申請時點以

前的相關先前技術予以輔助，判斷得否據以實施或得知技術內容之內涵，此

時，當 PHOSITA 可以借助系爭專利說明書完成相同或相似的成效時，此等技

術貢獻卻因未詳載而不可歸屬於系爭發明的技術內容而享有該權利範圍，邏

輯上實難以想像。即便實務見解仍將此情歸因於書面揭露要件的功能係聚焦

於客觀上進行試驗並詳細地以說明書形式呈現，然而，判讀者為所屬領域之

研發者，並且其亦具有參詳相關前案的技術文件之能力，究竟為何如此強調

說明書客觀形勢內容，亦不具充分的正當基礎。實而，當說明書內容不夠詳

實，而專利權利範圍又過份廣泛而無法相稱時，之所以判斷上仍判定得使

PHOSITA 可以毋庸過度試驗下加以實施，即是因為不當採取了後見之明的緣

故，亦即，將現在的技術水平觀點錯置於該發明時點，並過分膨脹系爭發明

的技術貢獻和教示功能所致。是以，由於法院系統多採取形式主義的認定方

                                                       
857 蔡坤旺、沈立明和陳恕琮，先驅性發明面臨之專利挑戰，專利師，第 9 期，頁 42-43、59-62，
2012 年 4 月。鑒於系爭發明的時點為 1995 年，確實在該時的研究水平尚未臻成熟的情形下，

確認 NF-KB 基因和蛋白質的生物功能具有高度的技術貢獻內涵，賦予其較為寬闊的權力範

圍實有符合鼓勵研發創新的政策正當性。然而，系爭發明實過分傾向基礎研究，卻未對於如

何影響 NF-KB 基因表現和蛋白質作用提供較多具體明確的內容，實對於後續研發者的教示

作用程度應未達得毋庸過度試驗即得據以實施的地步。是故，即便賦予系爭發明政策性優惠，

仍難以完全支撐該專利申請範圍所欲涵蓋之範疇。 
858 Laakmann, supra note 801, at 67-68. 
859 Ariad Pharms., Inc. v. Eli Lilly & Co., supra note 797, at 135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19 

式，而未善用 PHOSITA 的彈性標準以實質採認系爭發明的技術貢獻內涵，進

而不僅造就書面揭露要件的運用上不具明確依歸可得遵循，甚至在適用結果

與其他相關要件相比更顯矛盾。 

 最後，在書面揭露要件的爭議案例，多是涉及透過連續案的專利申請方

式，而欲透過更正專利申請範圍，將申請時點之後的技術內容或功能應用加

入於追認的原申請案中，進而達到擴張專利權利範圍之目的860。實而，美國

專利法實有針對此情規定不得加入新發明(new matter)，否則將否准其專利申

請861。對此，巡迴上訴法院實認為此規定僅屬於供專利專責機關審查所憑依，

且違反並無任何相關罰則(statutory penalty)，而無法如同書面揭露要件般得在

專利侵權訴訟中對於專利有效性加以抗辯主張，故書面揭露要件與上開審查

仍有功能上之差異，而仍應作為因應上開等情之用862。對此，本文實不贊同

此作法，此等不符合修正或專利更正要件不僅得在專利侵權訴訟過程中同時

主張863，亦能透過聲請停止訴訟程序之進行，並另闢專利複審程序以確認相

關更正內容是否獲得准許，進而達到把關之效果864。並且，當屬於新發明的

內涵時，透過善用 PHOSITA 之標準亦能在專利據以實施性的部分排除其專利

有效性，實毋庸特意委由書面揭露要件為之865。然而，法院實務卻執意針對

此情特別以書面揭露要件予以因應，進而造就書面揭露要件的政策思維、功

能內涵和判斷基準皆不具清楚的論理基礎，並且與其他專利保護要件和相關

措施產生疊床架屋的規範狀態，在在凸顯書面揭露要件與專利制度的扞格。 

 

第二目實務見解之檢討和政策評析 

 

一、方法專利主張和行使之特性 

                                                       
860 Jakas, supra note 777, at 1298-99. 
861 35 U.S.C. § 132 (a), ʻ Whenever, on examination, any claim for a patent is rejected, or any 
objection or requirement made, the Director shall notify the applicant thereof, stating the reasons 
for such rejection, or objection or requirement, together with such information and references as 
may be useful in judging of the propriety of continuing the prosecution of his application; and if 
after receiving such notice, the applicant persists in his claim for a patent, with or without 
amendment, the application shall be reexamined. No amendment shall introduce new matter 
into the disclosure of the invention. ʼ; 35 U.S.C. § 251 (a), ʻ Whenever any patent is, through 
error, deemed wholly or partly inoperative or invalid, by reason of a defective specification or 
drawing, or by reason of the patentee claiming more or less than he had a right to claim in the 
patent, the Director shall, on the surrender of such patent and the payment of the fee required by 
law, reissue the patent for the invention disclosed in the original patent, and in accordance with a 
new and amended application, for the unexpired part of the term of the original patent. No new 
matter shall be introduced into the application for reissue.ʼ (粗體字為本文自行標註) 
862 Ariad Pharms., Inc. v. Eli Lilly & Co., supra note 797, at 1348. 
863 Central Admixture Pharmacy Services, Inc. et al., v. Advanced Cardiac Solutions, P.C. et al., 
No. 2006-1307, 2 (Fed. Cir. 2007) 
864 United Stat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Guideline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Patent 
Applications Under the 35 U.S.C. 112(a) or Pre-AIA 35 U.S.C. 112, para. 1,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2163.06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63.html (last visited: 01/05/2017). 
865 Kimmelblatt, supra note 370, at 5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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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專利本身固然多如前開所述，會以較為抽象概括的用詞作為描述方

法步驟或特性用途等，以擴張其等專利權利範圍，進而防範不具顯著創新成

分的迴避設計，始得未來在專利行使和主張得有效獲取商業利益之可能。然

而，方法專利卻同時具備著較難證明侵權成立之性質，而容易發生誘因保障

不足之難題866。 

鑒於方法專利未如物品專利般，當專利權人發見有未經其同意所製備的

專利產品流通於該效力所及的境內市場時，即能證明侵權行為的成立。相反

地，方法專利所保護的技術實施本身即難以從外部環境察覺外，一旦有發現

該方法所製備提供的特定產品服務時，尚需回頭證明該產品服務的製備提供

過程係有實施了系爭方法專利的全部步驟而言，且不得有美國專利法第 271

條第 g 項的除外情事，即相關步驟已有顯著的改變(“it is materially changed by 

subsequent processes”)，抑或是僅係作為生產另一產品的非重要之附屬元件所

為(“it becomes a trivial and nonessential component of another product”)。實而，

在在顯示方法專利主張侵權的舉證難處867，並且上開等問題亦同時存在於基

因檢測和治療方法的技術領域中868 

 

二、 基因檢測和治療方法專利的據以實施性和書面揭露要件之具體政策思維 

蓋基因檢測和相關治療方法本身已可直接實施於商業市場中，對於社會

福祉的提升甚有幫助，是以，為了促使其等願意從事商業開發以造福社會大

眾，實有必要因應上開方法專利的行使特性，以保障其等於商業利用上得有

效避免被競爭者輕易迴避其排他權範疇，進而真實反映出其等實質的研發技

術貢獻。從而，在據以實施性和書面揭露要件的判斷上應當提供某程度上的

政策性優惠予以補償869。具體而言乃除了應依照研發成果所處的技術類別特

性和區分成果本身之性質內涵，以決定 PHOSITA 水平進而實質評斷技術貢獻

和教示作用外，更應政策性採擇稍微寬鬆之態度，進而保全專利權人之商業

利益，以提高其等願意從事商業化之意願，加速相關產品服務進入市場，帶

動整體生技產業創新之政策目標870。 

依此，於基因檢測的部分，相較於基因治療本身尚可謂處於研究試驗之

階段，檢測應用實已屬於較臻成熟之技術類別，在相關要件的實質判斷上除

了仍應貼近研發實務現況和評價其等教示作用的提供，以增進適用上的可預

見性外，實應相較前述基因序列專利再予寬認其技術貢獻，而賦予其較為寬

闊之權利範圍，以鼓勵其等進行後續的商業化開發。相對地，在基因治療方

                                                       
866 Eisenberg, supra note 336, at 735-36. 
867 謝銘洋，方法專利侵害及損害賠償──最高法院 96 年度台上字第 1710 號民事判決評析，

法令月刊，60 卷 11 期，頁 24-25，2009 年 11 月。 
868 Hodes, supra note 846, at 264-67. 
869 Eisenberg, supra note 336, at 738-39.該論者認為應當針對製成方法專利的產物亦提供專利

保障，進而補足擴張相關技術發明的權利涵蓋範圍，並且增進認定侵權的可能性。本文亦贊

同之，且應得相同適用至本節所述之單純的檢驗方法和治療方法中。 
870 Aljalian, supra note 339, at 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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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固然普遍存在著高度不確定之研發風險，實可能在教示作用上難以有

效減卻後續研發者的試驗次數和成本，惟，此時則實有必要考量其具有開創

性之成果性質，並且未來有機會進入醫療市場中提供予公眾近用，進而提升

社會福祉且減輕國家公衛健康的財政負擔。是故，對於基因治療方法之專利，

亦應適度放寬其據以實施性之要求，但仍尚應要求一定程度的具體發明內涵，

進而反向回饋鼓勵更多研發人員和投資者挹注人力資源於此技術領域的開拓

和接力，帶動整體生技產業成為另一個媲美製藥產業的醫療近用提供者871。 

綜此，本文認為應當對於基因檢測和基因治療方法專利的據以實施性和

書面揭露要件之標準，立基於鼓勵研發和商業化使用之政策思維上，盡量寬

認相關成果的技術貢獻和教示作用，進而達成生技產業創新發展之政策目標。

而在書面揭露要件的運用上，鑒於實務見解所採擇之形式嚴格認定態度並不

具充分政策功能基礎，且不當造就判斷內涵的恣意性和結果上的不可預見性，

在在衝擊研發環境中的誘因保障，故而，在未有立法者特別立法修正之前，

本文建議應當將此書面揭露要件的適用上採取低度方針和補充手段，進而避

免前開所述之問題872。 

 

 

 

 

 

 

 

 

 

 

 

 

 

 

 

 

 

 

 

 

 

                                                       
871 蔡坤旺等人，同前註 857，頁 59-62。 
872 Kimmelblatt, supra note 370, at 5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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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胚胎幹細胞之相關產物和技術 

 

第一項 政策內涵之具體化 

個體生物舉凡性狀表現、器官功能等一切維繫生命存續的機制運作上，

除了某程度會受到後天環境影響以外，仍有高比例取決於個體所屬的基因等

遺傳物質所主宰。是以，一旦生物體基於其遺傳性因素而導致其自身生物功

能機制運行上出現錯誤，亦即，罹患遺傳性疾病，不僅將造就諸多不可逆的

病理徵狀，甚至採用一般性醫療處理後仍可能因為未根治真正病因而具有高

度的再發性。此時，倘若欲採取偏重治本的醫療策略，則有必要考慮針對患

者的基因等遺傳物質為診治標的，即基因治療一途。其中，鑒於胚胎幹細胞

具有得以分化成為各類細胞和器官之特性，以及係從生於原生物體而能夠在

不引起免疫排除等反應下進行自體移植，實有潛力於該治療途徑中扮演重要

的角色。而胚胎幹細胞的製備和應用至今仍屬於研究開發階段，並且研發上

面臨相對其他生技領域更高的研發困境，而倘若得獲發專利，則更應採取保

障充分誘因的政策思維，在專利進步性和專利可實施性皆應採用相對寬鬆之

判斷標準，並且在產業利用性的實質性部分則應納入研發工具用途作為判斷

之內涵。此等政策調整不僅能增加受專利保護之可能，亦透過政策性賦予較

為寬廣的權利範圍，作為其等對於研發環境的技術貢獻之對價，進而同時增

進研發投入和成果公開的意願，並利用確保未來獲取商業利益之機會，促成

研發創新產業發展的正向循環的政策目標。 
然而，由於胚胎幹細胞本身實屬於生物體始於胚胎所必經的自然發育型

態，並且其中經歷的分化機制亦與生物機制的自然現象息息相關，從而，胚

胎幹細胞相關新興產物和技術所面臨最根本且最前提的專利困境，實乃究竟

得否成為專利權保護之標的。此爭議不僅牽涉生命倫理問題，更是開拓研發

誘因保障和維持後續研究近用空間二種政策思維的拉扯，在各國專利法制中

皆成為高度爭論的議題。此外，在面對胚胎幹細胞的專利爭議之前必將面臨

另一前端問題，即於此等胚胎幹細胞領域的研究素材胚胎本身的取得，亦因

為涉及倫理問題而有相應之政策規範。是以，後續專利法制的差異本身與此

研發管制規範實存有連動交疊影響之關係，而造成胚胎幹細胞等相關技術產

物的專利化議題更為複雜。 

胚胎幹細胞相關技術成果可否專利化所內含的生命倫理內涵和相關論證

並非本文側重的焦點873。相對地，相關科技研發管制的思維和專利政策的採

                                                       
873 固然本文亦如同多數討論胚胎幹細胞研發之論文，採取聚焦於如何應用專利法制和研發

鼓勵政策等方式促進胚胎幹細胞領域研發進步和相關產業經濟發展，而不討論胚胎幹細胞所

涉及之生命倫理等問題。但此並非代表本文對於胚胎幹細胞的發展上，係贊同單獨倚重可能

促成的商業發展利益，而得忽略過份樂觀的經濟潛力(overstated economic potential)、於尚不

成熟階段提前應用之風險(premature implementation risk)，以及此之中所產生侵損社會大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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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所交織的適用結果，究竟能否得出達到促進胚胎幹細胞技術領域進步和產

業發展之目標，以及實際適用情形是否尚存不足之處而應當調整，則係本文

著墨之重點，並亦作為思索胚胎幹細胞技術的專利適格採擇之重要參考依據。

是以，下述本文將聚焦於胚胎幹細胞相關產物和技術是否得該當專利適格性，

並以此爭議之起源的美國 Wisconsin 大學中以 Thomson 為首的科學團隊所成

功製備的人工胚胎幹細胞發明為例，探究相關爭議情形的細節內容和內含的

政策考量，並在政策思維考量下納入其他近期之相關胚胎幹細胞發明予以比

較反思。 

 

第二項 胚胎幹細胞之相關產物和技術的專利適格性評析 

 

第一目 胚胎幹細胞相關產物和技術之專利適格性的實務見解現況 

 

一、WARF/Thomson 人工胚胎幹細胞技術之介紹 

Thomson 等研發人員主要係利用得以辨識特定細胞表面的蛋白質標記

(surface marker)之抗體，自人類胚胎細胞(humane embryo)早期發育至胚囊階

段(blastocyst)時，對於其中的內細胞群(inner cell mass)純化分離出相關胚胎幹

細胞(humane embryo stem cell)，再輔以人工培養的方式，成功製備出與人類

胚胎幹細胞分化能力相當，且具有得透過誘導而分化(induced to differentiate)

成特定組織性質之幹細胞品系(stem cell line)。其中，其等研發團隊藉由分割

案(divisional application)和連續案(continuing application)的申請方式，分別將

上開純化分離方法，以及利用相關方法所製備具有下述之性質的靈長類

(primate)和人類胚胎幹細胞產物，申請相關專利保護，並皆獲得美國專利商標

局的核准874。 

(a) 得在體外之培育環境下持續複製增生超過一年(“ is capable of 

proliferation in an in vitro culture for over one year”); 

(b) 染色體性質仍維持與原細胞同(“maintains a karyotype in which the 

chromosomes are euploid and not altered through prolonged 

culture”); 

                                                                                                                                                     
於胚胎幹細胞本身和研發社群商業傾向化的公眾信賴(public trust)。是以，本文認為為求真正

實質的促成胚胎幹細胞領域的研發精進和產業發展，除了透過宏觀政策思維檢視此技術領域

中專利制度適用和相關研發政策所引起的研發影響外，對於前開問題仍有必要搭配相關揭露、

審查和宣導等機制加以因應和防範。惟本文乃礙於篇幅而僅著墨於前者。See Timothy 
Caulfield, Stem Cell Research and Economic Promises, 38 J.L. MED. & ETHICS 303, 306, 308-09 
(2010). 
874 US 5843780 A, Primate embryonic stem cells, filed at January 1996, issued at December 1998; 
US 6200806 B1, Primate embryonic stem cells, filed at June 1998, issued at March 2001; US 
7029913 B2, Primate embryonic stem cells, filed at October 2001, issued at Apri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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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持續保有多樣分化之潛力(“maintains the potential to differentiate 

into derivatives of endoderm, mesoderm, and ectoderm tissues 

throughout the culture”)，和 

(d) 處於有加入相關纖維母細胞之培養物質中得維持未分化狀態

(“will not differentiate when cultured on a fibroblast feeder layer”)。 

 

又，鑒於系爭專利的權利爾後經權利讓與予 Wisconsin 的校友研究基金，

故下皆以「WARF/Thomson 專利」代稱之。 

 

三、 美國專利法制下 WARF/Thomson 人工胚胎幹細胞技術的專利爭議 

 

(一) WARF/Thomson 人工胚胎幹細胞專利之複審 

鑒於 WARF/Thomson 專利本身專利申請範圍係以特徵、特性作為描

述胚胎幹細胞標的，而以相關詞彙界定其權利範圍造成涵蓋包攝甚廣875，

以至於後續相關幹細胞之研究多有必要向其洽談授權並支付權利金。從

而，系爭專利遭公眾團體認為有阻礙幹細胞相關研發領域發展之虞，而

於 2006 年向專利審查機關提起複審(reexamination)並獲受理876。其中，

初始係以成功製備老鼠胚胎幹細胞株和相關純化、培育哺乳類胚胎幹細

胞株等相關前案發明，使審查機關產生對於 WARF/Thomson 初始專利申

請案恐未該當進步性要件的心證，而做成一非終局式的核駁預告

(Preliminary Rejection)877，並成功迫使專利權人將系爭專利的專利申請範

圍加以更正減縮，進而避免專利遭宣告無效878。 

爾後，公眾團體又再進一步引用 Myriad 案作為基礎，特別聚焦於

                                                       
875 Jenny Shum, Moral Disharmony: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Patent Laws, Warf, and Public 
Policy, 33 B.C. INT'L & COMP. L. REV. 153, 156 (2010). 
876 Public Patent Foundation, Groups Challenge Stem Cell Patents That Loot Taxpayer Funds and 
Force Research Overseas, available at http://www.pubpat.org/warfstemcellsfiled.htm (last visited: 
01/05/2017). 
877 惟，對此專利專責機關所作成系爭初始專利申請案未符合進步性之預告決定，多有相關

論者表示並不贊同。其等認為審查上漏未聚焦於 WARF/Thomson 發明成果得以使胚胎幹細胞

株處於未分化階段長達將近一年之特性，以及相關前案的教示作用在此仍處於未知尚待開拓

的技術領域中，將因為不同物種間的差異(interspecies differences)所生的不確定性而致教示作

用無從著力或欠缺因果關係。故而，雖然存在明顯可試的趨向，實而卻不存在合理的成功期

待，甚至因為相關前案與 Thomson 發明問世的時間相隔將近 15 年之久，更顯示出系爭發明

有符合客觀性次要因素之解決長久未解的問題。是以，應當肯認 WARF/Thomson 的初始專利

申請案係該當進步性要件。Dillon Beardsley, A Two-Front Assault On The Stem Cell Patents, 6 J. 
MARSHALL REV. INTELL. PROP. L. 501, 509-516 (2007); Julia vom Wege Dovi,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The Reexamination of the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Patents, 12 MARQ. 
INTELL. PROP. L. REV. 107, 113-18 (2008); Russell Korobki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tem 
Cell Century: Implications for Embryo Research, Egg Donor. Compensation, and Stem Cell 
Patents, 49 JURIMETRICS J. 51, 68-69 (2008). 
878 Ex Parte Reexamination Interview Summary 90/008102, P 2 (2007); Ex Parte Reexamination 
Interview Summary 90/008139, P 2 (2007); Found. for Taxpayer & Consumer Rights v. Wisconsin 
Alumni Research Found., 2013 WL 5397843, P 2 (B.P.A.I.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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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F/Thomson 專利中以人類胚胎幹細胞產物作為申請專利對象的公開

號第 7029913 號一案，以其中所涵蓋之人類胚胎幹細胞株與自然生成的

胚胎幹細胞之間不具顯著差異之性質，試圖挑戰其專利適格性的基礎，

而認為其應當無法成為受專利制度所保護之客體879。然而，對此巡迴上

訴法院則以公眾團體本身既非屬實際參與相關技術領域研發者，亦未曾

與專利權人商談過授權事宜，又對於上訴結果並未任何自身利害關係涉

入其中(“a personal stake in the outcome”)，而僅謂對於此等決定僅受有概

念上或假設性(conjectural or hypothetical)的影響，故不具備上訴爭執之程

序主體資格而遭程序駁回880。而本案於 2015 年最高法院最後亦對此上訴

程序資格維持巡迴上訴法院之決定，使系爭專利的再審議終告確定881。

惟，由於法院係以程序事項駁回對於胚胎幹細胞發明的專利適格性之爭

執，而未明確對此議題有任何支持或反對之表態，以至於現今仍任由專

利專責機關繼續核發相關胚胎幹細胞之專利。然而，此實不代表此等爭

論已告落幕，反而係使此胚胎幹細胞發明之專利適格性仍處於懸而未決

之狀態。 

 

(二) 美國胚胎幹細胞研發之管制法案介紹 

固然美國法院尚未就胚胎幹細胞之專利適格性有做出進一步的肯認

或否決的表示，但相關的專利議題卻將因為美國政府對於胚胎幹細胞研

究的管制的更迭，而使 WARF/Thomson 專利與胚胎幹細胞之研究間的互

動複雜化。依此，針對美國就胚胎幹細胞研究的管理政策，實有詳加說

明之必要。 

 

1.初期採取鼓勵創新之促進和研發目的之低度管制 

首先，在胚胎幹細胞領域開始發展前，其等前端的研發領域為

人工受孕技術(in virto fertilization，簡稱 IVF)。對此，美國國會為了

促成相關領域的蓬勃發展，於 1993 年通過了「國家衛生研究院振興

法案(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Revitalization Act)」，其中除了減緩

倫理審查之規範外882，更允許 NIH 以聯邦政府的研發預算支持其等

研發的進行883。接著，美國政府亦對於以實施人工受孕後所剩餘的

                                                       
879 Public Patent Foundation, Consumer v. Watchdog Opening Brief to Court of Appeals, p14-16 
(2013), available at https://zh.scribd.com/doc/199062386/CW-v-WARF-Appellant-Brief-ECF (last 
visited: 01/05/2017). 
880 巡迴上訴法院主要係認為不論法令對於法院救濟程序如何鬆綁，依據相關判決先例當事

人資格仍有必要符合具體、特定(concrete and particularized)之事實上實際或緊鄰的損害(actual 
or imminent injury in fact)。Consumer Watchdog v. Wisconsin Alumni Research Foundation, 753 
F.3d 1258, 1260-1262 (Fed Cir. 2014). 
881 Consumer Watchdog v. Wisconsin Alumni Research Foundation, 135 S.Ct. 1401 (2015). 
882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Revitalization Act of 1993, PUB. L. NO. 103-43, 133 (1993),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204(d) of part 46 of title 45 of the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45 CFR 
46.204(d)] shall not have any legal effect.” 
883 Id. at 136, “(a) ESTABLISHMENT.-There is established within 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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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進行研究的計畫給予支持和補助884。然而，從人倫的角度觀之，

胚胎細胞本身和其初始發育的型態皆具有發育成人類個體的潛能，

以及涉有以胚胎細胞或早期發育階段作為研發或純化分離對象，實

際上係可能產生破壞(destroy)等情事。故，美國國會為了限制前開對

於胚胎細胞等研究資助和鼓勵之政策傾向，於 1996 年制頒「首期平

衡預算法案(Balanced Budget Downpayment Act)」，俗稱迪基維克法

案(Dickey-Wicker Amendment)，增設了資助上的限制規定885。其中，

乃明文禁止NIH的上級機關衛生與人群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以政府預算支助包含下述性質之研究計畫 

(1) 以研究目的製備人類或其他物種之胚胎細胞; 

(2) 在實驗過程中對於胚胎細胞傷害程度大於未來研發成 

     功所帶來之效益886。 

 

2.中期改採嚴格管制研發標的來源和政府資助 

此外，美國政府更於 2001 年針對胚胎幹細胞之相關研究素材

的取得和相關研究之進行，進一步訂定了管制之規範。是以，其等

頒布一針對聯邦政府出資研究計畫加以規制之行政命令，其中計畫

內容上限制不得再為進行 

(1)   為使用或製備新的胚胎幹細胞株而破壞新生的胚胎細胞; 

(2)   出於研究目的製造人類胚胎細胞; 

(3)   出於任何目的複製人類胚胎。 

並且，在制頒前已開始進行之計畫中，其續行中所使用的胚胎

幹細胞來源亦僅能取自有經過充分踐行告知同意程序，且係從人工

受孕目的所取得之過多的胚胎幹細胞，其中亦不得以聯邦出資誘使

捐贈者提供之887。 

                                                                                                                                                     
NIH an office to be known as the Office of Research on Women's Health (in this part referred to as 
the 'Office'). The Office shall be headed by a director, who shall be appointed by the Director of 
NIH. (b) PURPOSE.-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shall-…(5)encourage the conduct of such research 
by entities receiving funds from the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s;…” 
884 Ryan Fujikawa, Federal Funding of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An Institutional 
Examination, 78 S. Cal. L. Rev. 1075, 1082 (2005). 
885 Andrew McCoy, Biotechnology and Embryonic Stem Cell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Laws and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Nations, 8 LOY. LAW & TECH. ANN. 63, 68-71 
(2008-2009). 
886 Balanced Budget Downpayment Act, PUB. L. NO. 104–99, § 128, 110 Stat. 26, 34 (1996), ʻ 
None of the funds made available by Public Law 104–91 may be used for— (1) the creation of a 
human embryo or embryos for research purposes; or (2) research in which a human embryo or 
embryos are destroyed, discarded, or knowingly subjected to risk of injury or death greater than 
that allowed for research on fetuses in utero under 45 CFR 46.208(a)(2) and 42 U.S.C. 289g(b). ʼ 
887 The Wite House, President Discusses Stem Cell Research, (2001), available at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1/08/20010809-2.html (last visited: 
01/05/2017); The Wite House, Fact Sheet: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2001), available at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1/08/20010809-1.html (last visited: 
01/0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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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在此等研發管制的命令頒布下，受政府經費補助之胚胎

幹細胞研究，其等所使用的研究素材遭限制至僅得取自於該時尚存

之處於初期發育階段的胚胎細胞，而造成其等研究進行上面臨諸多

困境。舉凡相關剩餘的胚胎細胞的數量不充裕和基因多樣性不足等

問題，在在衝擊研究進行上的困難，以及無法有效地針對特定疾病

或病理機制進行研究，甚至在初步成果出爐後亦無法有效地驗證其

等的成效和提升後續實施的安全性等888。 

是以，此等研發管制政策的影響層面有二，一為收受政府出資

補助同時伴隨著上開素材的限制，造就研發單位若欲顧及研究進行

的順利和效率，將趨向改尋求私人資金的挹注，以免於上開的管制，

而導致胚胎幹細胞領域研發經費的來源和需求實有政府出資的部

分退縮而逐漸由私人資金補充取代之消長現象889。另一則係因為

WARF/Thomson 所成功製備的人類胚胎幹細胞株，並未違反上開

限制條件而得合法做為使用的研發工具，進而大為增加了

WARF/Thomson 發明的近用需求890。 

 

3.晚近鬆綁政府資助研發創新之限制 

爾後，美國國會固然體察了上開限制對於胚胎幹細胞研究所帶來的

不便及不利之影響，並試圖再次修法予以調整，然而分別於 2005 年和

2007 年所欲催生的「胚胎幹細胞研究增進法 (Stem Cell Research 

Enhancement Act)」，欲解除上開之限制規定，然而皆遭當時的布希總

統行使否決權(veto)而未能實施生效891。遲至 2009 年歐巴馬總統上任後

始解禁了過往聯邦出資之研究計畫的限制，對於不論以何種方式產生或

製備的胚胎幹細胞研究，固然仍需受到尚有效之迪基維克法案所規範，

但皆能有機會受到政府出資的支持892，可謂重新開啟鼓勵學研機構對於

人類胚胎幹細胞研究的進行。 

 

(三) WARF/Thomson 人工胚胎幹細胞專利適格性之正反爭論 

針對 WARF/Thomson 專利以胚胎幹細胞產物和相關純化技術列入其

專利申請範圍中，所生相關技術標的究竟有無符合美國專利法的專利適

格性之疑義，相關論者實有肯定和否定二說，分述如下。 

                                                       
888 See Christopher D. Hazuka, Supporting the Work of Lesser Geniuses: An Argument for 
Removing Obstructions to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57 U. MIAMI L. REV. 157, 
168-69 (2002). 
889 Id. at 169-170; Shum, supra note 875, at 175-76. 
890 Shum, supra note 875, at 173-74. 
891 Id. at 164. 
892 The White House,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 for the Heads of Executive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Regarding Guidelines for Human Stem Cell Research, (2009), availabl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memorandum-president-heads-executive-departments
-and-agencies-regarding-guidelines- (last visited: 01/0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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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否定 WARF/Thomson 人工胚胎幹細胞之專利適格性 

首先，採取否定見解者，主要論述基礎乃援引美國實務判例對於

純化分離產物之專利適格性的相關見解，再與 WARF/Thomson 發明

進行比對分析。在早期處理有包含生物體本身的發明之專利適格性

時，如 1948 年的 Funk Brothers Seed Co. v. Kalo Inoculant Co. 一案即

認為不論形式上與原本存在於自然界有何不同，一旦性質上或功能

上仍與原物相同時，則不具備專利適格性893。爾後，在 Chakrabarty

一案則更聚焦於產物和自然界之間的性質、功能上要存在何等程度

之差異，始能產生質變而符合專利標的適格，因而提出了若發明本

身與自然產物間存有顯著差異，則雖有借助部分自然產物之性質亦

可符合專利適格性的概念。再者，隨著近代純化分離對象轉向針對

生物體內所包含的微觀生物材料如基因、蛋白質，美國最高法院於

2013 年亦於 Myriad 案判決見解中敘明基於單純分離的基因片段中

發明者未加入任何人為的變更，而明確排除其專利適格性。反觀

Chakrabarty 案所發明的加入外源基因的蘇力菌，以及 Myriad 案中

有運用實驗室人為操作去除內含子的互補基因片段，則皆因為創造

了自然界並不自然生成的生物體和 DNA 型態，且具備特定的用途和

功能，而受實務肯認其等之專利適格性。 

從上開實務見解的細部論述，可見美國法院對於專利適格性之判

斷，係先依據「自然產物法則(The Product of Nature Doctrine)」，比

對發明本身性質和功能與自然產物間是否存有差異894。若為肯定者

則將進一步評估有無符合顯著程度之門檻。其中在考量顯著程度的

內容時，除了有以技術實務角度評估外，更有納入鼓勵研發之政策

思維導向，即當發明賦予專利權後是否可能產生壟斷相關技術領域

之「搶占分析(Preemption Analysis)」895。下述將以此等分析方法逐

                                                       
893 Funk Brothers Seed Co. v. Kalo Inoculant Co., 333 U.S. 127, 130-132 (1948), “Bond does not 
create state of inhibition or of noninhibition in the bacteria. Their qualities are the work of nature. 
Those qualities are, of course, not patentable. For patents cannot issue for the discovery of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Discovery of the fact that certain strains of each species of these bacteria 
can be mixed without harmful effect to the properties of either is a discovery of their qualities of 
noninhibition. It is no more than the discovery of some of the handiwork of nature, and hence is not 
patentable.”, “The combination of species produces no new bacteria, no change in the six species 
of bacteria, and no enlargement of the range of their utility. Each species has the same effect it 
always had. The bacteria perform in their natural way. Their use in combination does not improve 
in any way their natural functioning. They serve the ends nature originally provided, and act quite 
independently of any effort of the patentee.”; “…there is no invention here unless the discovery 
that certain strains of the several species of these bacteria are noninhibitive, and may thus be safely 
mixed, is invention. But we cannot so hold without allowing a patent to issue on one of the ancient 
secrets of nature now disclosed.” 
894 John M. Conley and Roberte Makowski, Back to the Future: Rethinking the Product of Nature 
Doctrine as a Barrier to Biotechnology Patents (Part I), 85 J. PAT. & TRADEMARK OFF. SOC'Y 
301, 303 (2003). 
895 Ren-How Harn, Keeping the Gates Open for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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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探究 WARF/Thomson 專利之技術標的其專利適格該當性。 

 

(1) 自然產物法則之技術檢視 

根據此分析方法檢視 WARF/Thomson 所成功純化並經人工

培育之胚胎幹細胞產物的專利適格性，相關論者認為該胚胎幹

細胞發明之技術貢獻主要應係落在其等所使用的純化分離和

人工培育方法，然而其等的專利申請範圍的撰寫方式卻係以胚

胎幹細胞作為申請專利之標的896。並且，相關專利請求項未以

「經純化分離的(“purified”)」一形容詞描述相關胚胎幹細胞株，

而使相關胚胎幹細胞產物的物品專利的解釋上毋庸限制於

WARF/Thomson 所使用的特定純化培育方法，造成物品專利部

分應直接與一般胚胎幹細胞進行比較897。 

其中，固然相關人工胚胎幹細胞得以長期維持不分化狀態

且同時保有分化的潛力，而非如一般自然界一旦生成即受本身

基因表現和環境因素所影響而自動分化成特定細胞組織樣態，

然而，系爭胚胎幹細胞本身的基因資訊實未有經發明者人為的

變更。換言之，WARF/Thomson 的胚胎幹細胞產物之所以能夠

維持與自然界產物不同的特性，係以外部增添的培養物質發揮

抑制胚胎幹細胞本身即存在的基因型的表現，進而使胚胎幹細

胞原本應當短暫楚瑜未分化狀態受到長期的維持。惟，此情並

非係發明者透過針對產物本身進行人工調整或產生化學性改

變所生，而是直接存乎於其原細胞特性所使然。是以，不論

WARF/Thomson 的胚胎幹細胞產物的存在形式係得維持在特

定靜態階段，而保有該時短暫之特性(transient characteristic)，

如同擷取了自然界的動態過程中的一部，但鑒於系

WARF/Thomson 發明仍未有為任何人為改變於其中，從實務見

解的自然產物法則和近期最高法院於 Chakrabarty 案和 Myriad

案之實務見解同等適用至系爭發明時，實得出相關人工胚胎幹

細胞產物與自然界無異，性質上更接近於科學發現，難謂有符

合顯著差異之內涵。 

故而，WARF/Thomson 的胚胎幹細胞產物將如同分離基因

                                                                                                                                                     
CARDOZO PUB. L. POL'Y & ETHICS J. 525, 530-536 (2015); 又有論者將此等判斷分析方法命名

為「判例法下的限制(The Common Law Prohibition)」。See Peter Yun-Hyoung Lee, I Inverting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Applying Common Law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Doctrine to 
Constrain Patents on Biotechnology Research Tools, 19 HARV. J.L. & TECH. 79, 92-98 (2005). 
896 Hazuka, supra note 888, at 173-74. 
897 Leeron Morad, Stemming the Tide: On the Patentability of Stem Cells and Differentiation 
Processes, 87 N.Y.U. L. REV. 551, 571-72 (2012); Brandon Smith, The Patentability of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in. Light of Myriad, 96 J. PAT. & TRADEMARK OFF. SOC'Y 112, 127-29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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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遭相關論者否定其可專利資格898。甚者，相關影響胚胎幹細

胞分化機制之方法，如加入特定化學物質或蛋白質等觸發幹細

胞株的發育方向等，亦將因為係運用細胞內的遺傳物質所表現

的受器(receptor)或訊號傳導機制(signal pathway)等，而恐遭認

定屬於自然現象之一部，難謂能成為專利可保護對象899。 

此外，更有論者審視 WARF/Thomson 專利中所採用的純化

分離和人工培育方法，認為較具有創新步驟(inventive step)之

處應係得以使胚胎幹細胞株由胚胎細胞分離出，並得於體外生

存且持續增生，因而進一步提出倘若改以方法界定產物之請求

項撰寫方式(product-by-process claims)，將物品專利之權利範

圍的解釋上限定於該特定純化方法上，使技術貢獻實質落在該

方法本身和實施後的內容，討論有無可能通過因此通過專利適

格性的檢驗900。惟，該論者最終仍認為亦屬否定。其論調首先

乃認為相關純化培育方法除了仍係操作根植於胚胎幹細胞本

身的基因表現和生物特質外，方法本身實屬於該領域相關前案

所揭露之資訊，而不具備創新成分901。再者，將製備出的相關

胚胎幹細胞品系附著於其等所使用的純化分離和人工培育方

法，仍無法改變有將自然產物私有化之本質，難謂得改變專利

申請項的撰寫方式即能規避專利適格性之要求。故而，根據最

高法院於 Myriad 案的見解，倘若 WARF/Thomson 專利仍欲將

相關胚胎幹細胞成果納入專利申請範圍加以保護，即便採取方

法界定產物之請求項撰寫方式加以限縮，仍無法改變其有涵蓋

自然產物之事實，實而不應因此則符合可專利之資格902。 

 

(2) 搶佔分析之政策考量 

從上述技術分析檢視 WARF/Thomson 技術貢獻和專利權利

範圍，實可發見專利權人有以純化分離和人工培育之方法，欲

搶占所有利用相關或不相關方法所製備出的胚胎幹細胞成果，

而產生上述之溢出現象。固然依照上開自然法則之檢驗方法，

相關人工胚胎幹細胞株將被認定屬於自然界產物之一部，根據

法院的實務見解應遭排除其等可專利性，實則似無庸再進一步

探討相關政策思維之必要。然而，從鼓勵研發的政策角度而言，

似能透過將屬於自然界產物的公共財(public domain)的一部分

劃分出來並賦予發明人私有化權利，藉此做為鼓勵創新的誘因，

                                                       
898 Morad, supra note 897, at 576-579; Harn, supra note 895, 540-545. 
899 Morad, supra note 897, at 579-583. 
900 Smith, supra note 897, at 130-131. 
901 Id.at 131-32. 
902 Id.at 1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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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則有必要探討 Thomson 等科學團隊是否能獲得充分的

政策理由以支持其得享有此等溢出的權利內容903。 

對此，採否定 WARF/Thomson 專利之適格性等論者，主要

係以此等技術領域尚存有充足和健全的研發誘因和相關揭露

機制，再加上胚胎幹細胞本身的高度近用需求為由，認為毋庸

再賦予專利私權即能維持胚胎幹細胞技術領域本身研發創新

的動能，甚至一旦核發專利則恐阻礙後續研發的進行和效率，

與促進科學進步產業發展之目標相違904。前者誘因機制的部分，

論者主要認為相關領域的研發人員係以對於知識的渴望和學

術期刊發表所帶來之學術榮譽，作為主要維繫其等持續進行創

新研發和願意揭露之誘因動力905。另外，就研究經費的部分則

主要仍依靠政府出資補助予以支撐，並且經費數額更隨著對於

生物科技領域發展的重視而逐漸提高。是以，不論其等研究對

象得否受專利法制所保護而影響私人企業或基金的投資意願，

生技科學家和研發人員仍能夠借助政府的研發經費持續不斷

的專研深究，最終促成系爭技術領域的創新發展906。 

再著，鑒於 WARF/Thomson 發明之專利權利範圍僅使用特

性描述作為界定權利範圍之詞彙，以至於解釋上幾近涵蓋所有

的胚胎幹細胞。惟，胚胎幹細胞本身即是作為此技術領域中研

究分化發育機制的主要研究客體，亦是日後進行個人化醫療所

必然使用的生物材料。是以，固然相關胚胎幹細胞株因為

Thomson 的技術貢獻而得以在細胞體外長期增生並維持相關

分化之潛力等性質，實非過往研究領域所知悉，但考量該領域

本身尚處於充滿不確定性之開拓研究階段，而使此等發明本身

現今定性上屬於該領域的主要且極其上位之研究工具，本質上

具有難以迴避之性質907。依此，一旦專利化後恐造成後續研發

者若未取得專利授權則無從進行研發，更遑論得有效進行迴避

設計，理論上將使賦予專利獨佔權於此發明所生的實際壟斷效

應(practical effects)受到加成擴大之效果908。又，考量生物科技

的研發社群對於侵權訴訟風險之畏懼恐生的寒蟬效應，以及伴

隨著法院實務限縮了試驗免責的適用範圍，亦將使上開的壟斷

風險升高909。更何況，WARF/Thomson 專利實際上授權狀況多

                                                       
903 Allen K. Yu, Within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 A Disease and a Cure, 84 S. CAL. L. REV. 387, 
414 (2007). 
904 Morad, supra note 897, at 585. 
905 Lee, supra note 895, at 103-04. 
906 Morad, supra note 897, at 588-590. 
907 Hazuka, supra note 888, at 201. 
908 Lee, supra note 895, at 102-03. 
909 Morad, supra note 897, at 5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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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為有販售專利產品之訂價過高、限制實驗室之間的胚胎幹

細胞株移轉、將部分胚胎幹細胞株專屬授權予 Geron 公司等情，

在在影響了後續研發的進行和發展的效率910。 

此外，有論者提出於胚胎幹細胞領域的創新政策上，應採

取保障後續創新空間和誘因的政策立場和思維。由於

WARF/Thomson 發明屬於極其上位的基礎研究成果，再加上其

等之專利申請範圍涵蓋甚廣，但其所屬的研發領域卻是尚充斥

著諸多未知因素，並且具備累積創新特性，必將造成即使後續

研發者成功完成後續改良發明，其等相關成果所申請之專利仍

須受到前開專利所箝制的困境。亦即，後續研發的專利權人於

實施相關技術和生產專利產品時，仍有實施至開拓專利之技術

內容，則實需視開拓專利之權利人授權的意願並支付相關權利

金，始得免於法律風險的前提下實施或生產。即使確切的實施

內容中已附加或包含諸多其他後續研發的技術貢獻亦然。此時，

面對此等授權風險和相關交易成本，以及層層支付的授權金壓

迫後續商業化的獲利空間，皆恐導致後續研發的創新動能和私

人投資誘因低落，最終產生整體研發創新效率不彰之困境911。

甚至，固然諸多生技公司多以其等研發成果之專利化，尋求資

金的挹注或受到大型企業或製藥公司的整併，進而持續維持研

發創新之經濟獲利循環的運作，但長期而言原本屬於自然產物

或機制的上位研發工具有朝一日亦將逐漸被少數單位所持有

或掌控，往後所生的專利屏障和專利獨佔的問題將越加嚴重，

最終恐使規模較小之研發單位的研發空間全然受到遮蔽阻斷
912。從而，賦予開拓發明過分寬闊的專利權利範圍此等政策手

段，對於同時具備充滿不確定性和累積創新特性之胚胎幹細胞

領域的後續研發和商業化開發而言，實非妥適。 

 

(3) 小結 

綜上所述，採取反對見解之論者認為 WARF/Thomson 之胚

胎幹細胞技術和相關產物特性皆根植於自然現象和產物性質，

相較之下並不存有差異，更遑論具備顯著差異的程度。並且，

即使採取了方法界定產物的請求項撰寫方式，仍無法改變有將

自然產物納入專利權私有的本質。此外，理論上和實際上賦予

系爭發明專利後，皆對於後續研究發展有造成阻礙之不利影響，

並考量胚胎幹細胞研發實需仰賴諸多研發單位接續投入，故不

具備藉由賦予溢出實質技術貢獻的部分專利私權，以鼓勵研發

                                                       
910 Harn, supra note 895, at 549-555. 
911 Hazuka, supra note 888, at 160-161, 174-75, 177-180, 183-192. 
912 Id.at 1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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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之政策正當性。是故，應從平衡後續研發誘因和保障相關

創新空間之政策角度出發，認定 WARF/Thomson 之胚胎幹細

胞品系和相關分化技術皆屬於研發創新必要之上位研發工具，

為提升相關成果的近用性以促使後續研發得以繼續無礙地進

行，以及保障後續研發創新的誘因動能，實不應擬制相關成果

得通過專利適格性門檻，故相關發明不應受專利權所保護913。 

 

2. 肯認 WARF/Thomson 人工胚胎幹細胞發明之專利適格性 

採取肯定見解之相關論者，主要乃批評最高法院於 Myriad 案之

見解，認為其以未加入人為改變為由排除分離基因片段的專利適格

性，卻未有更細緻的論述或說理，將造成一旦後續法院依循此等判

斷方法，勢必不當排除諸多生物科技之新穎研發成果的可專利性，

包含與基因治療息息相關的表徵遺傳學之特定 RNA 片段，以及胚胎

幹細胞領域中相關人造幹細胞株和影響發育分化等成果914。實而，

生物科技的研發成果與自然界產物或機制間即存在難以劃分的技術

本質，造就成果本身究屬發明或係單純發明甚難判斷。此時，倘若

僅著重於處理單一技術領域中的爭議和問題，卻未有進一步探究針

對個案所闡述的判斷標準對於其他當時已知和未知技術領域可能的

輻射影響，必將造成適用結果失之片面、草率，最終恐窒息新興生

技領域的研發動能。固然有論者認為最高法院似有意將 Myriad 案的

見解限縮適用於基因片段專利中915，但此等從外界臆測所生不明的

適用狀況仍將引發一定程度的不確定性(uncertainty)，亦將影響整體

生物科技領域的投資意願和研發方向916。 

執此，肯定見解者認為實應限縮法院對於專利適格性認定的適用

範圍，或甚至翻轉現今不當的實務見解內涵。故而，在判斷

WARF/Thomson 人工胚胎幹細胞等發明有無符合專利適格性時，蓋

生物科技的技術本質即與自然界存在的生物材料和生物機制有著高

度緊密之關聯性，必將造成發明本身究竟屬於自然產物或人為發明

的判準模糊難辨，實不應僅單純機械性地適用或解釋法令。相對地，

應當以創新政策內涵和思維為依歸，以調整專利適格性之門檻要求
917。是以，除了應當酌量系爭發明本身的研發貢獻內涵外，更應以

                                                       
913 Lee, supra note 895, at 102, 106; Morad, supra note 897, at 566, 571-72; Smith, supra note 897, 
at 129-130. 
914 Eneda Hoxha, Stemming the Tide: Stem Cell Innovation in the Myriad-Mayo-Roslin Era, 30 
BERKELEY TECH. L.J. 567, 575 (2015). 
915  Sean Brennan, After Myriad: A Heard of Elephants in the Room, PATENT DOCS,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patentdocs.org/2013/07/after-myriad-a-herd-of-elephants-in-the-room.html 
(last visited: 01/05/2017), “ I give the Court credit for trying to limit the breadth of its decision.” 
916 Yael Bregman-Eschet et al., The Ripple Eff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tem Cel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9 J. TECH. L. & POL'Y 227, 229-230 (2014). 
917 Yu, supra note 903, at 4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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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導向思索其所處之相關技術領域究竟有無需要專利保障始能維

持創新研發的誘因動能。下述將整理相關肯定論者之見解，分別自

胚胎幹細胞研發領域之技術實務角度評析 WARF/Thomson 發明的技

術創新成分，以及思維如何促成其所處之研發領域的創新發展之政

策內涵二部分加以論述。 

 

(1) WARF/Thomson 人工胚胎幹細胞發明之實質技術貢獻 

實而，在判斷相關發明究竟能否符合專利適格性之要求，有

論者提出應依照所屬技術領域之通常技藝者(PHOSITA)之角度，

判斷相關發明究竟屬於單純發現抑或是已轉化為發明。具體而

言，乃依據相關發明所處之研發領域的技術固有性質，酌量研

發實務的技術水平、所遭遇的研發困境、對於相關發明的近用

需求程度等因素，進而訂定能符合專利保護之創新門檻需求的

內涵，以決定該發明能否成為保護之對象918。 

首先，細部探究 WARF/Thomson 發明的技術內涵，其等成

功製備的人工胚胎幹細胞株，得以在不改變染色體數目的情況

下，維持不分化狀態且能在細胞體外持續複製增生，確實皆有

賴於胚胎幹細胞本身所內含的遺傳物質並加以表現。是以，相

關發明人實未對於胚胎幹細胞本身進行人為調整或改變，而係

以加入相關培養物質等方式促使其等細胞表現出上述之性質，

對此採行肯定見解者亦直言不諱。然而，存於自然界的胚胎幹

細胞僅屬於胚胎發育過程中短暫歷經的型態，倘若欲以此等胚

胎幹細胞作為研究或開發作為個人化醫療所用，必定需要避免

其自然地進行後續分化並加以中斷之，且亦須具備自行複製增

生的能力始能無須皆從胚胎萃取所取得。依此，Thomson 等科

學家所研發完成的人工胚胎幹細胞發明，促使後續能夠有於實

驗室即能完成製備且具有較低倫理爭議的研究素材得以近用，

進而開啟和增進了對於胚胎幹細胞本身和相關分化機制進行研

發之可能和效率，對於所屬之研發領域甚具貢獻919。 

再者，倘若從相關發明其微觀的遺傳物質表現情形觀之，實

有因為上開人為培養方法而產生遺傳表徵上的差異(epigenetic 

difference)，亦即，遺傳物質於轉錄轉譯時因為培養方法產生了

微觀結構上對摺等(folding)變化，而導致後續蛋白質表現結果產

生差異，最終方使相關胚胎幹細胞表現出上開之特性。有論者

認為依據法院曾於 Parke-Davis & Co. v. H.K. Mulford Co.一案所

闡述之見解，即發明究竟得否受專利所保護，應當聚焦於發明

                                                       
918 Id.at 429. 
919 Id.at 436-3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35 

本身的技術貢獻920，進而判斷標準係以發明所呈現的特性921，

以及考量未來得做為商業應用的潛能922，綜合作為判斷之標準。

是以，Thomson 研發團隊以人為操作創造了微觀差異，使純化

分離後的胚胎幹細胞株能夠於細胞體外呈現未分化狀態且得長

期維持等特性，進而得做為後續研發之工具和素材，應當被肯

認係具備專利適格性923。 

此外，WARF/Thomson 發明所屬之胚胎幹細胞領域，該時尚

處於新興未知的研發階段，遲至今仍無法直接利用於醫療作用

上之服務或產品問世。固然當時 Thomson 團隊於進行研發時稍

有受部分相關前案發明指引和教示，但仍可謂面臨極高度的生

物不確定性，不僅充斥著研發失敗的風險，更需耗費數額不貲

的研發經費。是以，WARF/Thomson 的發明最終能夠成功完成，

表示其已克服上開研究困境，甚至多被認為其等之技術貢獻更

能通過專利進步性之高門檻要求，故屬性上實應被定性為一開

拓性、突破性之研發成果924。 

 

(2) 胚胎幹細胞領域之創新政策內涵需以專利保護為核心 

胚胎幹細胞所處之研發領域如上述現今仍屬於開拓之初步

階段，本身尚面臨相較其他生技領域而言更高程度的研發不確

定性，並且相對應地提升和延長了所需耗費的研發經費和歷經

的研發時程，再加上研究素材的取得亦帶有人倫等考量而多受

限制，在在造就此技術領域的創新發展上存在著高度的困境和

阻礙。然而，胚胎幹細胞卻是未來得因應患者間個體差異的新

興治療素材，而相關得影響分化機制運作等成果則有潛力作為

導正個體基因表現上的先天或後天缺陷之措施，相輔相成之下

最終應能達到個人化醫療之精準適用結果。依此，考量到胚胎

幹細胞領域其研發端所面對的龐大成本，以及未來一旦實施於

醫療上所能帶來的鉅量正面效益，倘若欲促使加速相關目標的

                                                       
920 Parke-Davis & Co. v. H.K. Mulford Co., 189 F. 95, 102 (C.C.S.D.N.Y. 1911),”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old products were so great as made any substantial advance from them important. It is 
enough that Takamine was the first to isolate any base whatever, all other products existing in the 
form of a salt, because prior investigators were all trying to reduce the principle down as purely as 
possible. The invention was therefore novel.” 
921 Id.at 98, “Since the che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substances" depends, not upon the presence 
of the same atoms, but upon their definite structural association in known proportion into 
molecules…” 
922 Id.at 103, “…even if it were merely an extracted product without change, there is no rule that 
such products are not patentable. Takamine was the first to make it available for any use by 
removing it from the other gland-tissue in which it was found, and, while it is of course possible 
logically to call this a purif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it became for every practical purpose a new 
thing commercially and therapeutically.” 
923 Hoxha, supra note 914, at 591-92. 
924 See supra note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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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實有必要具備充分的人力投入和足夠的資金支持，並且

相關研發者能夠相互分享各自的研發成果供相互學習和指引，

避免不必要的重複實驗等成本，始有機會盡速脫離開拓初始階

段，進入後續產業利用之開發，最終達到供社會大眾利用之目

標。是故，此研發領域的創新政策手段中，為了吸引人力資金

的投注以突破技術困境，以及當成果完成後亦有意願揭露供其

他研發者習知，實需仰賴提供充分的誘因始得加以實行925。 

惟，在建構和思維誘因提供的細部內涵時，固然生物科技領

域過往的機制本身實有參考價值，但不得不體認現實研發環境

的變遷。是以，早期生技領域固然係透過追求學術榮譽以及獲

取相應的政府補助，作為換取研發者揭露其等研發成果的誘因，

但在拜杜法案的公布實施下，則已換軌至以屢行揭露之申請專

利程序換取專利保護，再以專利本身的排他權能進行後續授權

移轉等商業行為吸引投資者提供研發經費和賺取權利金，進而

回收相關研發成本並再次回饋至研發創新上。是以，近代的研

發環境下，不僅只有私人企業尋求專利權的保障，學研機構亦

對此越加重視。而當胚胎幹細胞領域中存在的嚴峻技術挑戰以

及未來豐沛應用潛能的對照下，為吸引私人企業和創投基金的

人力資金投入，並委由其等致力開拓胚胎幹細胞領域的研究和

後續商業開發，在創新發展政策上理論上應當首重充分的商業

誘因供給之層面。詳細而言，基於私人多著重於個人資本利益

的累積和追求，若欲使其負擔部分公共任務之內容，實有必要

提供充分的誘因保障，使其評估成本效益後有意願依循政策導

向進行之。此時，專利制度本身所賦予的附有期限之專利排他

權，實能作為換取私人投資將其等發明成果予以揭露，並且促

使其等以此權利的保障下願意進一步地繼續精進研發或尋求技

術合作，最終促成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926。 

然而，否定見解最為擔憂之核心重點乃 WARF/Thomson 的

發明所製備的人工胚胎幹細胞株，係進入後續針對幹細胞株本

身或相關分化機制研究所必要的上位研究素材，此時，賦予其

專利排他權對於整體研發創新的影響是否為正面，尤其是系爭

專利的權利範圍涵蓋範圍過分寬闊的情形。對此，從政策的角

度出發，WARF/Thomson 發明雖屬上位之研發成果，但相對地

其等開拓之研發貢獻顯著，倘若以其等高度近用性而否決其等

之可專利性，必將嚴重抑制私人企業和資金挹注的傾向，以及

降低研發成果完成後的揭露意願，最終消弭了相關領域的創新

                                                       
925 Dovi, supra note 877, at 121-122.Hoxha, supra note 914, at 597. 
926 Beardsley, supra note 877, at 519-520; Dovi, supra note 877, at 119-120. Korobkin, supra note 
877, at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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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量和降低研發效率。此外，更可能因為發明屬性判斷上的模

糊，進而影響專利制度適用的可預測性，對相關領域創新發展

上恐更加不利927。 

此外，否定見解所持之高度近用性實與技術現實有所出入。

從 WARF/Thomson 專利之權利範圍的文義，係以「出自胚胎來

源(embryonic)」以及「經純化的(purified)」等詞界定其等權利

範疇。依此，可見倘若改以體細胞(somatic cell)作為萃取幹細胞

之來源對象，抑或是針對已分化的細胞加諸細胞核轉移(nuclear 

transfer)或誘發重編機制(reprogramming pathway)等技術，誘使

其重新回復轉化成具有分化潛能之誘發性多潛能幹細胞

(Induced pluripotency stem cell，簡稱 iPS cell)，則皆可規避

WARF/Thomson 專利的主張928。依此，賦予 WARF/Thomson 專

利後續所生之壟斷潛力，實際上仍存在設計迴避之空間而應非

如否定見解所述如此嚴重。 

另外，否定見解者所擔憂的授權問題，主要是認為權利人恐

因專利權本身的排他權能，進而過分濫用其所賦予的談判優勢，

以要求過高的權利金或斷然拒絕授權，最終導致相關技術內涵

低度使用及後續創新研發效率低落。惟，其等忽略專利制度實

係使科學研發活動與市場機制加以掛勾，因而在專利的運用狀

況將延續原本科學社群的合作風氣，以及受到後端商業誘因所

影響，進而導向資訊分享、技術結盟甚至公司整併等方向，同

時帶動整體研發和商業活動的活絡與發展 929。而實際上

WARF/Thomson 的授權狀況亦非如否定見解所述之不友善或不

合理，除了與其等達成授權之研發單位數量不在少數外，往後

的研發創新亦有繼續蓬勃發展，未見有受到不當箝制等情。而

相關授權條件上亦應考量 Thomson 等研發團隊和相關合作公司

有回收其等所投注的人力成本和研發經費之趨向，以及其等授

權內容中亦包含了實質的技術教學和移轉，甚至有對學研機構

等非營利導向的實施和使用提供免授權金等條件930。在在顯示

實證上授權失敗或惡意拒絕授權時屬於少數極端之情形而並未

常態存在，且未發生於 WARF/Thomson 專利的授權上，難謂有

必要因理論上授權之問題而全然排除相關成果發明的可專利性，

難謂妥當931。 

 

                                                       
927 Dovi, supra note 877, at 123-24; Hoxha, supra note 914, at 602-03. 
928 Dovi, supra note 877, at 122; 有論者即使採取否定見解亦認同此技術觀點。See Harn, supra 
note 895, at 540-545. 
929 Shum, supra note 875, at 173-174; Hoxha, supra note 914, at 600-601. 
930 Dovi, supra note 877, at 124-26. 
931 Beardsley, supra note 877, at 5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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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 

綜 上 所 述 ， 倘 若 在 專 利 適 格 性 判 準 上 仍 單 純 將

WARF/Thomson 研發成果本身定性為屬於純化自然界所存在的

胚胎幹細胞，而僅僅使其分離於生物體外，且具有自然界雖未

實際表現但根植於原遺傳物質的生物性質，進而排除其可專利

性，無異是忽略生物科技的技術本質係與自然產物和生物機制

息息相關而使發明和發現難以清楚劃分之特性，且不當排除此

等有符合專利法制本身所欲鼓勵的開拓創新意旨之發明受到專

利權保障。是以，立基於相關技術領域的研發實務的角度，

Thomson 之研發團隊所採用的新穎純化分離和相關人工培育方

法，確實微觀改變了系爭幹細胞的實際遺傳表現，最終產生了

自然界未能長期展現的性質，並且成功製備出的胚胎幹細胞株

以作為有助於將後續研發和產業利用的素材或工具。實而，系

爭發明不僅得被評價具有開拓發明之屬性，實際上更能有效促

成相關領域的研發創新和產業發展，應當具備充分的研發貢獻，

而成為專利保護之標的。 

此外，在胚胎幹細胞領域的創新研發政策上，實則應當側重

於研發誘因的提供，以帶動研發人力和經費的注入和促成相關

發明成果的揭露，進而克服技術本質所生的高度困境以及促進

整體產業的發展，最終達到社會效益最大化。其中，誘因機制

的擇選，應揚棄過去以學術榮譽和相應的政府補助經費為主，

而改採較能提供充足誘因保障的專利制度，並借助其申請程序

中的揭露義務，加速其等公開時點以增進相關領域學習素材的

累積。另在專利政策的思維中，相關論者認為應以探勘理論的

開拓誘因機制作為政策內容之核心主軸，除了應當肯認胚胎幹

細胞產物和相關技術之可專利性，吸引充足的研發經費和人力

的投入外，並且就具備充分的技術貢獻之開拓發明賦予相應範

圍的專利權，始能有效促進此等技術領域的研發創新。最後，

否定見解者所採之維護後續研發空間和創新誘因的政策思維基

礎，亦因實際上仍存有迴避設計的技術可能性，並且權利人的

實際實施狀況和所提供的授權條件尚屬友善且合理，故而，上

開等情應未能削弱 WARF/Thomson 發明需受到專利權保護之政

策必要性和正當性。 

 

第二目 實務見解之檢討和政策評析 

 

一、誘因機制的必要性和妥適性比較 

固然 WARF/Thomson 人工胚胎幹細胞技術和相關產物之專利，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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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將先後屆至專利有效期限，然而，相關專利爭議並未因此解消，甚至，因

為相關技術成果日漸發展和成熟而更加受到關注。確實，胚胎幹細胞領域研

發所面臨的困境和挑戰，不論是在人倫議題上的疑慮，抑或是開拓上的研發

風險和生物不確定性，程度上相較於其他生技領域而言皆相對嚴重。惟，其

等研發成果的應用潛能以及得帶來的社會正面效益，亦因為有機會針對個體

差異進行整體性地調整，而可達到精準醫學的個人化醫療結果。依此，對於

胚胎幹細胞本身或相關分化方法的專利適格性有無採取不同見解之學者，多

認為欲促成此等研發領域的發展和進步，實有必要仰賴誘因機制予以鼓勵相

關研發者將其等成果揭露，進而促成整體研發環境的技術提升和精進。 

採取否定見解者主要乃認為過往以追求學術榮譽和政府補助經費，抑或

是僅針對位屬於中下位如得實施於病患之醫療技術等研發成果加以專利化，

即足以維持研發社群間的揭露分享風氣932。然而，此等見解實忽略了政府欲

借助私人企業和資金維繫國家整體研發能量，並且分擔研發預算的支應，已

透過制頒拜杜法案促進相關研發成果的專利化，藉此吸引外部研發資金的挹

注和私人企業的接力研發和商業化開展。此外，生技領域亦隨著技術的進展

而開創諸多分屬於不同研發位階的子領域，考量政府經費數額的有限性以及

政府其他業務的擴張等情形下，政府預算實際上根本無法完全支撐整體生技

研發。更何況，胚胎幹細胞領域本身的高度研發不確定性，政府預算所能提

供的支援亦不足以應付其中的失敗風險和研發時程等高成本。從而，當研發

資金來源不再且無法以政府提供的研發預算為主，甚至因為私人企業和基金

挹注的崛起，使得政府補助已然退居補充之地位。而此等研發經費的來源變

革，更造成研發人員研發方向和揭露趨向產生影響。此時，若忽略上開現實

而仍一昧希冀以政府預算完全作為支持胚胎幹細胞領域的研發動能，實不具

可行性。 

相較之下，專利制度賦予的附有期限之專利權，得使權利人向欲實施之

研發者或業者收取授權金，亦能針對未經其同意而為實施之侵權者透過法院

系統請求排除侵害之禁制令和損害賠償訴訟，進而使權利人得在有效期間充

分運用以尋求獲利、進行技術合作以及從事後續商業開發等。實而，採取肯

定見解之論者相對於否定見解者，更加重視探勘理論的開拓誘因機制的賦予，

亦即，以專利本身的權能所能帶來的商業獲利可能，初始即提供高度誘因以

鼓勵研發人員和投資者的投入，進而增加成功研發的可能性，並再以誘因本

身換取其等揭露相關成果之技術內容，亦促使相關研發成果公開化以營造具

備更多得供學習參考素材的研發環境，最終促成帶動整體技術研發進步精進

和產業創新發展的正面循環。 

然而，專利制度適用於胚胎幹細胞領域，亦將因為相關成果具有上位研

發工具之自然產物和自然現象機制等特性，而產生得否成為專利保護客體的

疑義，以及衍生私有化後所生近用問題及連帶影響後續創新等相關爭議，具

                                                       
932 Morad, supra note 897, at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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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分析如下。 

 

二、專利權賦予與後續創新近用之關係 

實而，一旦本節所探討之 WARF/Thomson 發明個案得以專利化時，勢必

遭質疑有牴觸現行實務見解中不得將自然產物和相關機制予以私有的限制，

以及因為其等所製備的人工胚胎幹細胞株確實係進入後續針對幹細胞株本身

或相關分化機制研究所上位必要之素材，恐因不當專利行使或主張阻礙研發

創新之結果。是以，此等疑慮的立論基礎，乃根植於對於生物科技本身的累

積創新特性，所導出的保障後續創新研發空間和誘因保障之政策思維。確實，

專利權人依法能對於其權利範圍所包攝之技術內涵決定他者實施與否和實施

態樣之權，以至於賦予專利與該保護技術本身存在的高度近用性二者係存在

著高度緊張之關係。 

惟，此二部分雖然立基於不同的政策導向，但概念上卻是分屬於不同層

次之議題。前者乃側重於誘因保障之面向，應當聚焦於如何透過誘因的提供，

促使研發單位願意持續投入相關技術領域的發展，並揭露其等技術成果供領

域其他研發者參詳，以達到整體技術創新進步。反之，後者則係當賦予專利

權誘因後，權利人與尋求使用或實施該技術內涵方如何互動所生之議題，而

屬於專利權行使和主張的層次。是以，專利申請案之相關技術內容揭露後，

當有其他研發團隊因為學習後有意願接續進行改良研發或精進開發時，倘若

其將實施到系爭專利權利範圍的技術內容，或甚至有受到相關專利產品的效

益所助，此時依法則有必要與專利權人洽談授權。但是，僅有在專利權人刻

意拒絕授權，抑或是協談過程破局等特定情形下，始會造成高度近用性的技

術成果遭受壟斷或類似之效果，然專利制度和相關法律規範對此實存有進一

步細緻的應對規範。 

依此，雖然當專利權產生不當壟斷現象的前因之一確實包含核發專利權，

以至於使專利權核發和專利權行使二者間產生牽連關係，但行使層面產生的

不利研發創新之可能性不應因此斷然否決授予專利的適當性933。實而，應係

將專利保護和專利行使二者分別以觀，並依照各自的政策目的及因應手段加

以調整，否則必將造成研發誘因的保障不足，最終導致研發動能和揭露意願

的削弱甚至消失殆盡，實不利於胚胎幹細胞領域整體的研發創新。 

 

三、自然產物法則的缺失─以新興技術具體評析討論 

鑒於美國實務見解中對於自然產物不得專利化之限制，其等的衷旨立意

實乃認為處於自然界的產物和機制現象應當皆歸屬於全體人類得自由近用之

公共財，而防免其等遭專利權加以私有化，似乎富具政策上的正當性和合理

性。然而，實際的適用狀況則係因為相關發明究屬自然產物抑或是人為發明

的判別標準極為模糊不明，並且在個案中所闡述的判斷基礎，或許能夠合用

                                                       
933 Shum, supra note 875, at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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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案的問題解決上，但對於後續新興研發領域的發展卻可能產生極度不利

之影響。畢竟，在法院實務在發展並建構此限制之內涵時，從未且無法預知

未來將萌生此與生物素材和機制極為相關的生物科技領域，同時卻亦具備可

觀的醫療應用潛力。倘若仍持續以過往或近期 Myriad 案所闡述的專利適格性

內涵，作為審核基因科技發明的專利申請案得否通過可專利性的門檻，其等

欠缺充分說理的判斷依據，不僅忽略生物科技的固有技術本質和特性，甚至

將不當排除未來新穎研發成果的可專利化，進而阻卻相關技術領域的開拓和

發展。 

具體而言，當相關實務見解適用至相較本案 WARF/Thomson 發明更具人

為操作成分且與自然產物更為相異的誘發性多潛能幹細胞(iPS cell)之發明成

果，仍有相關論者採取了肯定和否定其專利適格性之相反見解。採取肯定見

解者，主要乃認為自然界並不會自然產生此等從發育成熟之細胞重新回溯至

具有分化功能的胚胎幹細胞階段，並且製備的方法亦因為選擇的細胞素材和

所適用的誘發重編機制的不同而有所限定，難謂會產生阻礙後續研發創新之

情934。反之，否定見解者則除了有援引 Myriad 案的見解外，亦引用聯邦巡迴

法院於 In re Roslin 案的見解加以駁斥其可專利性。其中，於 In re Roslin 案所

涉及之發明為運用細胞核轉移技術將成熟體細胞植入缺細胞核的卵細胞中，

成功複製出桃莉羊(Dolly the Sheep)之技術內容，其等以相關製備方法所完成

的複製生物體申請專利保護，卻遭巡迴上訴法院最終維持因不具與原先個體

存有顯著差異，而否決其專利適格性935。固然其等論述中有敘及發明人有以

相關方法製備的複製生物體可能因為後天環境因素(environmental factors)而

造成基因表現的差異，以及其掌管生產能量的粒線體(mitochondria)係來自卵

細胞(donor oocyte)而非與植入體細胞的來源個體相同為由，以其中相關微觀

之差異抗辯應可使系爭發明符合專利適格性的要求。然而，此二理由皆遭上

訴法院以未將此等特性撰寫進專利說明書和納入專利權利範圍中，以及未說

明此二差異與往後功能和用途間的關聯性，而未因此肯認系爭發明的可專利

性936。是故，有論者認為上開實務見解似乎闡述了即使有人為操作確實改變

了 DNA 的結構並產生遺傳表徵上的差異(epigenetic difference)，仍可能因為此

等改變未實質改變 DNA 序列內容，且相關發明結果亦係根植於生物機制和現

象，而仍遭排除可專利性937。執此，從上開實務見解和相關論者對於見解內

容各執一詞，在在顯示自然產物法則的適用存在高度不確定性和不安定性。 

又，在實際個案判定上於判決說理中亦時常將系爭發明的專利權人的專

                                                       
934 Morad, supra note 897, at 579, 584-85. 
935 In re Roslin Inst., 750 F.3d 1333, 1337 (Fed. Cir. 2014), “Dolly herself is an exact genetic 
replica of another sheep and does not possess markedl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any [farm 
animals] found in nature.”; “Roslin's chief innovation wa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donor DNA such 
that the clone is an exact copy of the mammal from which the somatic cell was taken. Such a copy 
is not eligible for patent protection.” 
936 Id. at 1337-38. 
937 Hoxha, supra note 914, at 5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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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授權狀況一同納入參考，甚至因而調整原先的判斷標準，造成適用狀況更

加浮動不定時，勢必將大幅降低法令適用的可預測性938。基於上述總總情形，

倘若仍執意強將不合用於生物科技領域創新發展的自然產物法則套用至此，

必將嚴重影響研發單位和投資人對於專利誘因保障的機制的信賴，進而大幅

阻卻研發投入的意願，最終將造成與創新政策目標相違背之結果。 

 

第三目 本文見解 

綜合上開評論，有鑑於胚胎幹細胞領域仍處於開拓研發之階段，本身面

臨的高度生物不確定性、研發風險成本和相關倫理法令限制，程度相對其他

生技領域均較高，並且其等欲實際應用於患者的醫療上尚有賴諸多後續研發

創新的接力。從而，若欲鼓勵相關產品和服務能夠早日問世以增進整體社會

效益，實有必要採取提供充分的誘因保障，作為吸引研發經費和人力挹注的

政策手段，進而促成相關發明成果的揭露，克服技術本質所生的高度研發困

境以及促進整體產業的發展。是故，創新發展政策上仍應以專利保護為誘因

機制主軸，並且側重於充分誘因保障的政策思維。 

然而，現行實務見解中針對基因科技研發成果所建構的專利適格性內涵，

不僅難以適切地套用於生物科技研發無可避免以生物材料和病理機制為發明

對象的技術本質，並且要件解釋上亦存在著高度疑義，在在忽視和衝擊此等

技術領域對於未來誘因保障的客觀需求與主觀信賴，勢必造成整體研發意願

和創新動能的低落。反觀與基因科技同屬於醫療產業範疇的製藥科技，同樣

是針對生物和病理機制的運作予以干涉進而達到調整或導正以產生緩解或治

癒等醫療效果，以及皆須負擔幾乎等量的研發成本和技術困境，卻僅因為後

者係以化學合成作為干預手段即能夠依憑此性質成為專利法制所保障之客體

無疑，難謂具備充分的差別待遇之合理基礎，亦缺乏研發創新政策內涵的妥

適性。 

是以，對於胚胎幹細胞發明的專利適格性內涵之變革再造，本文認為仍

應當立基於鼓勵相關技術研發創新之誘因保障的政策基礎，針對本節關注的

WARF/Thomson 發明此屬於充分符合專利制度立法意旨的發明成果類型，應

促使其受到專利權的保護，藉此作為鼓勵其等揭露技術內容對於研發社群和

創新環境的助益和貢獻939。執此，在判斷 WARF/Thomson 發明是否得通過專

利適格性之門檻時，應當放寬及鬆綁現行實務所採取的自然法則之見解，使

審查上無庸再細部區分系爭成果究屬自然產物或人為發明，再委由後續的專

利保護要件予以決定系爭發明究竟得否受專利權的保護940，以及利用其他政

                                                       
938 Shum, supra note 875, at 171-73. 
939  Eisenberg, supra note 336, at 744;孫玉苓，人類胚胎幹細胞研究之法律管制及發明之專利保

護，頁 227-28，國立交通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2005 年。 
940 有需要特別說明者，乃在專利據以實施性的判準上，為使專利權利範圍和系爭發明的技

術貢獻趨於一致化，尚得確保後續創新之空間維持和誘因保障，實有必要進一步參酌相關論

者提出之以 WARF/Thomson 所利用的人工培育方法加以限制其等人工胚胎幹細胞株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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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槓桿等配套措施規制專利授權近用之狀況941。最後，針對上開專利保護要

件適用於胚胎幹細胞發明的革新和再造，本文仍認為應當如前章所提出之政

策模型，由法院系統作為專利政策槓桿的主要建構者和執行者942，而專利專

責機關則得做為輔助角色以發揮提前把關之效果，應最能有效達成技術進步

產業創新的政策目標，而無庸特別在胚胎幹細胞技術領域有相異之處理943。 

 

 

 

 

 

 

 

 

 

 

                                                                                                                                                     
範圍，促使權利範圍和其等技術貢獻的合致，並同時增進權利內涵解讀上的明確性。鑒於

WARF/Thomson 專利確實單單以特徵、特性作為描述相關物品專利的權利範疇，不僅在實務

訴訟上難以清楚比較判定相關特質，如得維持位分化狀態一年以上等特性該如何在訴訟上證

明主張，更因為此等專利權利範圍撰寫方式恐將不當涵蓋非實施相類似分離和純化技術所製

備出的胚胎幹細胞品系，造成權利範圍實有逾越其等實質研發貢獻內涵而生溢出之現象，以

及在權利範圍邊界不甚明確的狀況下亦恐影響後續研發的專利保護期待。Hazuka, supra note 
888, at 207-212, 214-15. 對此，本文原則上贊同此論者的觀點，但在操作前開專利可實施性的

政策槓桿上仍應謹慎。實而，後續研發的誘因平衡和創新保障固然得以前端的專利保護要件

提前防範和預先落實，惟，更能發揮效果者仍係後端的專利管制措施而言。是故，相關專利

保護要件的操作仍需適度節制而採取低度處理方針以避免越俎代庖，否則恐致使原先欲促成

的初始誘因保障之政策目標無法有效實現。 
941  當放寬了胚胎幹細胞此技術領域成果的專利適格性後，雖然將使屬於自然產物和自然現

象機制等胚胎幹細胞以及相關分化發育方法得受私有化而使其等享有排他壟斷之權能。惟，

技術實務上實仍存在諸多迴避設計可能已如前述，甚至更有新興無須破壞胚胎細胞即得製備

的技術方法問世。See Young Chung et al.,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Lines Generated without 
Embryo Destruction, 2 Cell Stem Cell 113, 113 (2008). 是故，即便系爭發明的技術內容具備高

度近用性，技術實務和專利法制上仍存有諸多因應之手段，此外研發社群間現今仍尚保有一

定的分享風氣和利益共同的趨向，難謂一旦准許胚胎幹細胞發明得專利化，即當然發生阻礙

後續研發之情。 
942  Yu, supra note 903, at 436-38. 
943  反之，有論者提出直接以立法者明文肯認 WARF/Thomson 發明等相關生技研發成果的專

利適格性，甚至有認為應當設立一類似結合專利審查機關和聯邦交易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之特別的專責機關(specialized agency)，同時針對相關專利申請案其等之技術內

涵和未來是否恐生不當壟斷研發等情加以綜合審查。Smith, supra note 897, at 134-35; Lee, 
supra note 895, at 106-07. 實而，此乃孰者為機關最適的議題，固然立法機關得使各方利益相

互辯論激盪，而行政機關則係對於技術實務內容、產業發展現況以及政策內涵擬定較為熟稔。

惟，相較之下，法院本身能位於客觀中立的立場，並透過委由技術審查官和專家證人予以輔

助以達到充分的證據開示和言詞辯論，進而事後審查個案發明的實質技術內涵和研發貢獻以

及形塑和建構其所屬的技術領域的政策思維，再加上其等對於法律要件的操作適用和個案本

身以及後續幅員影響的權益衡平更為專精。故，本文仍認為應由法院系統作為主要的政策執

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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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基因科技專利近用爭議樣態之探究 

 

第一節 前言 

倘若基因科技之研發成果均得通過前章所述之各該專利要件的審核，進

而取得專利權保障，爾後，專利權人即得享有一定期間內針對專利申請範圍

所涵蓋的技術內涵行使排他權。然而，有鑑於基因科技的研發上具有累積創

新特性，以及相關成果亦帶有研發工具性格，是以，各該研發成果本身將分

屬於研發鏈中的上下游不同位置，而因其中尚存相對應程度的迴避設計空間，

進而推導出程度不一的近用必要性。並且，研發實務上實有必要借助諸多相

關研發成果的累積疊加，始得有效進行後續創新和促成產業發展，然而隨著

基因科技的發展，已有數量可觀的成果發明受到專利保護，但卻歸屬於不同

的研發單位，造就了某程度上的專利叢林困境。另外，基因科技專利的授權

實務中，除了原本的法定授權型態外，亦發展出許多不同的約款內容，甚至

是組織授權態樣等。故而，當近用需求程度不同的技術發明專利化後，專利

權人提出了相異且複雜的授權條件，將推展出各種不同的授權談判情況，此

舉不僅將導致洽談授權的交易成本和風險的增加，甚至更可能出現因談判破

局所生相關研發成果低度使用，進而對於研發創新、市場競爭和公共衛生造

成不利之影響。 

執此，面對上開基因科技成果受到專利權保護爾後所生的問題，固然相

關爭議的前因確實係源自於核發專利所致，但是實際上卻是因為研發實務針

對基因科技的固有技術本質所生的高度近用必要性，以及出於商業獲利目的

所為的授權策略行為欲追求相對較高獲利機會使然。實而，相關情形在其他

高科技的技術領域中亦多有之，代表此乃屬立基於專利誘因制度下的產業發

展中的正常現象。是以，欲解決此等問題，應當是思索如何善用專利法制以

及相關之法規範，以滿足研發各該近用需求，進而提升創新發展效率，實毋

庸過度依賴以前端專利保護階段的政策槓桿加以提前防範，否則恐有害原先

其等專利要件欲落實的誘因保障之政策目標。換言之，本文認為專利保護以

及專利行使和主張此二部分應當區別以觀，而各自處理自身的問題困境，始

能實現原先欲達成的政策意旨和發揮對症下藥之效。 

依此，在專利行使和主張的部分，為解決上開的授權困境和難題，本文

認為應當聚焦於基因科技成果的累積創新特性和研究工具傾向，而採取盡力

促成相關專利廣泛近用(broad access)的政策思維。但是，具體的政策槓桿操

作，則係參酌實證資料顯示現行研發社群尚存在著公開近用的風氣，而採取

「合宜近用(useful access)」或「可行近用(workable access)」的政策思維，亦

即，原則上採行低度的管制方針，至多僅引導或鼓勵社群創建授權促進措施

至合適的技術領域中，進而保障私人間的自主型塑空間的最大化。然而，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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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個案授權情形確實產生限制競爭或是專利劫持和壟斷等情，此時，則有必

要加以介入管制，但適用上仍需注意創新誘因的維護及恪守比例原則。始能

有效促進成果近用和加速商業化之餘，亦適度維護專利權人的商業誘因保障，

最終達成生技產業創新發展之政策目標。 

 

第二節 授權型態和約款實務 

 

第一項 專屬授權 

 

第一目 專屬授權之介紹 

 

一、專利授權之內涵和類型 

專利權本身乃法律創設之私權，性質和運作上實與一般物權同，是以，

不論美國專利法第 271 條第 a 項之專利侵權認定的反面解釋，或是我國專利

法第 58 條之規定，皆係以專利權人所享有之排他權之內涵為中心予以描述，

明文得針對未經專利權人之同意所實施該專利權範圍所擴及之技術思想內涵

和相關之物及方法的第三人，透過美國專利法第 281 條或我國專利法第 96 條

向民事法院請求排除之和請求相關之損害賠償。是以，專利權之內涵雖看似

側重於排他權的主客觀構成要件是否該當，決定得否行使之，惟，實際運作

情形則係以反面解讀為主，即專利權人透過同意他人之實施或限定於特定行

為類型，甚至讓與移轉相關權利，進而促使排他權的行使要件不為成就而免

卻他人被追訴之法律責任944。其中，鑒於專利權人不僅需耗費申請專利之成

本及負擔維持專利權有效之規費，亦就專利所保護之技術標的投入高度心力

和研發經費始得以完成，最後亦依循專利法之規定公開揭露予大眾知悉，從

而專利權人的排他權之行使，係其得以回收相關研發成本和獲取利益之工具、

手段，實難以期待其行使同意權時完全不要求收授對價。為求廣收相關之權

利金，其乃鎖定目標客群為相關技術領域之全體研發者和業者，針對個別有

不同的使用型態之情形，訂立相對應之權利金費率，以廣泛地行使同意權，

並同時促成專利保障之技術標的能夠大量被近用。 

依此，此等針對專利權人所具備法定排他權機制，將其納入磋商交易之

內容，實有四種類型，依照個別技術使用者之需求和權利人之意願，分別有

直接為權利移轉讓與(assignment)945、側重於被授權方與系爭專利權之間的專

                                                       
944 BRIAN G. BRUNSVOLD et al., DRAFTING PATENT LICENSE AGREEMENTS, 20-21 (7th ed. 2012). 
945 35 U.S.C. § 261; 我國現行專利法第 62 條第 1 項。其中，美國之規定乃專利讓與之效力，

需於買賣或抵押之情事發生後三個月內至 PTO 登記後取得公示外觀，否則該讓與效力將失效。

而我國之規定則係未於智財局登記則不得對抗第三人，亦即，對於讓與雙方該等讓與於未登

記下仍係有效，僅是對於雙方以外之第三人而言，該專利權仍屬原專利權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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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之專屬授權(exclusive licensing)、未有特意專屬於特定人之非專屬授權

(nonexclusive licensing)，以及單純之出賣專利產品946。其中，由於而美國法

未直接明針對移轉和授權之認定標準和所具備之權利內涵有所明文，則係委

由相關法院判決予以詮釋補充。實而，在專利移轉和專利授權的判斷上，非

單就契約形式上以移轉或授權等詞或作為契約標題等外觀逕予採認，仍應從

實質內容判斷究竟有無充分將專利權之權限過繼至相對人一事予以認定947。 

 

二、專利專屬授權之認定 

在專屬授權的認定上，其內涵乃約定專利權人不得再為第二次授權行為

(no second license)而鞏固系爭授權契約的單一性，並且享有對於專利權的實質

控制(control)，卻未如專利讓與般有進行權利歸屬(entity)之移轉948。是以，當

專利權人進行一專屬授權後，雖然專利權並不因此讓與至被授權方，惟，專

利權人不在能夠行使排他權，而係改由被授權方取得類似專利權人之地位，

不但能夠排除其他第三人之未經同意的實施，甚至亦能針對專利權人本人而

言949，並且專屬被授權人亦具有再為授權他人之權能950。又，專屬被授權人

亦具備當事人適格而能充為該專利之民事侵權訴訟的當事人，實能針對專利

侵權人自主提起訴訟排除之951。 

 

第二目 專屬授權所生之爭議 

 專屬授權之授權方式實質上內涵實與專利移轉讓與無太大差異，僅於專

屬被授權人非屬專利權人此一形式外觀之不同，其中尚有繳稅或相關法令約

束等考量。實則，專屬授權方式之採取的主要立意，乃其有別於一般之非專

屬授權，專屬被授權人可謂獲得猶如專利權人般之獨佔該專利標的所包含之

技術思想及衍生的產品服務之權能和地位。此等專屬獨佔實得排除其他競爭

者利用該技術內涵，促使專屬被授權人得以搶先研發並盡早著手專利和商業

布局，與一般授權中各方研發團隊仍處於同一技術水平下相互競逐，實有不

同。此外，從專利權人之角度切入，雖然原則上一旦採取專屬授權方式，則

自身即不具有自主實施或再為授權之權限，然而，相對應專屬被授權人所支

付的權利金將遠高於一般授權而言，並且一旦於授權契約中訂立有階段性授

權金(milestone payment)條款952，實能於專屬被授權人取得市場獨占地位並獲

                                                       
946 RAYMOND T. NIMMER AND JEFF C. DODD, MODERN LICENSING LAW, 2012-2013 Edition 
Volume 1, 631 (2012-2013)  
947 Id. at 633-34. 
948 BRUNSVOLD et al., supra note 944, at 25-26. 
949 NIMMER & DODD, supra note 946, at 636; 亦可參見於我國現行專利法第 62 條第 3 項。 
950 NIMMER & DODD, supra note 946,, at 637; 亦可參見於我國現行專利法第 63 條。 
951 NIMMER & DODD, supra note 946,, at 708-09; 亦可參見於我國現行專利法第 96 條第 4 項。 
952 Andrew J. Maas, Valuation & Assessment of Intangible Assets, and How the America Invents 
Act Will Affect Patent Valuations, 94 J. PAT. & TRADEMARK OFF. SOC'Y 300, 323 (2012), “Milestone 
payments are paid to the licensor when the licensee reaches certain predetermined goa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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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商業成功時一同享受相關利益。是故，選擇採用專屬授權方式可謂對於專

利權人和專屬被授權人而言皆具高度之商業誘因。 

惟，就基因科技成果專利本身具備的研究工具性格和累積創新特質而言，

實應推廣相關成果的近用促進後續研發創新的接力，以加速完成後端商業應

用等終極目標的完成，是以，當採擇以專屬授權方式時，實與技術產業創新

之目標存有某程度的扞格和牴觸之情。AMP v. Myriad Genetics 一案爭議的起

源，即係 Myriad 公司從 Utah 大學獲得政府出資研發並擁有與乳癌病理機制

有關之 BRCA1、2 基因序列專利和相關診斷工具的專利專屬授權後，積極主

張專利之相關排他權內涵之情953。是以，雖然專利權人原則上採行專屬授權

方式後並進行拒絕授權實屬其專利合法權限內涵之一部，但此必將面臨技術

壟斷之商業誘因保障和符合技術本質之公開近用的產業創新的二種政策思維

拉扯競逐，此時究應如何取捨和折衝，實仰賴充分地思辨及多方層面綜合考

量予以決斷。 

對此，本文所提出之生技產業創新政策內涵，乃認為鑒於相關實證結果

顯示研發社群多採公開近用之授權傾向，而如 Myriad 案此等採擇專屬授權且

專屬被授權人採取技術獨佔之方式實屬特例。故而，對於基因科技專利的主

張和行使上，原則實無須過度管制，而僅需採取低度管制策略，並區分生技

成果專利之來源為學研機構或私人，前者於事前之歸屬約定和授權契約的管

理上，上級主管機關即得依據科技創新法制予以把關，而後端之權利行使和

主張上則二者皆得透過相關法制所賦予之介入權和管制措施，針對個案情形

予以執行並調整之，藉以實現保持科技創新和維護競爭秩序之產業創新政策

內涵。其中，委由專責機關就學研機構之管理和介入之討論將於本章之第三

節第三項予以細部討論，而在尋求授權人面臨一般拒絕授權或上開專屬授權

後之壟斷技術之情並有過度阻礙後續研發創新或市場競爭機制時，則實有發

動強制授權或啟動競爭法介入之空間，亦將於本章第四節有相關之討論。 

 

第二項專利濫用 

 

第一目 前言 

專利制度創建之原意係以賦予發明人排他以及獨佔之專利權，假以排他

權之行使和主張，使專利權人享有一定期間內利用該權利獲取利益之機會，

作為促進創新和產業進步之誘因。從而，專利權之本質即具有獨佔之性質，

而其獨佔性質表徵於行使權利時之排他性(exclusive)而言，實非直接促成專利

產品產生獨佔市場之效果(monopolization)954。然而，擁有在其受專利法所保

                                                       
953 Rai, supra note 212, at 3-4. 
954 熊誦梅，不當行使專利權之法律效果及救濟途徑－從美國法上之專利地痞、專利濫用及

智慧財產授權準則談起，全國律師，12 卷 10 期，頁 57，2008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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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之範圍內，是否即可憑藉其專利排他權利而毫無限制之行使，實尚有質疑

之空間，又，專利法所欲保護之專利權行使的合法範圍何在，亦有疑義。具

體而言，倘若專利權人以本身優勢的市場地位與專利權相互結合，大幅度提

昇自己在市場中之獨佔地位，並藉由專利權行使之商業活動控制市場的經濟

活動，此時若仍認為此屬專利權行使之合法範疇，則恐逸脫於競爭法制之管

制範圍外，對於市場之公平競爭與交易秩序有莫大之影響。從而，於此將討

論競爭法制介入之必要性。 

競爭法制之目的係為了維護市場公平競爭，此於我國公平交易法第 1 條

規定甚明955，因此，避免企業為獲取超過其所應得之利益而濫用其所屬之市

場地位，造成市場機制的紊亂和競爭效率的抑制，此乃競爭法介入之管制目

的。又，按我國公平交易法第 45 條之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

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可知原則上依循專利法規定

行使權利實仍受公平交易法所規制，而僅屬「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之範疇

始得例外不適用公平交易法之規定。是以，雖然就公平交易法與專利法間之

立法目的觀之，似有相互矛盾牴觸之處956，惟現今多數看法認為，智慧財產

權與競爭法間之互動關係應為互補關係(complementarity)，即兩者皆係為了謀

求市場之最大福祉與資源分配、促進動態創新競爭，而非具有本質上的衝突

性957。因而，在判斷專利權人行使其排他權時，除了依智慧財產權法制判斷

其權利行使之範圍是否合法以外，亦應將整體交易市場之秩序納入考量範圍，

以茲彰顯公平交易法制維護公平競爭、避免不正競爭之精神。而在公平交易

法與專利法之交互作用下，即有所謂「專利濫用理論」之提出，用以調和兩

者間之平衡，下述將介紹美國專利濫用理論之起源和發展，以及後二項再進

一步針對基因科技領域常用的專利授權態樣探討其中合法性問題。 

 

第二目 專利濫用理論之起源和發展 

 

一、侵權行為態樣擴張至輔助侵權 

於美國原先專利實務中認為專利權行使之範圍與侵權概念可謂屬一體兩

面之關係。質言之，於專利權人始得主張之專利法賦予之權利內容，係針對

未經其同意或授權而實施其專利技術之人行使排他權，從而其權利的行使客

體主要乃針對侵權者而言，故，侵權之概念及範圍實界定出專利權得行使之

                                                       
955 我國公平交易法第 1 條：「為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益，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

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 
956 Herbert Hovenkamp, Consumer Welfare In Competi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9 
COMPETITION POL'Y INT'L 53, 53-55 (2013). 
957 “[T]he aims and objectives of patent and antitrust laws may seem, at first glance, wholly at 
odds. However, the two bodies of law are actually complementary, as both are aimed at 
encouraging innovation, industry and competition.”, Atari Games Corp. v. Nintendo of America, 
Inc., 897 F.2d 1572, 1576 (Fed. Cir. 1990); 何曜任，美國法專利權濫用理論──對我國法之啟示，

政大智慧財產評論，第 9 卷第 2 期，頁 14，2011 年 12 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49 

範疇。然而，侵權概念的擴張或限縮乃基於專利政策的考量，除依立法者修

訂專利法外，於司法實務亦可於判決先例中納入此等政策考量，從而上述專

利權之權利範圍將隨著專利政策及市場情狀而具有動態之性質958。 

原先美國專利法亦僅有直接侵權之明文，惟隨著最高法院於 1871 年於

Wallance v. Holmes 案中於排他權行使範圍中針對案情，特別創設出間接侵權

之概念。有別於直接侵權之全要件原則(all elements rule)，間接侵權乃認為當

個案涉及之專利為一組合物(combination)，而部分屬於專利權人的專利範圍中

之元件係由非專利權人自行提供，再委由消費者於該購買處以外自行將專利

物與前述產品相結合，進而構成直接實施專利範圍而滿足全要件原則，此時

該僅提供販售相關元件之非專利權人實則該當侵權者之地位，惟其態樣係屬

於間接侵權而言959。 

 

二、專利濫用理論提出－限縮專利權正當行使範圍 

依此，由於間接侵權概念之創設，造成市場中潛在被授權者的概念輪廓

尚未明確成形，引發後續授權實務專利權人有透過專利授權契約附帶同時限

制僅得向專利權人購買該專利技術周邊之零附件，而被授權人為避免惹起專

利權人對其主張構成間接侵權之風險，多會接納此等授權約款。然而，此等

行為漸漸受最高法院所關注，認為此間接侵權之概念係注重於專利權人權利

及潛在發明人的誘因保障，而某程度移動了專利與市場自由競爭的交界線，

促使市場自由競爭做出讓步。該時最高法院對於此之劃定有所疑義，而於 1917

年 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 v. Universal Film Co.一案中，首次提出專利濫用

(patent misuse)之內涵，認為專利權之行使應本於其專利範圍之範疇，而不得

不當擴大或延伸於其之外，否則恐有與專利法原先目的有違。而一旦被認定

確有超出原先專利法賦予之行使範圍時，將成立專利濫用而無法對被告主張

權利960。依此，可謂以專利濫用理論針對不當擴張之專利行使範圍受到一定

之限制961。 

於 Motion Picture 案提出此等概念後，後續有許多判決亦遵從之，而至

                                                       
958 許忠信，智慧財產權之濫用與限制競爭防止法之適用-由美國法與日本法看我國公平交易

法第四十五條，全國律師，12 卷 10 期，頁 4，2008 年 10 月。 
959 Wallace v. Holmes, 29 F. Cas. 74, 80 (C.C.D. Conn. 1871), “The rule of law invoked by the 
defendants is this -- that, where a patent is for a combination merely, it is not infringed by one who 
uses one or more of the parts, but not all, to produce the same results, either by themselves, or by 
the aid of other devices. ”; 亦參見於張哲倫，專利濫用、幫助侵權與競爭法─專利濫用理論之

過去與未來，全國律師，12 卷 10 期，頁 70-71，2008 年 10 月。 
960 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 v. Universal Film Mfg. Co., 243 U.S. 502, 510 (1917), “The scope 
of every patent is limited to the invention described in the claims contained in it, read in the light of 
the specification. These so mark where the progress claimed by the patent begins and where it ends 
that they have been aptly likened to the description in a deed, which sets the bounds to the grant 
which it contains. It is to the claims of every patent … the exclusive use of which is given to the 
inventor by the grant provided for by the statute…The patent law simply protects him in the 
monopoly of that which he has invented and has described in the claims of his patent.” 
961 Robin C. Feldman, The Insufficiency of Antitrust Analysis for Patent Misuse, 55 HASTING L. J. 
399, 406-07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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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年最高法院於 Morton Salt Co. v. G.S. Suppiger Co.案中首揭以衡平法則

(equity policy)，並酌以憲法明文之專利政策意旨(patent policy)和市場競爭考

量(competition policy)作為法理，肯認此專利權行使不當擴張而延伸至未有專

利權保護之範圍，屬於專利濫用行為962。並且，於判決中雖然有敘及相關行

為恐有違反競爭法之虞，卻並未深究專利濫用行為與競爭法制間之關係963。

惟，由於法院於本案中認定被告之專利濫用抗辯為有理由，似乎闡釋著專利

濫用的成立不當然同時構成違犯競爭法，亦即，兩者屬於得分別成立之脫鉤

關係964。 

 

三、1952 年專利濫用理論態樣之明文化  

隨著專利濫用理論之提出且漸獲最高法院的採納，而開始有判決揚棄了

判決先例所創立之間接侵權概念。就此等司法權中法律見解之衝突，立法者

加以介入並於 1952 年增訂美國專利法第 271 條之第 c 項，而將間接侵權型態

明文化965，更於同條文第 d 項負面表列三種不構成專利濫用之行為態樣966。

此一立法乃將專利權行使得延伸之範圍予以清楚界定，即得擴張至間接侵權

之邊界，於其專利範圍中之物品專利之要件(component)或方法專利之材料

(material)或設備(apparatus)，其客觀功能上為該專利技術之主要部分(staple 

article)，或用途上僅得與該專利範圍之其他要件結合始得實施該專利，亦即

該要件無其他非用於構成專利全要件實施以外之其他商業用途(commodity of 

                                                       
962 Morton Salt Co. v. G. S. Suppiger Co., 314 U.S. 488, 491-92 (1942), “A patent operates to 
create and grant to the patentee an exclusive right to make, use and vend the particular device 
described and claimed in the patent. But a patent affords no immunity for a monopoly not within 
the grant… and the use of it to suppress competition in the sale of an unpatented article may 
deprive the patentee of the aid of a court of equity to restrain an alleged infringement by one who is 
a competitor.”, “It is a principle of general application that courts, and especially courts of equity, 
may appropriately withhold their aid where the plaintiff is using the right asserted contrary to the 
public interest”; 亦參見於何曜任，同前註 957，頁 9。 
963 Id. at 490, “The Clayton Act authorizes those injured by violations tending to monopoly to 
maintain suit for treble damages and for an injunction in appropriate cases. 15 U. S. C. §§ 
1, 2, 14, 15, 26. But the present suit is for infringement of a patent. The question we must decide is 
not necessarily whether respondent has violated the Clayton Act, but whether a court of equity will 
lend its aid to protect the patent monopoly when respondent is using it as the effective means of 
restraining competition with its sale of an unpatented article.”; 亦參見於張哲倫，同前註 959，頁

72-74。 
964 Feldman, supra note 961, at 409-410. 
965 35 U.S.C. § 271(c), ʻ Whoever offers to sell or sell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onent of a patented machine, manufacture, combination or composition, or a 
material or apparatus for use in practicing a patented process, constituting a material part of the 
invention, knowing the same to be especially made or especially adapted for use in an infringement 
of such patent, and not a staple article or commodity of commerce suitable for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 shall be liable as a contributory infringer. ʼ 
966 35 U.S.C. § 271(d), ʻ No patent owner otherwise entitled to relief for infringement or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of a patent shall be denied relief or deemed guilty of misuse or illegal 
extension of the patent right by reason of his having done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1) derived 
revenue from acts which if performed by another without his consent would constitute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of the patent;(2) licensed or authorized another to perform acts which if performed 
without his consent would constitute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of the patent;(3) sought to enforce 
his patent rights against infringement or contributory. 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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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e suitable for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時，則此專利申請範圍之元

件必須獲專利權人授權始得實施該專利之內容。依此，專利權人以其專利範

圍所包含之要件做成產品，並基於實施該專利組合而與相關之專利一同販賣

授權時，尚屬其專利權正當行使之範疇，而未構成專利濫用之情967。 

 

四、1988 年限縮專利濫用並擴張專利權正當行使範圍 

1988 年美國國會再次於專利法第 271 條第 d 項增訂第 4 和第 5 款，額外

明文化兩種專利權正當行使之態樣，一為拒絕授權，另一則為在對於其專利

技術所屬市場未具一定之市場地位時得以搭配非原專利權所及之權利或商品

一同授權或銷售968。從此可看出立法者之態度有所轉變，有別於前次修法時

尚處於專利權人權利保障及維護市場自由競爭之協調衡平，此次則是有更傾

向擴大專利權人之合法行使權利態樣範疇。 

此次修法後於第 5 款加入市場地位(market power)和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之兩個與競爭法息息相關之用語，顯見專利法與競爭法具有高度重疊

性。惟，於專利濫用構成與否，是否尚需判斷是否該當競爭法上之限制競爭

或不公平競爭，以及是否發生競爭法之法效，此於此次修法尚未得出結論，

而美國最高法院實務見解對此實有做出相關之回應如後詳述。 

 

第三目 專利濫用判斷標準之演進和評析 

 

一、專利制度與競爭法政策之交錯法理─衡平法原則(equity policy)之介紹 

究應如何建立專利權是否構成專利濫用或是在何種範圍內屬於專利權之

正當行使，應具體審酌專利法與競爭法之規範目的和政策目標，建立起平衡

兩套法制之判斷標準。雖然智慧財產權法制實現規範目的之方式係透過保護

獨佔，而競爭法制實現規範目的之方式則是為了排除獨佔以維護公平競爭，

二者間方法看似相互對立，但皆係為了達到共同促進社會福祉之目標969，惟

在界定專利權正當行使之範疇時，除參酌專利法制的相關規定、申請專利範

圍、專利制度的政策選擇外，尚需衡酌是否構成公平交易法上限制競爭或不

正競爭之行為，以尋求兩套法制間之平衡點。是以，如同前開專利濫用理論

的意旨，即在構成專利權行使之濫用下，賦予專利權人專利權雖有效但是不

得主張其專利權之法律效果，導致相對人雖有專利侵權之行為，但權利人不

得於專利濫用行為存在時主張權利，以嘗試達到維持市場競爭狀態之衡平，

                                                       
967 許忠信，同前註 958，頁 7-8; 張哲倫，同前註 959，頁 76-78。 
968 35 U.S.C. § 271(d), ʻ (4) refused to license or use any rights to the patent; or(5) conditioned the 
license of any rights to the patent or the sale of the patented product on the acquisition of a license 
to rights in another patent or purchase of a separate product, unless, in view of the circumstances, 
the patent owner has market power in the relevant market for the patent or patented product on 
which the license or sale is conditioned. ʼ 
969 張哲倫，同前註 959，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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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屬尋求兩套法制的目的皆得達成之實例970。 

 

二、行為的形式分析 

美國於專利侵權理論發展之初，對於事業行為是否有違反競爭法之判斷，

是以「當然違法原則(per se illegal)」為判斷標準，亦即，當行為人之行為一

有違反競爭法上特定限制競爭之行為類型時，則直接將之認定為構成專利濫

用，而並未探討或衡量是否確實有造成市場上妨礙競爭之影響。於前述 Morton 

Salt 案中，法院認為個案中專利權人既然具有搭售之行為，即屬於將專利權

擴張至申請專利範圍以外之權利行使，則此搭售行為即為該當專利濫用之內

涵，因而，無再為深入考量是否有產生妨礙競爭之效果971。此一分析方法，

即以行為外觀形式推定構成違反專利濫用，而不借助於競爭法上限制競爭之

實質內容為判斷，在此一專利濫用理論發展初期，並無所謂專利法制與競爭

法制之交集部分，兩者間恆屬不同之法領域972。 

 

三、合理原則分析方法之導入 

「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之提出，肇因於 1970 年代芝加哥經濟學派

的興起，其等在競爭法分析方法上，影響了法院過往以形式或外觀分析之方

式來判斷有無構成不正競爭之行為，而改以透過實質認定各該行為是否有利

於達到提升效率之結果，實而採取了彈性效率分析之方法，而屏除以往僵硬

之形式主義判斷方式973。合理原則的具體判斷內涵之論證步驟包括: 

(1) 界定關連市場； 

(2) 判定當事人於該市場中是否具有市場力量(market power)； 

(3) 分析該授權性限制對於關連市場可能產生之反競爭效果； 

(4) 分析當事人所能提出之正當理由，如是否有提昇效率等因素； 

(5) 比較授權性約款之反競爭與促進競爭之效果974。  

此一彈性考量影響市場競爭之各種因素的法律經濟分析方法，亦被引用

至 USM Corp. v. SPS Technologies Inc.一案中，認為專利權濫用的發展固然早

於競爭法975，然而兩者卻皆係作為因應專利權所衍生之獨占濫用(abuse of a 

                                                       
970 許忠信，同前註 958，頁 6。 
971 Morton Salt Co. v. G. S. Suppiger Co., supra note 962 , at 490. 
972 何曜任，同前註 957，頁 15。 
973 張哲倫，同前註 959，頁 78。 
974 林雨歆，出席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研討會報告，頁 12，2013 年 7 月，參見於

http://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_download.jspx?sysId=C10201271&fileNo=001 (最後

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975 美國於 1890 年時始制頒第一部競爭法「雪曼法(Sherman Act)」，爾後於 1914 年制定「克

萊頓法(Clayton Act)」，而使專利訴訟中被告於專利濫用抗辯不成時，另得提出專利權人行使

其權利有違競爭法之抗辯。此時則將產生究竟係專利行使未生專利濫用得否依競爭法再行判

斷，以及經其判斷後之法律效果應當係適用專利濫用理論，抑或是依循競爭法之規範，可謂

為正式開啟專利法與競爭法的交錯。惟，該時法院並不多採納違反競爭法此一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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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monopoly)之法規範976。並且，兩者之法律要件和相關分析標準實已逐

漸匯流，從而，法院將專利權濫用類型區分為傳統專利權濫用類型

(conventional)與特殊專利權濫用類型(stereotyped)，前者如搭售和維持轉售價

格等，應該適用原先所建立的形式分析方法，後者則需借用競爭法分析之合

理原則來判斷是否構成專利權濫用977。發展至此，實可看出專利濫用理論與

競爭法制逐漸交錯影響，且有將競爭法分析方法導入智財法制之現象978。 

 

四、兩階段判斷分析法 

在 1988 年美國專利法第 271 條第 d 項中增訂了第 4、5 款之後，加入市

場地位(market power)和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此二個與競爭法息息相關之

用語，專利權濫用之判斷實朝向競爭法分析方法而以經濟、效率為判斷準則，

從而，亦影響法院對於專利濫用理論之判斷標準。在 Windsurfing International 

Inc. v. AMF Inc.判決中，法院不再採用推定之判斷形式，而是以合理原則為檢

驗之立論基礎，並建立兩階段分析方法(Two-step analysis)。是以，於第一階

段先判斷專利權人所進行之限制行為是否落於其申請專利範圍之合理範疇內

(restriction is reasonably within the patent grant)，若為肯定則無須進行下一步檢

驗(ends the inquiry)，逕認定屬於專利權之正當行使；反之，若於申請專利範

圍之外(beyond the patent grant)，則須進行第二階段，判斷該等行使權利之行

為依前揭「合理原則」所建立之標準是否構成無正當性地實質上妨礙競爭

(behavior having an anticompetitive effect not justifiable under the rule of reason)，

若無法通過檢驗者始會被認為屬於專利權人行使權利之行為而構成專利濫用
979。此一見解，也被後續法院判決陸續援用980。 

爾後，美國於 1995 年由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簡稱 DOJ)與聯邦

交易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簡稱 FTC)共同制定「智慧財產權授權

之反托拉斯指導原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其中雖然強調智慧財產權本身確實較容易有不正當行使(ease of 

misappropriation)之特性，然而，僅謂將此等相關特性皆列入判斷標準中一同

考量，並且重申反托拉斯法之一般原則仍同時有適用於智慧財產權案件981，

                                                       
976 USM Corp. v. SPS Techs., Inc., 694 F.2d 505, 511 (7th Cir. Ill. 1982), “The doctrine arose 
before there was any significant body of federal antitrust law, and reached maturity long before that 
law (a product very largely of free interpretation of unclear statutory language) attained its present 
broad scope. Since the antitrust laws as currently interpreted reach every practice that could impair 
competition substantially, it is not easy to define a separate role for a doctrine also designed to 
prevent an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 -- the abuse of a patent monopoly.” 
977 Id. at 511-12. 
978 何曜任，同前註 957，頁 16-17。 
979 Mallinckrodt, Inc. v. Medipart, Inc., 976 F.2d 700, 708 (Fed. Cir. 1992). 
980 何曜任，同前註 957，頁 17。 
981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tion 2.1 (1995), 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0558.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Th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taken into account by standard antitrust analysis, however, and do not require 
the application of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principl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thus n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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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擁有智慧財產權並不當然推定具有市場力量之原則982。又，指導原則

中特別針對「智慧財產權授權契約之條款約定(Licensing restraints)」提出檢驗

之標準，亦認為實需立基於前揭合理原則之內涵予以評斷該條款約定所生之

限制所能帶來之競爭促進效益，是否有明顯高於不利競爭之效果。具體而言，

倘若毫無帶來任何促進競爭之效果則將屬於明顯違反競爭之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983；反之，若同時存在促進和不利競爭之效益時，則尚需進一步就以

下之因素予以權衡考量:  

(1) 授權方與被授權方之間的市場地位、關係和相關市場因素; 

(2) 授權契約中是否屬實質之專屬授權或有獨家交易(exclusive dealing)

之情事; 

(3) 交易實務中是否存在有能達成相同促進市場效率卻有較小之不利

競爭之實際替代方案984。 

此外，此指導原則亦針對其等裁量權限訂立裁量基準而劃設出一合法安

全港(safety zone)，為求增加市場對於反競爭法規範適用上的可預見性，以及

維持專利授權於市場中的彈性以促進創新和提升市場競爭。是以，其明文認

為未有明顯表徵之反競爭效果(facial anticompetitive)，或者，就該授權契約所

涉及之當事人們未佔其等所屬之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之百分之二十的比

例，此時，相關專責機關將判定未有對於市場競爭產生明顯之影響而直接排

除受競爭法的檢視。另外，由於智慧財產權標的亦可能僅涉及研究開發之領

域而尚未有清楚的市場形成或難以界定，執此，該指導準則就上述安全港之

要件予以變體，認為當有包含四個或以上的互不隸屬的權利人擁有與該授權

標的具有得替代轉換之可能(substitutable)之技術內容時，則亦得排除受合理原

則檢驗授權條款有無反競爭效果之情985。 

 

五、政策評析 

自此觀之，專利濫用的界定和專利授權的條款約定本身是否違反競爭法，

兩者的判斷標準於美國法發展至今均強調應彈性運用所謂的合理原則，而非

一概依其外觀行為而逕為判定構成專利權濫用或違反競爭法。並且，從立法

者透過立法明文限縮專利濫用類型，以及專責機關訂立審查準則內含安全港

條款，亦皆係傾向更加保護專利權人之態勢。此實與美國本身屬於技術輸出

國，且經衡酌國內經濟情勢、產業結構和技術發展情況，並搭配國家整體經

濟、智財和競爭的政策思維，而對於專利正當行使的範圍，以及其與市場競

                                                                                                                                                     
particularly free from scrutiny under the antitrust laws, nor particularly suspect under them.”,   
982 Id. at Section 2.2, “The Agencies will not presume that a patent, copyright, or trade secret 
necessarily confers market power upon its owner”; “If a patent or other for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oes confer market power, that market power does not by itself offend the antitrust laws.” 
983 Id. at Section 3.4 
984 Id. at Section 4.1-4.2 
985 Id. at Section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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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之關聯程度的政策決定986。 

固然，晚近案例發展中，對於專利濫用的認定和專利授權約款之競爭法

疑慮的定奪此二者之間的適用關係，實有相互歧異之見解，有認為專利濫用

理論係因應專利權人不當利用專利權獲取溢出其技術貢獻，所適用範圍應涵

蓋較廣並包攝全部違法競爭法和未必違反競爭法之情987，另有認為專利濫用

理論與競爭法的互動中，似有認定確實違反競爭法卻無構成專利濫用之空間，

亦即，兩者僅處於相互交及但未全部重疊之關係988。實則，鑒於專利濫用判

斷的明文化，所使用的法律要件著眼於行為形式為要件，而以競爭法規範檢

視則多以是否惹起限制競爭、不正競爭等外觀或結果為斷，然而，往後見解

的發展卻係就二者的判斷標準皆匯流以合理原則標準予以判斷，均已傾向以

行為後所產生之正面與負面效益等結果，並導入相關衡平原則和專利法、競

爭法政策內涵之考量，最終皆係借重創新政策思維和利益權衡予以決斷。是

故，專利濫用本身之法定要件性質，實已因判斷標準的發展轉向以結果傾向

之認定，而漸漸稀釋和沖淡989。由此觀之，特定判決似有過分恪遵立法者之

文義本身而忽略實務後續與競爭法匯合之發展，並且，合理原則之解釋方法

實能克服相關論者所提出之相關要件本身過於模糊，以及難如競爭法有更為

細緻的操作空間990，恐有害於法安定性和市場可預見性等困境991。 

是以，專利濫用和專利授權與競爭法的互動，二者雖然判斷要件和方法

上已逐漸交集而重疊，惟，理論上不僅認定機關分別為民事法院和聯邦交易

委員會、僅有競爭法具有劃定出裁量合法之安全港規範，並且，構成專利濫

用所生的無法主張權利之抗辯效果，以及專利授權中違反競爭法中所受相關

行政罰鍰和處分，亦可謂法律效果實有前者較輕微而後者較為嚴重之差異992。

                                                       
986 吳秀明，專利聯盟(Patent Pool)與公平會之聯合行為管制(下)-以「飛利浦光碟案」中弔詭

的競爭關係為核心，月旦法學雜誌，175 期，頁 99，2009 年 12 月。 
987 “Patent misuse may be found even where there is no antitrust violation, because "[p]atent 
misuse is… a broader wrong than [an] antitrust violation.", Monsanto Co. v. Scruggs, 459 F.3d 
1328, 1339 (Fed. Cir. 2006); 亦參見於黃秋蓮，專利權及著作權濫用原則與競爭法規之互動—
以美國法為借鏡，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37，2012 年 12 月。 
988 Princo Corp. v.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616 F.3d 1318, 1330 (Fed. Cir. 2010). 該判決

之承審法官 Bryson 於少數意見書援引判決先例，認為立法者於 1988 年所限縮專利濫用之立

法，即意味著專利濫用理論的適用上具有欠缺預見可能性之缺點(“The lack of clarity and 
predictability in application of the patent misuse doctrine and that doctrine's potential for impeding 
procompetitive arrangements are major causes for concern.")，和使用「市場地位(market power)」
一詞應帶有將相關舉證責任提高之立意(“…the Court was simply making the point that 
Congress's decision to require proof of market power to establish patent misuse was powerful 
evidence that Congress intended proof of market power to be similarly required to establish a 
criminal antitrust violation for the same conduct. The Court was not suggesting that every antitrust 
violation committed by a patentee constitutes patent misuse.”); 亦參見於何曜任，同前註 957，
頁 19-20。 
989 Feldman, supra note 961, at 400. 
990 Vincent Chiappetta, Living with Patents: Insights from Patent Misuse, 15 MARQ. INTELL. 
PROP. L. REV. 1, 69-70 (2011). 
991 Mark A. Lemley, The Economic Irrationality of the Patent Misuse Doctrine, 78 CAL. L.Rev. 
1599, 1617-1620 (1990). 
992 Daryl Lim, Misconduct in Standard Setting: The Case for Patent Misuse, 51 IDEA 559,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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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就訴訟實務中的進行方式和各要件之舉證責任亦有不同993。基於二者

種種不同之特性，適用上似容許二者於適用於同一案例事實時產生不相一致

之認定結果。鑒於兩者本身於判斷標準本身即以納入政策內涵，實皆可充為

政策槓桿而言994，其所承擔執行之政策目的和內涵仍有些微差異，實應就個

案事實和其對於研發創新、產業發展和市場競爭之間的實質影響，透過國家

經濟和和產業市場的政策思維針對個案情形甚至其所屬產業市場特性和動態

事實995，藉由相關要件和判斷原則的解釋和運用並擇選專利濫用理論或競爭

法之法律效果，進而嘗試促成符合創新政策目標的適用結果996。 

 

第三項專利搭售 

 

 第一目 專利搭售之介紹  

 

一、專利搭售之內涵 

專利授權之搭售協議(tying arrangements)，其定義乃就授權過程中一方要

求對造除了原先授權之權利外，亦需額外附帶同時購買或授權其他物品或權

利(“also purchase a different(or tied)product”)，或者承諾對於前述之物品不像契

約相對人以外之承銷商購買之(“at least agrees that he will not purchase that 

[tied] product from any other supplier”)997。是以，實際授權狀況乃專利權人主

動透過其所具備較高之談判優勢 (leverage) ，或者該技術客觀需求

(technological requirement)本身使然，促使尋求授權方除了原先欲洽談之專利

標的以外，亦迫於答應額外從專利權人購買專利標的以外之物品或一同授權

其他之專利。實而，搭售之對象得為其他產品或包裹授權之其他額外專利而

言998。此專利搭售不僅屬於專利授權之特別限制約款，並且亦被定性為專利

權溢出之樣態，實須受到專利濫用理論和競爭法的檢視。 

 

二、專利搭售之合法性檢視方法 

專利濫用理論和競爭法之判準已如前述，皆已揚棄擁有專利之專利權人

於簽署附帶搭售之專利授權時，即意味著以行為形式當然推定構成或已具備

相關市場地位，而係改採合理原則而就個案事證和政策內涵等予以考量。而

                                                                                                                                                     
(2011). 
993 Marshall Leaffer, Patent Misuse and Innovation, 10 J. HIGH TECH. L. 142, 153-54 (2010). 
994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62-65. 
995 劉孔中，公平法與智慧財產權法的衝突與調和，月旦法學雜誌，104 期，頁 109-111，2004
年 1 月。 
996 Cotter, supra note 309, at 1159-1160.此論者主要認為專利法制本身對於專利濫用或專利劫

持等情之處理，不僅能夠妥適因應且較能保有研發創新意旨於裁量中，實優於競爭法之管制

方式。Also see Feldman, supra note 961, at 400-402, 449. 
997 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Inc., 112 S. Ct. 2072, 2079 (1992). 
998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981, at Section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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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 DOJ 和 FTC 於 1995 年所頒佈之指導原則中，亦就搭售行為之合法性，

提出合理原則的具體檢驗方法，乃依循以下所述之步驟檢視其有無符合競爭

法之規範:  

(1) 需證明搭售行為人就契約主要標的之產品或權利本身具市場地位; 

(2) 搭售行為就所搭售之產品或權利所屬相關市場帶來限制競爭效果; 

(3) 搭售行為帶來的促進效率等正面效益未能超越限制競爭之結果999。 

實則，專利搭售行為本身違反競爭法之古典爭議類型，係已取得原先技

術或相關市場一定之市場力量之搭售行為人，透過不當運用專利授權之搭售

條款，意圖針對專利權以外之搭售產品所屬之市場獲取相關之獨佔地位，造

成市場秩序受到有害競爭之影響。質言之，競爭法禁止業者從原先專利標的

所屬之市場之第一市場，透過專利所賦予之法定獨佔和結合相關資產和商業

佈局所獲取之市場地位，運用搭售協議作為市場力量的架橋，不當延伸並跨

足搭售之產品或權利所屬之市場此第二市場，進而建立並鞏固雙邊之市場地

位之情，此於 2007 年美國 DOJ 和 FTC 所共同制頒的「反托拉斯執行與智慧

財 產 權 ： 促 進 創 新 與 競 爭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之指導原則中亦有所明文1000。 

然而，多有經濟學家提出搭售本身實得帶來某程度上的經濟效益，有從

智慧財產權之無體資訊性質的低度邊際效益性質加以考量，認為有必要搭配

實體產品的一同販售增加獲益機會，亦有著眼於授權標的和搭售產品之間的

技術、需求關聯性所能帶來的增進效益之效果，而皆認為透過部分犧牲市場

自由競爭和消費者利益，實能換取更多權利人的誘因保障和商業佈局之空間，

相較之下應有利於整體社會效益1001。是故，專利搭售並非謂必然造成整體市

場競爭之損害，抑或是被直接定性為專利濫用，實而，實仍需考量其所能帶

來之正面效益，並參酌交易實務上是否具備其他可替代之方案1002、搭售協議

本身的商業目的和正當性1003等因素，最後再與負面限制競爭效果予以合理權

衡，而專利創新政策和個案所涉及之研發特性、交易實務、產業現況等則皆

屬最終判斷之考量基礎。 

 

第二目 生物材料移轉協議之探討與個案評析 

 

                                                       
999 Id. 
1000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104 (2007),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antitrust-enforcement-and-intellectual-pro
perty-rights-promoting-innovation-and-competition-report.s.department-justice-and-federal-trade-c
ommission/p040101promotinginnovationandcompetitionrpt0704.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001 Id. at 107-109. 
1002 Id. at 112. 
1003 Id. at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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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物材料移轉協議之介紹 

於生物科技領域中，基因科技成果專利之搭售協議態樣，乃多以生物材

料移轉協議(Materials Transfer Agreement，MTA)的形式呈現。生物材料移轉

協議原先係政府所屬的聯邦研究室或學研機構，透過互相簽訂此等協議，交

換研究相關實驗材料、工具或數據等研究素材(research material)，實用意於增

進學研機構之間的成果公開近用，以提升整體研發創新的效率。其中，協議

內容主要係針對研究素材之收受方，需負擔對於該等物質相關的管控義務，

對於其日後繁衍複製之物質亦然。此等義務的具體內涵實將依照所交換研究

素材之特性和相關之研發計畫的具體內容而有所變動1004。此外，當專利實務

肯認基因科技成果的可專利性，以及拜杜法案鼓勵學研機構就研發成果申請

專利後，相關生物材料移轉協議則亦有必要針對近用後所衍生之研發成果的

專利申請等事宜納入規範1005。實而，此情造成學研機構皆需於締結生物材料

移轉協議時每每針對特定需求和情況予以磋商，實耗費過高之交易成本。從

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和公共衛生署(Public Health Service，簡稱 PHS)

則共同制定一制式生物材料移轉協議(Uniform Biological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簡稱 UBMTA)，希冀促使契約雙方得以參考此範本而促進相關授

權過程的順利進行1006。 

其中，該協議範本之主要內容，規定協議所涉及之交換研究素材本身的

所有權仍係保留於原先提供者所有，而僅有非透過繁殖或複製所生之改良成

果始歸屬於收受者。從而，就原先交換之研究素材及其相關繁衍物，收受者

實需恪遵限於協議約定之學術研究目的下的實施使用，並且僅於自身實驗室

為之，而不得移轉予協議以外之第三人1007。又，雖然相關改良物得歸屬於收

受者，然而，由於此等改良物仍係屬於原先研究素材所從出，故，收受者就

該改良物申請專利保護時需告知(notify)提供者，並且欲將改良物為商業化使

用時，由於有溢出原先協議之目的，則需取得提供者的書面同意(written 

consent)後始能為之1008。此外，交換研究素材本身亦可能有申請專利保護，而

當收受者完成相關改良物並申請專利後，相關專利範圍恐包攝該素材本身，

此時，此等移轉協議並無明示或暗示已有進行實質專利授權之內涵，並且，

提供者亦無負有專利授權予收受者之義務1009。 

執此，自範本協議內容觀之，可發見擁有研究素材之提供者，於此等協

                                                       
1004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and Public Health Service, Uniform Biological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 Discussion of Public Comments Received; Publication of the Final Format of the 
Agreement, 60 FED. REG. 12771, 12771 (1995), available at 
http://www.gpo.gov/fdsys/pkg/FR-1995-03-08/pdf/95-5644.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005 Baca, supra note 209, at P12-18. 
1006 Id. at P24-28. 
1007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and Public Health Service, Uniform Biological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 Term II 1-2, 3(d), available at 
https://www.rpi.edu/dept/finance/docs/research/STANDARD_MTA.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008 Id. at Term II 5(c), 8. 
1009 Id. at Term II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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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中具備之權能實較收受者來的高，不僅能夠適時掌握研究素材本身的使用

狀況，並且當收受者完成改良物後欲申請專利保護時，亦需回報而實能掌控

後續研發的研發情況，至終更能決定收受者後續商業化的能否。實則，生物

材料移轉協議之所以側重交換研究素材之收受方其通知回報義務，甚至可能

賦予提供者有積極主動之稽核權，原先係導因於某些研究素材仍屬於基礎資

料(raw data)而言，其內容和性質並未完全公開且具有某程度上的學術貢獻可

能性。是以，在衡平保障提供者之學術利益和促進學術研究的進步發展，實

做出較為偏重提供者相關利益保障之決定。然而，雖然研究素材之提供者對

於後續研發具有其事實上之貢獻，卻導致收受者需負擔之事前針對個案微調

之交易成本、事中履行協議具體的回報義務之繁重和暴露研發進度和方向之

風險，以及事後若能完成改良研發尚有可能需聽從原提供者的授權態度和意

願。是故，生物材料移轉協議本身造就研發成果近用相關成本過高，除了可

能阻卻研發者的研發意願和動能，並且阻礙相關研究成果的流通1010，最終導

致成果利用不足而有害整體社會效益，可謂屬於另一種型態的反共有之悲劇
1011。惟，當生物材料移轉協議中涉及之交換研發素材係具有專利權保護時，

將造成更為嚴重且複雜之問題，詳述如下。 

 

二、生物材料移轉協議爭議之闡釋 

 承上所述，此等生物材料移轉協議本身係導因於提供研發素材者有學術

利益保護之必要，而加重對造收受者之回報義務。惟，當交換之研究素材本

身即已受專利權保護時，實代表相關技術思想內涵已為了符合揭露義務要而

予以公開，可謂相關學術利益已不復存在。再者，若專利授權契約亦欲納入

此等生物材料移轉協議之條款，而搭配約定事實上移轉相關非專利產品1012，

則亦將被定性為專利搭售而恐被判定構成專利濫用或違反競爭法1013。實則，

此等內含專利授權意旨之生物材料移轉協議，其立意實已有所轉變。 

 有別於一般授權契約，生物材料移轉協議的相關規定套用至專利授權契

約後，不僅將契約標的之無體財產權擴及至有體物，亦特別賦予權利人主動

稽核和要求被授權人回報使用狀況之權能。此等造成被授權人所負擔的相關

成本和風險提高，卻相應增進了專利權人的獲利空間。是以，此一消一長的

情形似將造成專利權人和被授權人的所互負過分不對等的給付內容而有所歪

斜。惟，此無非需要從基因科技本身的技術本質和相關研發特性深入剖析之。

                                                       
1010 Michael S. Mireles, The Bayh-Dole Act and Incentives for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Government-Funded Inven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76 UMKC L. REV. 525, 535-36 (2007). 
1011 Eisenberg, supra note 375, at 1084-1085. 
1012 Sean O'Connor, The Use of MTAs to Control Commercialization of Stem Cell Diagnostics and 
Therapeutics, 21 BERKELEY TECH. L.J. 1017, 1018-1022 (2006). 其中，該論者認為實體物的移轉

性質上偏向租賃(Lease)，惟，大多無需定期就該實體物給付租金，且契約終了後亦無需返還。

此外，此等契約的行使權利上，得就專利排他權或租賃相關之權利擇一主張。 
1013 Dov Greenbaum, Academia to Industry Technology Transfer: An Alternative to the Bayh-Dole 
System for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Nations, 19 FORDHAM INTELL. PROP. MEDIA & ENT. 
L.J. 311, 36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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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基因科技之研發對象即係生命和生物功能機制，其中多具有繁殖、自

我複製、自行運作生成等特性，從而倘欲以授權契約針對被授權人使用等狀

況設定相關條件和限制時，實因為專利產品會自我生成而難以控管，進而有

高度潛在違約之可能。此外，基因科技的研發成果可謂具有技術性資訊之性

質，研發者實能借重實驗室之高度隱密性進行潛在侵權之研發。又，學研機

構本身之高研發能量作為基因科技發展之重要推手，其亦將高度使用相關研

發成果，倘若其未經專利權人同意而擅自近用之，專利權人亦可能考量與學

研機構爭訟而破壞之間的情誼和自身的聲譽而選擇不提起訴訟。是以，當專

利權人面對此等蒐證困難所產生之高成本、美國訴訟制度之可觀的訴訟費用、

訴訟過程中需負擔舉證責任，並且若有幸勝訴卻因基因科技的累積創新特性

而恐未能獲得充足的賠償金額，此時，此等特性造就專利權能不彰，必將重

挫研發社群的研發意願和動能1014。從而，專利權人始會借用生物材料移轉協

議之條款，透過與相關物品與專利授權一同移轉，促使其等權利能夠實體化、

具現化，並且依照契約約定被授權人負擔回報使用狀況之義務，藉由事中知

悉監控以預防潛在侵權事實的發生。 

 

三、個案介紹和政策評析 

於生物科技實務中，因採擇此等專利授權和生物材料移轉協議混合產生

高度之爭議，乃試舉 Dupont 公司之哈佛鼠專利授權一例，予以介紹並透過政

策思維加以評析。 

  

(一) Dupont 之哈佛鼠專利授權爭議之介紹 

哈佛鼠本身係利用基因轉殖技術，針對模式生物的胚胎細胞、配子

細胞或體細胞，運用基因重組技術調控基因大量表現，進而誘發該模式

生物產生罹患癌症之病理。另外在借重 Cre–loxP 重組系統實可替除特定

基因之表現，亦屬於誘發癌症方法之一。是故，經過基因轉殖產生的哈

佛鼠，實屬研究基因和生物功能關聯性等基礎研究之重要研發工具而言。

其中，除了 Cre–loxP 重組系統係屬於 Frank L. Graham 等人所發明並其專

利係歸屬 Advec 公司所有1015，其他關於哈佛鼠的製備方法1016、哈佛鼠本

身1017，以及檢測製備成功與否之方法1018，皆為美國哈佛大學 Philip Leder

等科學家受政府出資所發明，並且相關專利之使用收益權能皆歸屬哈佛

大學所享有。 

                                                       
1014 Eisenberg, supra note 375, at 1082-84. 
1015 US5919676 A, Adenoviral vector system comprising Cre-loxP recombination, filed at 
June1997. 
1016 US 5087571 A, Method for providing a cell culture from a transgenic non-human mammal, 
filed at March 1988. 
1017 US 4736886 A, Transgenic Non-human Mammals, filed at June 1984. 
1018 US 5925803 A, Testing method using transgenic mice expressing an oncogene, filed at 
November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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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相關專利皆專屬授權予 Dupont 公司後，Dupont 就此等技

術的專利授權契約上同時採取了生物材料移轉協議的形式為之1019。是以，

Dupont該時與被授權方所簽署所的授權契約中，約定以五十元美金一袋，

包含十隻哈佛鼠活體提供予被授權方，並且要求對方需負擔回報該專利

產品之使用狀況、相關研究計畫和結果，以及，不得任意提供予第三人

等義務1020。再者，初期相關專利技術實施上未臻成熟，造成提供方所製

備的良率和後續傳遞的存活率皆不佳。又加上 Dupont 所採取的授權契約

亦同時包含延展性授權金之約款1021，在在造成學術社群對於此等實體研

究工具的實際實驗室使用和機構間傳遞，皆產生明顯不便之影響，終引

發該時學術社群對於哈佛鼠授權條件的強烈不滿。從而，NIH 即就哈佛

鼠的授權條件和 Dupont 公司開啟談判協商，希冀能夠減緩相關專利授權

協議對於基因科技研發進步和產業發展的阻礙。最終，雙方於 1999 年達

成協議並簽署備忘錄，主要係針對政府所屬之學研機構的使用增設除外

條款，即限定於非商業利用的目的下得無償使用相關製備哈佛鼠之專利

技術1022。並且，一旦學研機構欲把實施相關專利後所製備的哈佛鼠傳遞

給其他學研機構時，則須與公共衛生署(PHS)簽署相關生物材料移轉協議，

並約定僅限於非商業使用之目的下使用之1023。再者，若學研機構欲與營

利單位合作並將相關成果用於商業目的時，則亦需與 PHS 簽署相關生物

材料移轉協議，並且尋求與 Dupont 公司洽談專利授權和支付權利金1024。

簽署此備忘錄後，Dupont 公司本身仍未變更其立於相關專利之被專屬授

權人的地位，相關專利產品倘欲用於商業化使用時，仍需獲得其同意，

並且，其仍能在要求使用方提供合理限度之相關成果供其 Dupont 公司本

身研究目的所用1025。爾後，Dupont 公司對於哈佛鼠和 Cre–loxP 重組系統

                                                       
1019 Eisenberg, supra note 375, at 1072-74.  
1020 Fiona Murray, Patenting Life: How the Oncomouse Patent Changed the Lives of Mice and 
Men, in MAKING AND UNMAK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EATIVE PRODUCTION IN 

LEG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399, 403-04 (Mario Biagioli, Peter Jaszi, and Martha 
Woodmansee ed.2011). 
1021 Eisenberg, supra note 375, at 1073-74. 
1022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E.I. DuPont de 
Nemours and Company and Public Healt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Term (1) (1999), available at 
https://www.ott.nih.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dfs/oncomouse.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can use without cost the Harvard Patent Rights for its biomedical research 
purposes, provided however, that such research purposes specifically excludes the use of any 
transgenic non-human mammals (or cells derived therefrom) which are covered by the Harvard 
Patent Rights ("Material") for any commercial purpose or for the direct benefit of any for-profit 
institution.” 
1023 Id. at Term (2). 
1024 Id. at Term (3), “…use of the Material requires a license from DuPont and that a fee (in 
addition to any fee or royalty payable to PHS) will be payable to DuPont by the for-profit 
institution in consideration of transfer of the Material to the for-profit institution.” 
1025 Id. at Term (4), “Upon DuPont's written request, PHS agrees to provide without cost 
reasonable quantities of any Material that it makes in the course of its research program to DuPont 
for research purposes.”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62 

等技術之相關生物材料移轉協議則多依循著上述之備忘錄內容1026。 

實而，經過 NIH 此學研機構之主管機關介入，並透過與 Dupont 公司

達成協議，讓學研機構出於非商業目的得享有較為寬廣的近用哈佛鼠此

等研究工具之空間，進而防止學研機構無法有效使用相關技術致難以促

成整體研發進步。另外，此備忘錄亦讓 PHS 得立於 Dupont 公司和欲使用

該技術之機構中間，使 PHS 輔助執行生物材料移轉協議的內容，緩衝權

利人和尋求授權方間的競爭衝突關係。 

 

(二)爭議分析和政策評析 

雖然上開與 NIH 簽署備忘錄後，確實某程度上減緩了 Dupont 公司所

採取之專利授權搭配生物材料移轉協議所生的近用成本過高，並恐阻礙

研發進行而導致整體研發停滯之情，然而，卻仍容許專利授權與生物材

料移轉協議混合使用，而未對於的妥適性提出相關的解釋或說明。實而，

有論者認為生物材料移轉協議協議所生之限制，對於研發社群原先就研

發素材的傳遞和成果的交換上之公開近用的特性和態度，確實造成一定

程度之變動和影響1027。是故，此等專利授權與生物材料移轉協議之約款

同時並存時，究竟應以如何的政策思維並輔以相關法制環境予以因應之，

而非單就個案情形透過類似政治力介入協商，否則對於授權實務建立起

明確可預見之規範無所助益。 

 

1. Dupont 之生物移轉協議應構成專利搭售 

首先，需辨明者，乃 Dupont 公司受有相關專利之專利權人的專

屬授權，而對於製備哈佛鼠等技術方法和製備後之哈佛鼠此物品本身，

享有排他權能。惟，排他權與所有權仍存有差異，亦即，雖然二者在

功能面向上均得對於未經同意之第三人之侵擾請求排除之，但是，所

有權亦屬於占有之正當權能來源之一。反之，僅具有專利排他權，卻

不因此能推導出對於非屬其所有之物品具備合法占有之權利。之所以

提出二者法律內涵之不同處，係因為專利搭售此概念，是以專利授權

中搭配非受專利保護之元件而言，而 Dupont 公司對於哈佛鼠本身係

具有物品專利，而似不存在著非專利保護之元件，而表面上並未構成

專利搭售之內涵。 

實則，哈佛鼠係透過被專利保護之轉殖技術處理後而具備誘發癌

症之特性1028，其中，製備過程中所使用之原先不具備轉殖後特性的

                                                       
1026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 for the Transfer of Organisms 
(MTA-TO) to Academic/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 (2008), available at 
https://www.ott.nih.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docs/mta-to-nih-model-agreement.doc (last 
visited: 01/05/2017). 
1027 Eisenberg, supra note 375, at 1074. 
1028 US 4736886 A, Claims 1: “A transgenic non-human mammal all of whose germ cells and 
somatic cells contain a recombinant activated oncogene sequence introduced into said mammal,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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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類哺乳類(non-human mammal)”本身，即屬於非專利保護之元件，

從而製備完成後具備癌症病理的哈佛鼠雖具有專利保護，但以該老鼠

作為專利授權協議中要求尋求授權方承租時，即已附帶了非專利保護

之老鼠本身，而構成專利搭售。質言之，專利權保護的係技術思想和

內涵，於物品專利上即為具有技術門檻之特性而言，而非全然主宰該

物品。是以，動植物之所以得以受專利權保護，亦係因為權利人所得

獨佔者僅係該技術內涵和特性，而非該物種本身。執此，一旦該物品

專利所保護之標的對象其組成上，存在有非專利保護之元件，而專利

權人卻要求對造僅得與其索取相關專利產品，或是相關非專利保護之

元件僅得由專利權人提供，此時，權利人之專利權主張和行使實已延

伸至該非專利保護之元件。故而，由於哈佛鼠的製備上所使用的老鼠

品系並無任何限制，且並未有相關專利保護，此時 Dupont 公司對於

相關專利的授權上要求尋求授權方僅得向其承租，實已該當專利搭售

之內涵。 

 

2. Dupont 之生物移轉協議應無構成專利濫用和違反競爭法 

當肯認 Dupont 公司就哈佛鼠授權上係成立專利搭售後，即需進

一步討論此等搭售行為是否合理，並且，有無構成專利濫用或違反競

爭法的疑慮。如前所述，現今的專利濫用和專利授權約款有無悖於競

爭法，乃採擇合理原則之判斷標準，透過評斷此等相關技術具有專利

保護後，是否確實就相關市場有因法定獨佔和相關因素產生市場地位，

並且就老鼠本身此被搭售產品之第二市場而言有無產生限制競爭之

效果，最後再以僅得由專利權人提供哈佛鼠此情所帶來的正面效應，

評估是否有高過於限制競爭之效，最終判定有無違反科技創新或市場

競爭之結果。 

針對 Dupont 公司本例，哈佛鼠的製備和完成後產品本身，實作

為研究基因和相關蛋白質等與生物功能、生物機制的關聯性研究中，

所需使用的活體內(in vivo)觀測的模式生物之一，是以，此等技術本

身所屬的相關市場，乃上開之以傳統或其他方式製備的模式生物而言。

惟，相較於一般透過先天性狀繁殖或後天環境誘發的小鼠而言，哈佛

鼠係直接運用基因轉殖技術誘發老鼠的配子細胞、體細胞或兩者皆產

生癌症之病理，實可謂為一得有效減少操作變因之極佳的實驗研究工

具。雖然，從相關資訊未得知 Dupont 公司是否有結合其他市場因素，

以加強相關技術授權和產銷的市佔率，但是，尚應將本案之專利標的

位於研發鍊中之性質屬性，納入判斷市場地位時予以考量。實而，就

檢驗步驟中市場地位要件的部分，本文認為該時相關技術實際操作上

仍有存在偏高的失敗率，並且研發實務上仍能借重過往的技術培養效

                                                                                                                                                     
an ancestor of said mammal, at an embryonic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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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欠佳的模式生物支撐實驗研究的進行，應對於研發市場不具控制或

掌握之權能而未抑制市場競爭，故初步判斷上應未符競爭法檢驗的市

場地位而言。然而，鑒於哈佛鼠屬於上位的研究工具的特質，從專利

濫用理論所立基於促進科技創新之目的觀之，Dupont 公司本身的授

權態度、研發社群的近用狀況等皆亦應予以參考，從而市場地位的形

成實有待更細緻的剖析。 

退萬步言，姑且認為前述市場地位有所成立時，則尚需檢討是否

對於實驗用老鼠此第二市場產生不利競爭之效果，以及是否有為整體

研發帶來較高的正面效益。由於哈佛鼠相關專利係保護技術思想和內

涵而言，實並未直接涵蓋製備過程中的老鼠本身，Dupont 公司透過

專利授權混合生物材料移轉約款的方式，要求對造僅得向其承租其製

備完成之老鼠，實不僅有運用優勢談判地位將其專利權伸入未有專利

保護之老鼠品系之市場，亦剝奪尋求授權方藉由閱覽專利說明書後即

得於實驗室自行製備之空間。質言之，專利授權市場與一般消費市場

之差異，在於後者的消費者已係最終需求端，但前者則為研發甚至產

業鏈中的研究單位或產品開發業者，實而，其等具有所屬技術領域的

通常專業知識，並且具備一定程度的學習能力，實能自行實施該專利

之內容，僅係立於專利之法制環境下欲尋求專利權人同意對其不行使

排他權而已。依此，Dupont 公司僅提供單一形式的專利授權條件，

即需由其提供哈佛鼠予尋求授權方始不向其主張排他權之情形，可謂

對於相關技術思想和內涵的使用並非有利，甚至可能造成研發進行的

成本增加和創新效率降低之情。 

惟，上開備忘錄實未闡明專利授權混合 MTA 時究竟有無違反專

利法或競爭法此情，似有容許此等授權條件存在之意味，並且於美國

判決實務中亦未有受理過此等爭議。實則，生物材料移轉協議性質已

如前述，係著眼於得透過租賃移轉事實上處分權予尋求被授權方，始

能隨時要求其回報追蹤相關使用狀況，提前預防潛在侵權的發生，進

而確保商業利益的保障。另外，雖然相關技術初期成功率尚不佳，但

是係因為此等技術尚屬於開創性、突破性之發明，相關發明人實未比

其他研發者具有明顯高度的嫻熟度，實而造就僅得依賴權利人等予以

提供，此情並不利於研發社群的近用。然而，本文所採取的政策思維

乃認為對於開創性和突破性之發明，實應更加保障其等商業誘因，否

則難以維持其等的研發創新動能，以及於完成研發後願意公開揭露相

關技術內涵。是以，當容許相關權利人得於專利授權中採用 MTA 約

款之形式，使得其於提前公開技術內容以換取專利時，得享有相對充

裕的時間自行累積相關技術細節和資訊，進而加強保障其等未來商業

利益的獲取。執此，透過部分犧牲研發社群的近用效率，以希冀能在

研發進行的實務上能夠自行形塑達到專業分工的境地。如擁有研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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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專利之權利人能夠專注加強該所屬領域的精進，並同時增強供應的

能力，提供最佳的研究工具予研發社群，進而省卻使用端自行製作之

成本，終而實能達到整體研發效率的提升1029。 

 

3. 肯認低度管制之政策思維 

故而，以專利法創新政策目的和競爭法政策思維導入合理原則的

判斷考量中，基於保障專利權人之商業誘因和低度管制方針的政策內

涵，實應容許專利權人於專利授權條件上得採取生物材料移轉條款，

並認為應不違反競爭法且亦無構成專利濫用之情。當然，若能將此等

專利授權契約的簽署對象轉向與學研機構本身，而非針對個別研發單

位而言，實能降低相關磋商的交易成本，亦能委由機構和個別研發人

員之間的科層關係掌控使用狀況以加強預防潛在侵權的產生1030。另

外，本文的政策模型中亦對於此等上位研究工具，認為若能採取授權

促進措施，應更能貼近基因科技之累積創新性質，進而促成研發社群

的共同接力以消弭基礎研究和商業應用之間的鴻溝。惟，哈佛鼠本身

並非如基因或胚胎幹細胞等本身不僅具有研究工具性質，亦同時作為

研究之客體，而僅僅作為輔助觀察實驗結果與操作變因的關聯性之對

象。從而，至少於哈佛鼠此例中，本文認為應無導入授權促進措施的

高度必要。 

 

四、本文見解 

 

(一) 採擇低度管制密度並區分研發成果類型 

  生物材料移轉協議，乃以保有所有權之方式移轉相關研究素材予接

收者，並簽署成立類似租賃之契約，使得提供方得主動稽查或要求接收

者提供相關使用狀況的回報，以及日後研發成果若得申請專利則需有所

通知，並且有欲進行商業化使用，更需獲得提供者的同意和專利授權之

謂。過去，此等協議立意係保障提供方之學術利益所用，但當研究素材

本身已受專利權保護時，則功能面向將變體為提前預防潛在侵權之發生，

並且更帶有高度構成專利搭售之可能性。是以，對於專利授權搭配生物

材料移轉協議的約款之合法性爭議，亦即究竟是否會造成阻礙創新或破

壞市場機制之疑慮，實可謂需從保障專利權人之商業誘因、維持學術社

群的近用和後續研發之空間，以及若涉及政府出資之研究成果則需注重

公眾利益的維護，此等三方政策目的之間予以衡平考量1031。 

實而，有相關實證研究顯示，生物材料移轉協議中的限制確實會造成

                                                       
1029 Eisenberg, supra note 375, at 1085-86. 
1030 Id. at 1081-82. 
1031 Connor, supra note 1012, at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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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用成本的提高和研發進行的延遲1032。並且，當政府出資之研究成果因

授權或歸屬予私人企業時，其等一旦僅採取需搭配生物材料移轉約款之

單一專利授權條件時，對於學研機構的研發效率和公眾利益的追求可謂

有不利之阻礙。惟，由於搭配生物材料移轉協議之混合性專利授權契約，

實能夠幫助專利權人提前預防隱性專利侵權的發生，且在未同意他人能

夠自行使用相關技術的的過程中，亦能有較為充裕的時間累積自身的後

續研發基礎和實力。再者，透過搭配非專利產品一同搭售的情形下，亦

能幫助權利人獲取較為優渥的利潤報酬，實而更能保障其等商業利益以

維持相關研發動能，以及提升公開揭露技術內涵以申請專利之意願。是

故，在側重商業誘因保障的政策思維下，促成研發進行上的專業分工，

實與現今有諸多具有研發工具傾向之專利，係以附帶諸多非專利保護之

酵素或相關器材組合成實驗工具套組(kits)方式販售之商業實務相符。鑒

於權利人實有持續以高度專業升級相關產品，所能帶來的效益理論上應

高於研發單位自行製作而言，則使其研發社群的尋求授權型態轉變為直

接購買而非希冀獲得授權。此等適用結果實帶有高度探勘理論之意涵，

而與本文採行之政策模型相吻合，亦即，對於開創性、突破性之研發成

果以及一般性階段成果區別對待，前者因其等所投入的研發成本、所負

擔的不確定風險和所提供的技術貢獻皆較高，則就相關專利要件的標準

和授權的管制均應相對放寬，以保障其等事前研發的預見信賴和事後的

商業誘因利益。 

  

(二) 學研機構所產出之研發專利應提高管制密度 

而在基因科技的累積創新特性上，有論者認為對於非營利之學研機

構的授權上，如能皆委由 NIH 與專利權人簽署備忘錄，排除生物材料移

轉約款的使用，去除其中諸多對於專利物品使用和後續學術發表等限制，

實有助於其等保有充足的學術研究和精進改良之空間1033。現今美國主管

機關頒布諸多對於專利授權和專利產品移轉使用的指導準則1034，廣泛要

求受政府出資的研發成果的授權和移轉時，預先簽署此等排除非營利之

學研機構的限制條款的使用，或是委由學研機構的技術移轉處統一和權

利人簽署之，以減少磋商的交易成本和近用的阻礙，進而在保障權利人

的商業利益下，仍能保有學研機構的研發進行的自由度，以適度衡平產

業和研發社群之間的利益。 

 

(三) 具體的管制內涵之提出 

                                                       
1032 Charles R. McManis and Brian Yagi, The Bayh-Dole Act and the Anticommons Hypothesis: 
Round Three, 21 GEO. MASON L. REV. 1049, 1087-1091 (2014). 
1033 Aaron Miller, Repairing the Bayh-Dole Act: A Proposal for Restoring Non-Profit Access to 
University Science, 2005 B.C. INTELL. PROP. & TECH. F. 93001, P58 (2005). 
1034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upra note 71, at 7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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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本文認為為保障研發人員和相關投資者的誘因，實應對

於其等就基因科技研發成果取得專利權後，容許其得搭配生物移轉協議

之約款，以租賃或約定由專利權人作為相關專利產品的供應來源。惟，

其中若有包含非專利保護之物品時，則需考量其等研發成果本身是否有

獲政府出資、其等技術內涵是否於原先研發實務上存有類似或可替代的

成果、其等的研發貢獻屬於開創性突破性之類或僅是一般性成果和附帶

非專利保護之物品是否能帶來整體研發效率的提升等因素。本文在授權

實務的管制上，係採取低度管制的政策方針，以保障市場自由形塑空間

維護相關商業誘因。是以，首先應先區分成果是否受有政府出資之幫助，

而立基於不對稱管制的法理其應負擔較高程度的容忍義務，則應當受到

較強的管制強度；反之，倘若成果未借助學研機構的資源，則應當某程

度上容任其與尋求授權方的契約自由。再者，就專利濫用和違犯競爭法

的判斷上，應對於市場地位要件、限制競爭效果的判斷採行嚴格解釋，

反之，於正面效應的部分則寬鬆認定，盡量趨向合法性解釋。 

倘若個案情形中不僅屬於一般階段性成果，並且帶來的限制競爭效

果明顯遠低於整合效益時，則可考慮使用效果較輕微的專利濫用予以處

理個案當事人之間的法律關係，以符合低度管制的思維和比例原則的要

求。此外，由於涉及開創性或上位研究工具等研發成果，雖然需盡量保

障其等商業利益以彌補其等研發的辛勞，然而，生物科技的累積創新特

性仍有賴增加成果近用以及促進就相關成果的後續研發的參與和接力，

始能較有效率的達到創新精進之效果。從而，雖然容許其等成果的專利

授權中借用生物材料移轉之約款保障其等商業利益，但仍應改以導入適

當的授權促進措施，在促進基因科技研發創新和產業發展的目標追求下，

同時兼顧專利權人的誘因利益的保障，始能達到符合生物科技技術本質

和研發實務，並建立一正向循環的創新研發環境，最終促成生技產業發

展和追求人類福祉之目標。 

 

第四項延展性授權金 

 
第一目 延展性授權金之介紹 

 專利授權實務上，鑒於談判標的繫於抽象技術思想和內涵而言，不僅權

利人和尋求授權者主觀上對於系爭專利的價值評估多有落差，並且客觀上鑑

價亦實有困難。依此，在授權過程中，權利金的約定此部分即易因為苦無共

識而導致談判時間拉長及交易成本的提高，最嚴重者甚至可能產生談判破局

之情。是以，此等結果不僅不利於尋求授權方得近用相關研發成果而進行後

續的研發和產品應用，並且，權利人亦伴隨著無法有效推廣其等專利而無法

有效獲取利潤報酬，最終導致整體研發創新之誘因消逝和發展阻礙停滯。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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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實務中則發展相關對應的契約條款以茲因應，乃以延展性權利金約款

(Reach-Through License agreements，簡稱 RTLAs)作為處理授權過程中事前無

法有效評斷專利價值之方法。其內涵乃約定權利人事前即同意尋求授權方得

近用相關受專利權保護之技術思想和內涵，並以尋求授權方於後續使用相關

成果所完成的成果進行商業化應用時的銷售額的約定比例，做為支付予權利

人之權利金之內容1035。又或者，權利金亦得變體為針對後續改良之發明有請

求回頭授權(grantbacks)之權能1036，進而避免授權後未來無法近用使用其專利

技術後所衍生的後續改良成果和發明1037。質言之，延展性權利金的概念，係

以往後因為近用了原先專利所保護之技術內涵而延伸改良之後續成果，或以

其作為日後請求回頭授權之標的，或以其進入市場後的銷售額比例，作為所

支付授權金之內容基礎1038。是故，透過事前抽象約定權利金內涵，而以事後

的約定的情事成就後再具體換算權利金的內容，進而省卻事前雙方對於專利

價值的磋商成本和鑑價困難。 

 對於基因科技此技術領域中，導因於累積創新之特性而主要的研發成果

多屬於相關生物機制和功能等知識之產出，或為屬於研究工具性格的階段性

成果，其等本身對於後續研發的進行和效率之技術貢獻必然得帶來正面效益，

但是，卻難以估計量化。是故，與其於授權過程中針對研究工具專利的授權

費用僵持不下，不如運用延展性權利金之約款約定以事後使用情形作為權利

金數額的計算，實能有效避免於授權過程中耗費過高的交易成本。從而，於

生物科技的專利授權實務上多有採用此等約款1039，且亦有於生物材料移轉協

議中附帶此種延展性權利金或回頭授權條款之情1040。 

 

第二目 延展性權利金之適法性分析 

 

一、延展性權利金之爭議介紹 

延展性權利金的創設和運用，雖然似能有效地克服專利授權實務中的鑑

價困境，然而，即便兩造合意所締結之契約，仍需受到專利法制和競爭法制

                                                       
1035 Richard A. Epstein, Heller's Gridlock Economy in Perspective: Why There Is Too Little, Not 
Too Much Private Property, 53 ARIZ. L. REV. 51, 77 (2011), ” The reach-through license avoids the 
need to make front-end estimates of future revenues and thus allows for the use of subsequent 
information to determine compensation at a later date.” 
1036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00, at 94. 
1037 Int'l Norcent Tech. v.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s. N.V., 2007 U.S. Dist. LEXIS 89946, at *7 
(C.D. Cal. Oct. 29, 2007) 
1038 其中，需注意者，乃採用延展性授權金之約款後，不得在授權條款中再附帶販售相關專

利產品之情，否則將構成專利權利耗盡(Patent Exhaustion)而失去主張後續權利金之權能。See 
Hagan, supra note 222, at 249-250. 
1039 Stephen G. Kunin et al., Reach-Through Claims in the Age of Biotechnology, 51 AM. U.L. REV. 
609, 617-19 (2002. 
1040 In re Roche Molecular Sys., 516 F.3d 1003, 1006 (Fed. Cir. 2008), “The contract granted Cetus, 
by default, a free non-exclusive license. The contract further permitted Cetus to exercise an option 
to pay royalties for exclusivity. Either way, Cetus' right to use the inventions was secured by the 
M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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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性的檢視和控制。是以，基於此等延展性權利金之約款係針對後續改

良發明或產品主張權利，倘因最終欲主張之標的已溢出原先專利權範圍所及

之外，此時，則因此等契約係因專利權所生，而恐構成違法的專利濫用之情1041。

再者，亦可能出現原先專利權之有效期限已屆而失效後，權利人仍以此等契

約之約款向被授權方索取權利金1042。並且，當此等授權契約中係約定以回頭

授權作為權利金支付的變體時，則亦將因其採行乃專屬或非專屬類型而分別

引起不同程度的競爭法疑慮1043。故而，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實乃因應專利權授

權中評價困難，致契約兩造合意約定以後續使用相關專利所衍生之改良發明

本身，或日後進行商業化後的營收中特定比例，作為回頭授權或收取權利金

之數額，惟，由於授權對價之對象恐亦可能已超出原先專利權得主張範圍之

外，並且，細部契約約款對於創新研發和競爭秩序有一定之不利影響1044，執

此，實有必要透過專利濫用理論和授權約款和競爭法的互動探究其中的合法

性和適宜性。 

針對延展性權利金的適法性，於 2007 年美國 DOJ 和 FTC 所制頒指導原

則中，對於延展性授權金之競爭法疑慮的檢驗，依然秉持著前述現今對於擁

有專利權不當然推定具備市場地位的見解，以及審慎評斷授權契約相關條款

對於研發創新和市場競爭所帶來的正反面效益，並輔以政策目的和思維衡量

其中的合法性和妥適性1045。其中，該指導原則對於延展性權利金的採取實有

諸多稱許，認為此等約款所能帶來促進競爭之效益，除了包含能夠降低事前

授權成本以增加研發成果的近用，並且，以事後使用狀況評定授權金多寡，

亦能讓權利人和被授權方共同承擔事中的研發風險，同時能讓被授權人於投

入商業化使用時能夠清楚預見其成本1046。此外，從市場供需的角度，延展性

授權金的彈性定價能夠依據不同尋求授權方的使用情形不同而負擔不同的權

利金多寡，相較於提供單一固定價額，實能減少無謂損失(Dead Weight Loss)

的產生1047。是以，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適用，能夠達到差別取價的作用，並

且以事先約定以後續使用狀況決定授權金數額，實得幫助生技產業中的小型

企業較有機會近用相關的技術發明。 

然而，延展性授權金實仍存在著限制競爭和阻礙創新之內涵，即可能最

終主張的標的已然超出系爭授權之專利權範圍，致使權利人的權利或市場地

位實得以擴散延伸至下游的後續改良發明和所屬之市場。此時，依照不同條

款的細部設計，不僅得直接以回頭授權約款控制或使用後續相關研發成果，

抑或是間接抽取其等相關商業營收之比例。前者的部分，競爭法針對回頭授

                                                       
1041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00, at 93, 96. 
1042 Id. at 97. 
1043 Id. at 98. 
1044 Jane Nielsen, Reach-through Rights in Biomedical Patent Licens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ir Anti-competitive Reach, 32 FED. L. REV. 169, 176 (1998). 
1045 Id. at 97-99. 
1046 Id. at 94-95. 
1047 Id. at 9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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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約款係採取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而有所區別對待。鑒於專屬回頭授權

無法如非專屬般達到分散原權利人和被授權方的研發風險，並且無法促成廣

泛近用之效果，實而，專屬回頭授權實質上幾近剝奪了後續研發者的成果利

用的權能，進而削減後續發明人的研發誘因和動能，對於創新研發甚為不利
1048。後者的部分則係可能惹起權利金堆疊而阻礙創新，亦即，後續研發實有

賴諸多研究工具專利的近用，倘皆採取延展性權利金的計算方式，恐造成日

後欲商業化時因為需持續支付相當比例的權利金而壓縮業者的獲利空間，最

終恐導致前端投入研發和後端商業化的意願皆降低1049。 

故而，辨明上開所述之延展性授權金中所內涵的正反面效益後，實需進

一步於合理原則的衡酌中導入相關法制的政策目的和思維，以決定個案情形

是否合法及妥適，下述將針對現行實務的裁決予以分析，並探究其中的政策

內涵是否有助於生物科技產業的創新發展。 

 

二、現行實務見解的解析 

 

(一) 指導原則之判斷重點介紹 

於 2007 年頒布的指導原則中，對於此等專利授權約款的適法性衡量，

其認為實難以建立清楚明確的規範以茲依循，僅能重點式地針對個案事

實審酌是否有欲延伸其實質的市場力量至後續改良發明所屬的相關市場、

是否有產生鞏固非法的聯合行為的內涵、是否有採擇專屬性措施以排擠

他人進入相關技術領域或市場，以及是否有減少後續研發的創新動能，

最後綜合相關等情予以決斷1050。其中，針對創新動能的影響之判斷，前

開指導原則對於個案中有出現專屬回頭授權之約定時，除了考量後續研

發者是否尚保有研發創新的動能外1051，亦會同時酌量此約款的有無對於

專利權人的授權意願變動影響1052。並且，權利金堆疊的情形實導因於技

術固有本質使然，如基因科技本身具備的累積創新之垂直整合性質，必

然需疊加諸多成果始能創造一改良之發明或產品。是故，即便無此等條

款的約定，改以事前一次性授權費用形式實仍會發生相同情形，更何況

從相關實證研究顯示，權利金堆疊尚未實際造就研發創新的動能受阻之

發生1053。 

從而，權利金堆疊實非單純因為採取延展性授權金約款所生，而係

技術研發本質所致，而且，互不從屬的權利人等對於專利授權選擇要求

權利金對價，實屬專利法和競爭法所許，其等日後所生的阻礙創新之高

                                                       
1048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981, at Section 5.6;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00, at 91-93. 
1049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00, at 95-96. 
1050 Id. at 99-101. 
1051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supra note 981, at Section 5.6 
1052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00, at 93. 
105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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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可能，實非屬競爭法典型欲規範之對象1054。是以，於上開指導原則中

實隱含對於延展性權利金約款之促進增用效率和提升整體市場效益等功

能的高度青睞，從而，對於個案情形的限制競爭的產生和情形乃採取實

質判斷並嚴格檢視，實則似較傾向以認定不構成專利濫用和不違反競爭

法為原則1055。 

 

(二) 相關法院實務見解之介紹 

上開指導原則採行的低管制密度方針，實與法院的見解發展的實務

趨勢有所吻合。於 Bayer AG v. Housey Pharmaceuticals Inc.一案中，被告

Housey 公司擁有關於檢篩蛋白質抑制劑和活化劑方法 (Method of 

Screening for Protein Inhibitors and Activators)之相關專利發明，且系爭專

利之技術實得作為篩選新藥的研究方法。雖然系爭專利之權利範圍並不

包攝新藥製備的方法以及新藥本身，卻因為採行延展性授權金條款，甚

至約定當專利權罹於失效後仍能針對有利用到系爭專利之終端商品索取

權利金，從而原告 Bayer 公司主張被告所採用的包含延展性權利金約款之

專利授權契約構成專利濫用1056。故而，本案的爭點即聚焦於被告 Housey

公司就系爭專利所採用的授權契約條款是否有成立專利濫用而無法向原

告主張侵權。是以，法院首先闡釋前提需符合專利濫用之要件後，始會

進行下一步針對相關條款之正反面效應予以衡酌1057。法院援引最高法院

就 Zenith radio 一案認定專利濫用的標準1058，實需以拒絕授權為由迫使尋

求授權方接受權利人所提出的授權條件而言1059。然而，被告實有提供一

次性給付和延展性權利金二種權利金計算方式供原告擇選1060，而並不存

在強迫尋求授權方接受締約條件之事證。再者，針對以屆滿專利期間之

專利授權契約向被授權人主張支付權利金此情，法院亦不就專利權人溢

出專利權內涵之客觀事實直接認定符合專利濫用之要件，而係參酌使用

此等約款之正當事由，如因應研發歷程長之特性或有無欲獲取不法利益

之意圖等，進而採取實質認定專利濫用的成立與否1061。並且，法院甚至

                                                       
1054 Id. at 101. 
1055 Id. at 102. 
1056 Bayer AG v. Housey Pharmaceuticals Inc., 228 F. Supp. 2d 467, 468, 472 (2002), “In the case 
of an End Product that is not a Licensed Product and is not covered per se or for a given purpose by 
any patents obtained by LICENSEE, the obligation to pay royalties shall end ten (10) years after 
the last to expire of the patents in the Licensed Patent Rights having a claim or claims for a 
Licensed Method utilized in discovering, creating, identifying, characterizing, isolating, developing, 
manufacturing, evaluating or establishing the pharmacological properties or condition of use of the 
End Product (or a component thereof) for the given purpose.” 
1057 Id. at 469. 
1058 Zenith Radio Corp. v. Hazeltine Research, 395 U.S. 100, 138 (1969), “…HRI had misused its 
domestic patents by attempting to coerce Zenith's acceptance of a five-year package license, and by 
insisting on extracting royalties from unpatented products…”  
1059 Id. at 470-471. 
1060 Id. at 468-69. 
1061 Id. at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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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縮最高法院於 Brulotte v. Thys Co 一案採取的對於此等就罹於失效的專

利延長主張契約內容直接推定專利濫用之見解1062，而認為若僅收取技術

研發歷程有使用到系爭專利之情形，而無重複累計計算(accrued)授權金，

則應認定不成立專利濫用1063。 

是以，法院針對專利濫用的實務見解，實乃需以專利權人有以專利

權所生的優勢談判地位促成授權條件的限定(conditioned)，而非單純以理

論上的權利溢出即予認定構成專利濫用而進入後續競爭效益的衡量，此

等見解於 2010 年 Princo Corp. v. ITC 一案中亦持相類似之見解1064。 

  

三、本文之政策評析 

 

(一) 對於延展性授權金原則上應採行低度之審查方針 

基於前述指導原則和法院實務判決的意旨，實能體察市場管制之行

政機關以及事後定奪的司法機關，皆對於一般專利之授權採取延展性權

利金約款的適法性，採取低度的審查密度。實而，不僅競爭法高度著重

延展性授權金所能帶來的促進效率之正面效益，法院實務亦認為延展性

授權金之功能係使權利金繫於日後改良發明的營收數額，屬於權利金計

算的變通方式，並且若未有不當利用專利權所賦予的談判地位或不當獲

取商業利益之情，則不當然成立專利濫用而無庸再以合理原則深入探究

其等行為的適當性。實則，此等寬認其具備適法性之執法態度，實與本

文對於生物科技專利的授權管制的低度方針相吻合。鑒於基因科技之研

發成果多具備研究工具之性質，本身難以鑑價卻於創新政策思維下應盡

量促進其等的廣泛近用，是以，透過適當運用其等垂直整合互補之性質，

讓權利人得以分享後續改良發明的使用或商業應用的獲利，除了能夠幫

助事前專利授權得以有效降低交易成本外，更能讓上下游的研發單位的

利益方向匯流於一致，消弭利益競爭衝突所導致授權意願降低之情。再

者，當成果得以更加推廣近用，亦代表著未來專利權人得以獲得相關權

利金的機會和數額皆大幅上升，此對於專利制度的誘因保障實有正向的

貢獻。 

 

(二) 延展性授權金的授權金額之低度管制 

                                                       
1062 Brulotte v. Thys Co., 379 U.S. 29, 30 (1964), “We conclude that the judgment below must be 
reversed insofar as it allows royalties to be collected which accrued after the last of the patents 
incorporated into the machines had expired.” 
1063 Id. at 472-73. 
1064 Princo Corp. v. ITC, 616 F.3d 1318, 1330-1331 (2010), “Section 271(d) is not directly 
implicated in this case because the conduct here at issue does not fall within any of the five 
statutorily defined categories(price fixing, covenants not to compete,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nd grantback licenses)…Congress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open-ended scope of the doctrine and 
sought to confine it to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by patentees who leverage their patents to obtain 
economic advantages outside the legitimate scope of the patent 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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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延展性授權金約款並非毫不受專利濫用理論和競爭法的拘束

和限制，實則，延展性授權金之內容一旦有要求超出合理數額的權利金，

或有不當延伸至層層下游產銷端並加以控制等情，此皆恐造成產生過高

程度的限制競爭或抑制創新等違反立法目的之結果，此時，專利法制和

競爭法制實有必要做出回應。其中，諸多論者提出應以專利制度中所內

含的不同政策槓桿的細緻操作以茲預防和因應。對於延展性授權金的比

例數額之約定的部分，有論者認為似得依循法院訴訟實務就侵權事件的

懲罰性賠償作為上限，並佐以 Georgia-Pacific Corp. v. United States 

Plywood Corp 一案所提供的十五個考量因素1065，衡酌個案中涉及的授權

專利的授權金約定的內容之正當性1066。 

本文對此表示贊同，蓋延展性授權金原則上得促使授權進行更為順

暢進而促成公開近用之結果，實而仍應當秉持低度管制為宜。此時，透

過法令和判決見解的宣示和闡釋，不僅能作為未來專利授權之兩造得以

評估並建立雙方皆得同意的授權條件之框架，亦得對於專利權人行使和

主張權利時授到一般預防之警惕效果，進而保有研發社群和市場保有充

分的自主型塑空間，最終達到誘因保障之效。 

 

(三) 延展性授權金與專利範圍的連動關係─區分成果類型調整容許性 

雖然，授權實務上仍會因為實際談判情形而稍微與假設得出的結果

有所偏異，惟，倘已過分脫逸合理範圍，則實需委由相關的政策槓桿加

以調整處理之。有論者係認為於延展性權利金所及之終端標的作為判斷

標準，是否有溢出自身的專利權利範圍，雖然法院見解尚未以此作為直

接認定構成專利濫用之要素，然而，專利範圍大小和解釋實仍與後續改

良發明是否真的有使用到系爭專利有高度關聯性。是以，專利權得以延

伸之範圍，乃繫於專利要件中的專利據以實施性和書面揭露要件而言。

而當此二要件之判斷標準上採取寬鬆認定時，系爭專利所保護之技術內

涵的範圍於解釋上將相對較寬廣，此時，後續研究成果確實內含有系爭

專利之貢獻的機率則較高，延展性權利金的使用理論上實將更具備正當

性1067。並且，亦有論者延展性授權金之條款對於創新研發實有不利，而

認為應以針對生物科技專利的專利要件應嚴加把關予以防範1068。 

本文以為，固然現今法院實務並未單以個案情形最終主張的權利對

象有溢出權利範圍，即判定構成專利濫用之情，惟，相關學說就專利據

以實施性和書面揭露要件與專利權主張的互動關聯上之合法正當性予以

                                                       
1065 Georgia-Pacific Corp. v. United States Plywood Corp., 318 F. Supp. 1116, 1120 (1970). 
1066 Michael J. Stimson, Damages for Infringement of Research Tool Patents: The Reasonableness 
of Reach Through Royalties, 2003 STAN. TECH. L. REV. 3, P23 (2003). 
1067 Alfred C. Server et al., Reach-Through Rights and the Patentability, Enforcement, and 
Licensing of Patents on Drug Discovery Tools , 1 HASTINGS SCI. & TECH. L.J. 21 , 42 (2008); 
Walsh et al., supra note 220, at 297. 
1068 Kunin et al., supra note 1039, at 6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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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鉤，此等理論性闡釋實對於現今授權實務和未來法院見解的發展給予

正面啟示。實則，本文所採之政策模型中於書面揭露要件係採取區分開

創性、突破性、上位性之研發成果和一般階段性成果異其對待，前者採

取較為寬鬆之標準，而後者則係較為嚴格，倘若引入此等理論概念，則

似乎前者採用延展性授權金之約款的正當性實較高，而後者則應盡量恪

守權利本身和主張範圍的對應關係，以提供程度不同的誘因保障，進而

回饋至研發環境並維持充分研發動力。 

 

(四) 以試驗免責因應延展性授權金爭議的不妥 

另外，倘若個案涉及乃上位研究工具之專利，則一旦所採用的延展

性授權金後其所主張的終端產品對象，實已經歷層層研發鍊的遞進後，

不僅原先的專利技術貢獻已遭稀釋，甚至有使專利權人的控制力延伸至

下游產銷端之疑慮。對此，NIH 對於政府出資所完成的研發成果提出應

盡量避免使用延展性授權金之政策宣示1069，且尚有論者認為得以擴張解

釋試驗免責的範圍，直接排除學研機構或後續研發受到研究工具專利主

張之可能，實能維持於後續改良研發和商業利用實具備充足的商業誘因，

進而保障技術產業整體的創新動能1070。又或者，有論者認為得透過限縮

NIH 的政策內涵而容許延展性授權金約款的使用，但是在上位研究工具

的授權條款中，以約款的形式擴張法定免責之範圍，進而達到適度保障

學研機構的研發能量的折衷結果1071。 

惟，本文認為雖然試驗免責本身係屬於因應權利主張所生困境的政

策槓桿之一，然而，本文所採擇的生技產業創新政策模型中，實認為基

因科技之研發成果具備研究工具性格係屬技術固有本質所致，又，學研

機構本身實屬於高度利用相關成果之消費客群，依照增進整體研發的誘

因動能之政策思維下，實不應擴張法定免責之範圍，而應委由研發社群

的自主形塑相關的合作授權模式較為適宜。 

 

(五) 低度管制方針中應善用專利濫用理論 

最後，有相關論者對於延展性權利金的採用是否成立專利濫用和違

反競爭法之實務見解發展予以分析，認為法制設計上確實難以建立明確

可循的規範，而實有必要倚賴個案審酌1072，以及認為基於此等約款有助

於促進研發成果的近用，並與過去基因科技領域的公開分享之風氣甚為

                                                       
1069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upra note 71, at 72091, “In the final policy, the NIH has left 
considerable discretion to Recipients in determining how to achieve the principle of ensuring 
appropriate distribution of NIH-funded tools. As articulated by the policy, imposing reach-through 
royalty terms as a condition of use of a research tool is inconsistent with this principle.” 
1070 Henrik Holzapfel and Joshua D. Sarnoff, A Cross-Atlantic Dialog on Experimental Use and 
Research Tools, 48 IDEA 123, 147-48 (2008). 
1071 Eisenberg, supra note 336, at 742-43; Kimberlee A. Stafford,  supra note 222, at 718. 
1072 Christina Bohannan, IP Misuse as Foreclosure, 96 IOWA L. REV. 475, 523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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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近，而贊同現今採取原則上寬認合法之趨勢1073。是以，於專利濫用和

競爭法此等政策槓桿上，仍存有對於極端不合理之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加

以適用之空間，且應依照違法情狀適用效果程度不同的政策槓桿，以符

合行政管制的比例原則要求。申言之，於情狀較為輕微者優先考慮適用

專利濫用而致個案中的專利權人無法向對造主張權利，而於較為嚴重者

則再考量採用適用違反競爭法之行政裁罰效果。本文亦贊同上開學說之

意旨，認為最為合適的政策槓桿實仍為專利濫用理論和競爭法，畢竟延

展性授權金之約款爭議，係從生於專利權主張和行使的層次而言。是以，

於相關指導原則和法院實務見解中，採行原則合法例外違法的低度管制

方針，實能有效保有市場自主形成空間而有利於商業誘因的保障，且能

避免高度管制所可能引發窒息整體研發創新之結果1074。 

 

第三節 授權促進措施 

 

第一項專利集管 

 
第一目 專利集管的緣起與發展 

 

一、專利集管內涵之介紹 

隨著技術發展和消費者的需求日漸複雜化，不僅終端產品實需仰賴諸多

研發成果的疊加，且於相關成果的專利化後，出現權利歸屬分散至不同研發

單位，以及權利範圍存在高度重疊之虞。是以，倘若仍依循前開專利授權與

個別專利權人之單向尋求授權，實需耗費過高的交易成本，並且於授權過程

中易出現專利劫持或交易破裂等情，最終恐導致終端產品無從問世或價格過

於昂貴，在在對於整體社會效益的追求有不良的影響。從而，諸多促進授權

之措施應運而生，多係針對歸屬於複數個專利權人所擁有的複數專利權，以

一次性授權的方式，相互授權予對造，抑或是授權予特定被授權人或其他第

三人，而有交互授權(cross Licensing)、包裹授權(package licensing)，或甚至成

立專利集管組織(Patent Pool)等類型1075。 

其中，對於專利集管之詳細定義，乃「為求達成某一特定目的，包含公

共衛生需求或經濟利益追求，透過創設一集管組織並與相關專利權人們簽定

協議要求將所擁有相關專利授權予互相或其他組織成員」1076。具體而言，乃

                                                       
1073 Robin C. Feldman, The Open Source Biotechnology Movement: Is It Patent Misuse? , 6 MINN. 
J.L. SCI. & TECH. 117, 163-67 (2004). 
1074 Epstein, supra note 1035, at 82. 
1075 Chase A. Marshall, A Comparative Analysis: Current Solutions To The Anticommons Threat, 
12 J. HIGH TECH. L. 487, 509-511 (2012). 
1076 Rebecca Goulding et al., Alternati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Genomics and the Activ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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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權人與集管組織簽訂一具有第三人利益性質的授權協議，可以為授權專

利予該組織直接管理，或是直接於協議中約定應授權予其他成員，從而原則

上授權契約係存在於專利權人和集管組織之間，但相關組織會員卻享有相關

契約利益1077。此外，此利益第三人的範圍雖然係限定於集管成員，但成員的

組成隨著個別專利集管組織的管理設計而有所差異，得區分為閉鎖式(closed)

而僅限專利集管所需之專利的權利人，或是開放式(open)而對於未擁有專利卻

有興趣授權相關專利技術之研發單位皆得申請加入集管組織之謂1078。 

  

二、專利集管的競爭法疑慮 

實則，上開因應技術現實所生的交易型態的轉變，透過雙向式或多向式

針對相關專利權於一次性授權磋商過程或加入集管組織後予以聚焦處理，以

促成相關專利能夠於結果上達成廣泛交互授權之境，實能有效節省交易成本

而增加授權效率，並且得以減緩授權金堆疊和避免產生專利劫持之結果，又

能夠增進成果的近用和防止專利相互阻擋(blocking)之侵權風險1079。是以，此

等授權措施實具備正向經濟效應促進之功能1080。然而，由於交互授權和專利

集管措施皆會使處於水平競爭關係的專利權人等處於一定的緊密合作關係，

此將造就原先之間的利益衝突內涵受到稀釋淡化而易引起共謀行為

(collusion)，而於契約約定或實際運作上進行固定下游定價(naked price fixing)、

市場瓜分(market division)等情形，不僅有害於整體市場競爭機制，更可能造

成研發創新動能的減損1081。 

是故，交互授權和專利集管此等授權促進措施，原則上雖能有效因應技

術發展實務中因專利所惹起之授權困境，惟，其等專利授權契約的具體條款

中，內含的細部約款和實際運行實可能產生專利權人要求對造一同授權系爭

專利以外的專利權，抑或是產生限制競爭或操縱價格等情，實有必要受專利

濫用理論和競爭法的合法性檢視和拘束。 

 

三、現行實務執法態度之解析 

 

(一)兩階段檢驗之方法 

於 DOJ 和 FTC 所制頒的指導原則中，對於交互授權和專利集管有無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 Emerging Directions in Research, 16 B.U. J. SCI. & TECH. L. 194, 
209-210 (2010), “An arrangement of two or more patent holders assigning or licensing their 
individu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o one another or to an administrative entity created for such 
a purpose.” 
1077 Hillary Greene, Patent Pooling Behind the Veil of Uncertainty: Antitrust, Competition Policy, 
and the Vaccine Industry, 90 B.U.L. REV. 1397, 1451 (2010). 
1078 Marshall, supra note 1075, at 509-510. 
1079 Bradley J. Levang, Evaluating the Use of Patent Pools For Biotechnology: A Refutation to the 
USPTO White Paper Concerning Biotechnology Patent Pools, 19 SANTA CLARA COMPUTER & 

HIGH TECH. L.J. 229, 235-36 (2002). 
1080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00, at 57. 
1081 Id. at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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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競爭法之規範有提出兩階段之檢驗方法。首先，針對上開所述之共

謀行為，主管機關一旦認定專利授權契約的相關約款確實有欲促成固定

下游定價或進行市場瓜分行為時，由於此等行為本質上實屬於競爭法典

型禁止之類型，並且對於市場競爭機制的損害過鉅，實而，該指導原則

闡釋針對此情乃採擇推定違反競爭法之原則(per se rule)，而毋庸再為考量

是否具備正面效益而進行利益衡量之必要1082。 

其次，對於未有此等典型違犯競爭法之情發生時，則維持合理原則

之判斷標準，針對此等授權促進措施本身的形式條款內容和實際運行狀

況，以重點式評斷是否有以相關約款阻礙其他競爭者的競爭力，或是有

延伸市場力量至相關市場，實質探究是否有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倘若

前述的情形為肯定者，始進入下一步的正反面效果的比較和衡量，決定

個案涉及的約款是否構成違反競爭法1083。其中，針對專利集管而言，指

導原則更提點了細部的判斷因素供進一步認定所需，即針對專利集管的

設計和實際運作上，判斷是否會產生水平競爭不足導致終端產品價格上

升之結果，或是否會過度壓縮專利權人的獲利空間而害及整體研發創新

和商業化的誘因1084。是以，專利集管本身的管理設計，不單單僅有參與

的專利權人得就其中所含有的相關專利予以授權而已，實而，舉凡集管

內的專利授權標的之擇選、專利權人授權的型態、授權金的約定和計算，

乃至於後續所從出的改良專利之回頭授權規範等，皆涵蓋於其中1085。而

相關不同規範型態實對於創新研發和市場競爭皆有帶來正反面之效應，

此時，除了運用專利濫用理論和競爭法針對極端不利於政策目的達成之

個案宣告違法外，實應針對現今和未來的專利集管尋求最佳的運作模式，

以促進整體創新研發和市場競爭之目標1086。 

 

(二)專利集管包含替代性技術之正反評析 

具體而言，首先就專利集管內所擇選的專利對象的部分，鑒於終端產

品的技術本質和市場導向所生需使用到諸多研發成果，最佳的型態無非

是相關專利皆呈現互補之關係(complementary)，亦即，相關專利技術內涵

係得以準確地相互連結並層層配合，最終得以順利完成製備終端產品且

無成立專利侵權之虞。然而，實際狀況卻並非如此，是以，實務上多數

的專利集管中皆存在著部份專利係具備相互替代性者(substitute)，將產生

於製備流程中僅需擇一使用即可，而卻需於集管中一次全數收授部分包

含互斥的專利，將產生無端增加授權成本之情，並可能引發後續產品的

                                                       
1082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981, at Section 5.5. 
1083 Id. at Section 5.5;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00, at 63. 
1084 Id. at 59, 67. 
1085 Id. at 66. 
1086 Id. at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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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上升之結果1087。實而，不僅於包裹授權中包含替代性技術將有害市

場效益的追求，甚至，於要求尋求授權方僅得同時接受其不必要之專利

時，則屬於專利搭售之行為，亦可能該認定為專利濫用。 

惟，亦有論者認為專利集管中包含替代性專利技術實為必然，畢竟專

利申請實務上即會致力擴張專利範圍，造成即便於各該專利的技術核心

屬於互補者，其等權利範圍的外部仍呈現有部分重疊而得相互替代。並

且，欲嘗試事前即釐清相關專利範圍並排除互斥的部分，或於授權過程

中進行部分授權(partial-pool licenses)，皆需投入比原先較高的行政和磋商

成本，實可能削減了原先一次性授權所能帶來的效率1088。甚至，當專利

集管內含些許的替代性技術，實能促進相關業者嘗試不同的技術結合，

似更有助於市場競爭1089。從而，指導原則認為，檢驗的重點應著重於個

案的專利集管本身對於技術之必要(essential)或標準(standard)等詞的定義

規範，是否有與實際運作上所擇選的專利群得對應合致，並就未符合的

部分針對其等之正反面效應採取合理原則予以評斷1090。其中指導原則亦

揭示若能採取聘請獨立專家(independent expert)，對於集管內指定的專利

技術和現行技術和市場發展的關連性互動持續加以檢閱 (continuous 

review)，定期排除已不具技術必要性或標準性之專利，實能有效地減緩

專利集管實際運作上的限制競爭之效應，更能增進整體研發和產業的創

新發展1091。 

 

(三)專利集管取得專利授權之型態 

當專利集管完成技術必要和技術標準的專利選擇後，相關參與專利集

管的專利權人即需依循專利集管所訂立的管理協議，提供授權予其他成

員，此時，對於授權的型態的採擇實與創新研發誘因保障具有高度之關

聯性。是以，由於專利集管中係採包裹式授權，實務上依照專利數量攤

銷後單一授權金額多較低，雖然能以集管內的所有參與人作為授權對象，

但是仍需考量所有潛在被授權人的分布究竟係座落於集管組織內或以外

等情。故而，倘若於專利集管措施中係採取要求專利權人以專屬授權予

集管組織進行管理，雖然能夠充分發揮專利獨佔所帶來的高度誘因，實

有助於相關研發單位更加願意投資相關的互補性資產(complementary)的

添購而增進商業產品開發的效率，惟，卻可能過度剝奪專利權人的獲取

商業利益之權能，恐致其難以回收相關研發成本1092。 

反之，若取採非專屬授權之約定，則專利權人實能保有授權集管以外

的研發者之權能，而其得更靈活地針對其所擁有的專利權依照自身的商

                                                       
1087 Id. at 74. 
1088 Id. at 83-84. 
1089 Id. at 75-76. 
1090 Id. at 77-78. 
1091 Id. at 84. 
1092 Id. at 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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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策略有不同情形的使用可能，比方說把自身定位為研發成果輸出者而

不擔任產品製造商，此時專利集管僅係其拓展授權市場的選項之一，而

於該集管內無尋求其他相關專利授權之需求。並且，市場本身亦可能因

為專利權人得自主於集管以外洽談授權，實能於集管外建立有別於集管

所訂立的必要、標準的技術流程，更能促成整體市場競爭的活絡1093。 

 

(四)專利集管約定回頭授權之型態 

此外，後續所衍生的改良專利回頭授權之部分，實亦有類似上開情形

般針對得否採行專屬性或非專屬性有正反面競爭效應的激辯。鑒於專利

集管本身的創立目的，亦包含避免專利權之間的相互阻擋而產生相關權

利人皆無法有效利用相關改良技術之情，實則，當專利集管的成員因為

使用了相關授權之專利技術後衍生了後續改良之發明時，集管的約定多

會要求系爭發明之專利權人回頭授權至集管內的相關成員。惟，究係應

採取專屬回頭授權或非專屬者，實亦涉及專利權人的誘因保障和集管內

成員獨佔利益的拉扯，但依據指導原則中闡釋對於創新誘因的重視，實

務上實多採非專屬回頭授權的規範而偏向保障專利權人之誘因保障1094。 

 

(五)專利集管的授權金計算和約定 

   最後，於專利集管措施中包裹授權的授權金計算和約定上，指導原

則即揭示對於此部分並不特意介入評估其等之合理性，申言之，乃採取

最低度的管制密度方針。實而，授權金乃繫於系爭專利的技術評價，而

有賴集管內的專家學者和相關成員一同評斷，惟，原則上依照經濟學理

論以及實務運作的情形，於專利集管的包裹授權的總體授權金皆較與個

別專利權人尋求授權來的低1095。是以，當集管內部的授權價額係低於授

權至外部時，由於後者未如專利集管般帶來高程度的促進效益，實具有

某程度的優越合理性而無需刻意針對此部分再予探究其適法性。當然，

在支付授權金後，專利集管亦有針對相關成員的使用狀況予以稽核等規

範，由於集管內的成員大多座落於水平的競爭位階，實可能產生不當利

用相關資訊而易產生聯合行為等典型害及市場競爭之虞。針對此情，指

導原則認為集管制度上應建立獨立人員以避免其他成員得以接觸到相關

的資訊，以維持專利集管運行上符合競爭法之規範1096。 

 

(六)小結 

綜合上述，除了有明顯發生共謀行為此違犯競爭法的典型類型得直接

認定違法外，其餘針對專利集管的授權型態等其他細部管理約定，主管

                                                       
1093 Id. at 79. 
1094 Id. at 80-81. 
1095 Id. at 82-83; Shapiro, supra note 228, at 123-24. 
1096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00, at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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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則係立基於合理原則的判斷基礎，需實質認定是否有產生限制競爭

之結果，再為衡酌其中採擇的合理性和正面效應。其中，將側重於社會

效益的追求和研發創新誘因的維護之政策思維，進而決定是否有構成專

利濫用和違反競爭法等情，而判斷有無介入管制之必要。 

 

四、本文之政策評析 

  

 (一)肯定指導原則之判斷方法 

   前開的指導原則依然秉持著對於專利權的擁有和行使係屬於合法的

權利主張，而不當然推定具備市場地位而言。再者，鑒於其等授權促進

措施的設計實能有效舒緩專利歸屬分散之高交易成本，並且致力統整特

定技術領域或終端產品的研發和製備的過程中所需之必要、標準之專利，

進而得以一次性獲得大量的相關專利之授權，更能有效降低權利金堆疊

和避免專利劫持之情，對於整體社會效益的追求甚有幫助。是以，對於

雙向的交互授權以及多向的專利集管，原則上仍如與一般授權和相關變

體般，採擇對於限制競爭效果實質認定，一旦確知有高度或實際產生後

始進入合理原則的評斷，實而，似仍採取低度管制方針之政策思維。惟，

有別於前節一般授權，交互授權和專利集管此等措施為有效降低授權成

本，實有某程度上拉近原先處於競爭關係之同領域業者的距離，而存在

著高度機率可能稀釋或甚至消弭了其中的利益衝突之基礎，從而，將惹

起引發相關成員進行聯合行為等典型違反競爭法之危險。 

是以，此等情狀已過分脫逸專利權行使和主張的合法範疇，實則，

指導原則為求得以嚴禁防範此等對於市場競爭機制影響過鉅之行為和結

果產生，對於此等恐生合謀或確實產生者例外改採推定原則，亦即，一

有此行為或結果直接認定違反競爭法。本文實贊同該指導原則此二階段

判斷方法，透過原則寬認例外嚴格之認定方式，實不僅能有效地處理相

關之爭議，亦能避免全採高密度管制所引發的阻卻商業自由空間，甚至

最終導致研發創新停滯。 

 

(二)肯認低度管制之政策思維 

是以，透過採取低度管制之方針，實能保障專利權人保有於市場自

主形成空間，進而得以有效的因應不同的商業策略於交互授權內涵或專

利集管的管理設計上，最終於促成授權得以順利進行和推廣成果近用外，

亦能有效增進專利獲利之可能，進而造就專利法制促進整體研發創新和

產業發展的正向循環的建立和運行。然而，有論者提出上開指導原則對

於專利集管之競爭法疑慮的闡釋，過於注重於個案情形的說明以及對於

集管措施的細部規定稍加敘述其正反面效益，是以，於執法上實存有高

度不確定之風險，以至於不同技術領域中對於專利集管之草創和細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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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規定的設計，皆抱有違反競爭法之擔憂1097。實而，此等適用不確定性

確實可能造成專利集管措施引進於存有高度專利叢林和反共有之悲劇的

技術領域的阻礙，而無法有效地預防或減緩相關不利於研發創新和成果

商業化等情。是以，針對與集管組織約定授權予集管成員之專利授權協

議，是否有違反競爭法，實採取合理判斷原則，其中考量因素除了衡量

實際個案中實際所能帶來的正反面競爭效益外，亦需審酌個案所屬之技

術領域之專利創新政策內涵和競爭法政策思維。執此，倘能依據特定技

術領域之技術本質和研發性質構思一創新產業政策之內涵，並納入此政

策思維於競爭法檢驗之合理原則的考量中，實有助於增進相關研發單位

對於競爭法就專利集管本身合法性和適當性判斷之可預見性，進而避免

違法疑慮阻卻或錯失了引入促進授權措施的意願和機會1098。 

 

(三)小結 

是故，本文贊同前開指導原則所闡釋的低密度管制方針，並且，亦

認為應依照技術產業特性建構創新政策思維和內涵，進而導入合理原則

的判斷考量因素中。實而，此更能於保障最高程度的市場自主形成空間

時，並兼顧市場管制的可預見性，以達專利行使的獲利可能性提升，同

時促成回饋研發創新和商業化的誘因動能，最終造就整體產業的發展和

社會效益的最大化。 

 

第二目 專利集管適用於生技產業之探討 

 

一、 引入專利集管措施之合適性和政策思維分析 

 

(一) 基因科技產業引入專利集管措施之必要性 

專利集管此授權措施不單單僅係受行政管制之客體對像，實而，於

特定情形下實亦應考慮引入此等措施，以克服相關技術領域實務上所生

之困境，進而導正系爭技術領域中研發實務和產業發展的創新誘因機制

趨近正向循環之運作。 

本文所聚焦之基因科技產業，鑒於主要係以生物材料和生物機制為

研發對象，從而，於研發特性上實受到技術本質所影響，而造成研發標

的散落於不同生物功能間相異又交集的生物機制中，並且研發成果間又

多呈現垂直整合關係之累積創新特性，以至於在製備終端產品時有必要

針對其中存有諸多的研發成果加以累加，始能予以完成以進入市場產銷。

                                                       
1097 Libby Deshaie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Patenting Medical Biotechnology: Myriad Genetics 
and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As Steps Towards Greater Patient Access, 14 U. ILL. J.L. TECH. & 

POL'Y 307, 319-320 (2014); Ed Levy et al., Patent Pools and Genomics: Navigating a Course to 
Open Science?, 16 B.U. J. SCI. & TECH. L. 75, 80-81 (2010); Greene¸ supra note 1077, at 1451. 
1098 Greene¸ supra note 1077, at 14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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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當專利法制適用至基因科技領域後，造就了專利叢生並歸屬分散

之境，此不僅造成下游產銷端需投注高交易成本進行相關專利授權，最

終不僅可能因為授權金推疊而生終端產品價格昂貴不利消費者近用，甚

至可能產生專利劫持或專利壟斷而阻卻了商業化的誘因動能而致無產品

問世。此外，尤有甚者，上開專利適用之困境，亦會因為生物科技成果

具備研究工具性格，而對於研發實務進行後續改良的研發上造成相類似

的問題。質言之，在研究素材的近用上亦需處理專利授權，亦可能面臨

前開之交易成本或權利金過高所生的阻卻研發動能之結果。 

是以，基因科技成果的專利化，實可能於授權過程的障礙產生限制

相關科學資訊的流通，可謂不利於整體技術精進和產業發展。故而，美

國專利商標局於鼓勵生技產業創新的政策思維下，在 2000 年提出政策白

皮書曾建議得引進專利集管之授權促進措施至基因科技專利的授權實務

中，以嘗試克服研究開發和產品製備上所面對的專利授權困境，進而防

止反共有之悲劇的發生，最終促成整體研發和產銷上之創新與效率的提

升1099。其中，該白皮書認為專利集管措施的引進，實得帶來減少高交易

成本的付出、減緩專利叢林和反共有之悲劇的情形，甚至能透過運用延

展性授權金的方式計算集管內專利的授權金價額，以達分散研發風險等

諸多優點1100。 

 

(二) 專利集管措施引入基因科技產業之利弊評析 

尚有許多論者對於專利集管措施適用於生物科技專利一事是否具備

充分的合適性有諸多討論並持正反意見，主要乃側重於專利集管措施本

身的性質和生物科技技術產業特性是否相容之問題，詳述如下 

 

1. 否定見解 

首先，反方立論係聚焦於專利集管措施本身的創設實需耗費頗高

程度的成本1101，並且實務上多係因為訴訟紛爭所從生1102、或是迫於

可能因為公益需求而遭強制授權之情，又或是面臨過高的授權成本

和權利範圍不清之訴訟風險，始能促使專利集管組織的草創和形成
1103。再者，當專利集管措施欲適用於生物科技專利時，亦會於蒐羅

技術必要或技術標準之專利時遭遇到難題。是以，生物科技研發實

務上，係包含有受政府出資補助之學研機構和追求商業利益的私人

公司二者，由於二者的成立和營運目的迥異，造成其等對於參與專

                                                       
1099 Jeanne Clark et al.,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Patent Pools: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Access in Biotechnology Patents?, 2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dapp/opla/patentpool.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100 Id. at 8-9. 
1101 Levang, supra note 1079, at 242-43. 
1102 Id. at 245. 
1103 Levy et al., supra note 1097, at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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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集管的意願存有差異，進而將造成招募專利權人參與的效率明顯

不彰1104。 

並且，鑒於生物科技專利本身大多屬於生物知識、生物知識等研

究工具層級，研發成果本身不僅對於未來商業應用的想像尚屬模糊，

距離未來商業化使用亦仍有賴諸多研發的投入。執此，生物科技專

利集管對於必要或標準之專利的選擇上，實涉及對於技術發展和消

費需求的預測，將勢必投入更多的成本予以評斷，甚至會包含許多

非互補性之替代專利於其中1105。當集管內的專利具備部分或多數的

專利係呈現技術替代關係時，則可能會削減專利集管措施之包裹授

權的效率效益1106。並且，由於缺乏對於未來商業化應用內容的具體

描繪，將致各個研發單位對於相關專利技術的技術貢獻認定有所差

距，而此將反映到專利鑑價上，亦會增加專利集管組織與專利權人

和尋求授權方的磋商成本1107。 

依此，當專利集管運用於生物科技專利領域時，基於生物科技的

技術特性之研究工具性格和累積創新性，實需面臨的創設和維持的

高成本，並可能會因為涵蓋替代性技術專利和離終端產品的完成過

於遙遠，可能造成所能帶來的授權促進之效率受到限制並且已遭抵

銷或恐不敷付出的成本，進而影響到專利權人參與的意願1108。最後，

倘仍成立相關生物科技專利之專利集管後，鑒於其中必然存在諸多

前開的問題實易惹起違反競爭法的高度疑慮，可能最終遭判定不利

整體市場競爭或有礙研發創新而宣告違法1109。 

 

2. 肯定見解 

反之，贊成方主要係立基於經由專利實務的執法和拜杜法案的制

頒，已然奠定了生物科技領域對於研發成果的專利化態勢，即便過

去係以學術榮譽制度支撐整體研發誘因，並且偶有公開近用的資料

庫產生，惟，透過運用專利授權獲利已屬於現今研發和產業實務的

運作現況。是以，為促進研發成果的近用以符合科技研發進步之衷

旨，又需要保障研發者對於研發成果專利化的獲利傾向，實而，專

利集管措施相較於其他公開資料庫等措施(open source)而言不僅更

為實際，且更能符合生物科技產業創新發展之增加近用和獲利兼具

的特性1110。又，在生物科技專利實務中，鑒於累積創新特性使然，

唯有克服未來商業化應用的重重困難，即促使坐落於垂直整合關係

                                                       
1104 Levang, supra note 1079, at 248-49. 
1105 Goulding et al., supra note 1076, at 210-211; Levy et al., supra note 1097, at 83-84. 
1106 Greene¸ supra note 1077, at 1418-1431. 
1107 Id. 
1108 Levy et al., supra note 1097, at 83-84; Levang, supra note 1079, at 250. 
1109 Levy et al., supra note1136, at 93. 
1110 Id. at 81; Marshall, supra note 1075, at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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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相關專利權人相互合作，始能獲得利益最大化。實則，雖然面

對專利集管創立的高成本，以及專利權人之間的利益存有部分的扞

格牴觸，惟，相關專利權人於終端商業誘因的驅使下，仍應會有意

願共同參與專利集管，致力解決專利授權所生之困境，進而促成縮

短研發和產業利用之間的鴻溝1111。 

另外在專利集管於技術必要或技術標準專利的擇選上，雖然生物

科技之研發成果普遍而言確實多屬於生物知識和生物資訊等上位研

究工具而言，然而，於細部的技術子領域中亦不乏具有清楚的終端

產品目標之類別， 如基因檢測1112和病毒疫苗1113。此外，生物醫藥

領域實務上甚至亦有成立專利集管之實例1114。是以，生物科技之技

術本質和研發特性，僅係與典型運用專利集管之技術類別稍有差異，

而非當然不得適用專利集管而言。實而，應針對其中扞格處透過專

利集管的管理細部設計以茲因應。就前開反對方所提出的於專利集

管中內涵替代性專利以及鑑價困難二者，有論者認為由於生物科技

的技術本質上即存在此等交互影響且較難描繪終端產品的確切樣貌，

並且，在技術研發上實需多方嘗試始能增加克服生物不確定性之效

率，從而在專利集管成立和維持中預先排除具有替代性技術之專利

實有困難，是故，於集管措施中內含替代性專利實應具某程度的正

當性1115。因此，應認為總體而言能夠帶來的效率促進係大於創立維

持的成本和相關限制競爭之效應，並能勝過一般個別磋商授權而言，

原則上引進專利集管措施應即屬合適且正當1116 

實則，有論者以經濟學作為立論基礎，認為當專利集管內含必要

之互補性專利時，即便其中亦同時包含替代性專利，仍能因為減少

授權談判的次數以及授權失敗的風險而降低交易成本1117。再者，由

於替代性專利與互補性專利於專利集管中一同授權，實能增加替代

性專利的近用程度，藉以緩和降低相關專利權人對於其專利授權價

額的談判地位，進而獲得相較於一般個別磋商來的低的專利授權總

價1118。當然，倘能於專利集管的包裹授權中增加更多數量及比例的

互補性專利，能帶來更為顯著的正向效益1119。另外，該論者亦提出

增進創新效率和競爭效益的集管之最佳細部規定，認為除了得引進

                                                       
1111 Levy et al., supra note 1097, at 94-95; Deshaies, supra note 1097, at 318-19 
1112 Ted J Ebersole et al., Patent pools and standard setting in diagnostic genetics, 23(8) NATURE 

937, 937(2005). 
1113 Levy et al., supra note 1097, at 78; Greene¸ supra note 1077, at 1402-03, 1407-09. 
1114 David Serafino, Survey of Patent Pools Demonstrates Variety of Purposes and Management 
Structures, 6 KEI RESEARCH NOTE 1, 29-35 (2007). 
1115 Levy et al., supra note 1097, at 92-93. 
1116 Greene¸ supra note 1077, at 1412-13, 1436-37. 
1117 Id. at 1420-1423. 
1118 Id. at 1426-28. 
111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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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上限的權利金約定(antistacking provision)，以避免包裹授權的總

價額排擠被授權之研發單位的商業誘因外1120。亦有認為僅有隨著技

術發展始能增進對於技術必要專利判斷的準確性，而應在初期盡量

廣納具有互補性質的專利必要互補性專利和高機率為必要之專利

(substantially more likely than not essential)進入於專利集管中，並搭

配引入外部獨立專家定期檢閱集管內專利的技術性質，一旦確認替

代性者則集管成員得選擇採用原先的授權金計算或單獨針對該專利

重新個別洽談授權而有助於使授權金額回歸到較為真實的價額，以

盡力維持集管內專利的必要性、互補性，以及專利鑑價的準確性和

授權金計算的彈性1121。 

此外，上開論者亦針對病毒疫苗領域本身開發市場規模較小且具

備高度不確定風險之特性，而認為專利集管於專利權人簽訂的專利

授權中實有部分合法空間得納入專屬授權，致使專利集管組織得決

定是否提供授權予集管成員以外之第三人，或甚至透過集管組織的

閉鎖性以增加專利權獨佔之效力，以增加商業化成功之機率進而同

時回收相關的研發成本和獲得相對應之獲利1122。畢竟，此情相較於

一般授權狀態時不同互補性專利歸屬於不同權利人時，相關高交易

成本和可能產生的專利劫持或壟斷，甚至可能造就必要技術無法疊

加而相關產品仍無從問世之情，仍具有某程度的效率促進之效果，

且亦屬因應生技產業之固有技術和市場特性所使然，應得認定並未

違反競爭法1123。實而，前開專利集管之授權規定變體，乃係依照生

物科技的技術特性和產業性質而有所調整，於現行的指導原則和實

務見解下似可能惹起違反競爭法之疑慮，惟，論者則認為 USPTO 於

2000 年所提出的白皮書宣示了專利集管得適用於生物科技之政策思

維，實應作為納入競爭法之合理原則的政策目的考量中，並應肯認

上開因應生物科技性質之變體實屬適當1124。 

 

(三) 本文見解 

 

1. 效益成本衡量下應肯認專利集管運用的適宜性 

根據上述對於專利集管是否適合運用於生物科技產業的正反方

論辯，本文認為雖然生物科技的技術性質和產業特性與實務上適用

專利集管之典型技術類別確實存有部分扞格之處，惟，專利叢生並

歸屬分散所引起的授權困境於生物科技領域卻存有相同的問題癥結

                                                       
1120 Id. at 1422. 
1121 Id. at 1442-45. 
1122 Id. at 1431-33. 
1123 Id. at 1434-35. 
1124 Id. at 14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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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以，倘能針對前開扞格處依照專利集管的管理設計規範予以

調整，實能促使生物科技的技術研發和產業發展受惠於專利集管的

授權促進等諸多正向效益，並且增進研發成果專利的廣泛商業近用，

不僅減緩潛在違法侵權發生以增加專利權人的商業利益追求，亦能

使尋求授權方能以低廉的總價額和較低的交易成本獲得授權，進而

免卻侵權訴訟之擾，更能達到專利制度於生物科技產業的創新發展

之目的。 

 

2. 專利集管措施的管制應採低度甚至出資鼓勵創建 

是以，對於專利集管措施本身的適法性，專利濫用和競爭法的管

制上應採取低度方針，並考酌相關主管機關或法院所建構和闡釋的

政策思維和內涵，進而在保障市場的自主形塑之餘，同時增進管制

實施的可預見性之問題，避免相關論者所提出的執法不確定性，進

而增加基因科技的不同技術類別自主引入專利集管措施的意願。甚

至，鑒於專利集管實務形成之不易1125，實能考量於市場或公共衛生

迫切需要的技術領域中，因應相關專利權人間的高度利益衝突，而

由政府出資鼓勵建立相對應的專利集管措施，進而縮短集管措施草

創時的時程而增加相關商業化應用的早日問世，最終增進整體社會

之福祉1126。 

 

二、生物科技專利之專利集管最佳模式的試提出 

 是以，專利集管如前述透過集管組織因應特定技術領域所需而蒐羅所有

相關必要、標準之專利，並透過與參與集管之成員兼具專利權人締結相關管

理協議規範，讓其他的集管成員事前知悉包裹授權相關專利之價額，並得一

次性的獲取相關專利之授權，實有減緩交易成本、減少總體授權金數額、避

免專利劫持和壟斷和鼓勵成果近用等正向效率促進意義。 

而當引入此等授權促進措施至生物科技產業中，具體而言，應先以較能描

繪出終端整合產品面貌之特定技術領域為之。其原因乃此等技術領域的技術

必要和技術標準的採擇和選定上，較能節省成立維持的投入成本和減少集管

內的專利技術與日後發展方向偏異之風險，實能如典型專利集管措施般帶來

較高程度的正向效率效應。 

當然，相對而言，於未能清晰指出日後商業應用模式和樣貌之技術領域，

實可謂尚處於研究發展階段，而仍存在諸多未開發之場域有賴進一步開拓。

惟，此等技術領域中卻仍因為具備生物科技之累積創新等性質，而當相關研

發成果和研究工具係受到專利保護時，亦需面對相同之專利授權困境尤待克

服。惟，倘若欲於所有的生物科技領域中的研發成果專利皆整合引入至一專

                                                       
1125 Lemley & Shapiro, supra note 394, at 2014-15. 
1126 Andrews, supra note 413, at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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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集管之措施，在技術必要和技術標準的採擇和選定上，涉及對於技術發展

和消費需求的預測，必較耗費相對較高事前的投入的成本，而且可能原先所

能帶來的授權促進之效率遠不如原先預期而言。 

故而，本文認為於引入適當專利集管措施於生物科技領域上，應得適用於

已有終端整合產品之技術領域或尚處研發階段之技術領域，並依照各自特性

加以區隔和異其細部設計管理，詳述如下。 

  

(一) 已有終端整合產品之技術領域-以基因檢測為例 

就引入專利集管於已有終端整合產品之技術領域，本文認為較為合適

之相關技術領域者乃透過整合基因序列專利和相關基因檢測方法專利，

以作為促進個人化DNA晶片得以早日問世。實則，基因檢測的專利集管

可謂屬於多數論者公認較為適當引入專利集管措施的技術領域，乃因為

基因檢測實已得真正實際應用於醫療服務中，然而，其中針對任何特定

之疾病或病理，實涉及諸多基因的交互作用，而於同一基因中亦有許多

基因型和突變樣態，從而倘欲依照病患的個體情形適用相對應的檢測標

的和探針時，實可能會落入其他專利權人的專利範圍中。此時面對此等

專利叢林和反共有之悲劇時，相關專利權人實有高度商業誘因而選擇共

同合作以達基因檢測的服務品質和效用的提升，進而增加基因檢測的醫

療近用度1127。其中，針對技術必要和技術標準專利的選擇，除了能依照

科學研發社群的規定和實際應用的情形予以決定外，且得區分檢測之特

定疾病類型，或相關共通基因突變型等而設置不同的專利集管組織，以

降低納入替代性專利的機會，進而減少整體授權總額和增加授權效率而

言1128。此外，由於基因檢測亦側重於得使相關患者能夠至不同檢測單位

進行複檢，以增加基因檢測的準確度而供後續醫療措施的參考，再加上

基因檢測的技術性質上實屬於一般性研發，相關業者實能夠依照相關專

利說明書所載自行實施之。從而，於相關專利集管中，不僅應採取非專

屬授權之形式以及提供公平、合理、不歧視的授權條件(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予加入集管的成員，並應使該集管內的專利權人亦得授

權予外部的研發和醫療單位。又，為提前防止運行中產生再次專利阻擋

等情，亦應於專利集管與相關成員約定包含對於技術必要專利所衍生的

後續改良專利的回頭授權條款1129。 

  是以，對於基因檢測之相關專利所形成的專利集管，實符合前述的

典型專利集管的適用情形，即一次性地取得多數基因的授權，不僅減免

尋求授權方洽詢各方權利人的交易成本，並且亦能增加雙方各自的授權

意願，而相較於依賴強制授權措施逐一為之的耗時耗力，專利集管更能

                                                       
1127 Ebersole et al., supra note 1112, at 937; Verbeure et al., Patent pools and diagnostic testing, 
24 TRENDS IN BIOTECHNOLOGY 3, 118-119 (2006); Levy et al., supra note 1097, at 93. 

1128 Ebersole et al., supra note 1112, at 938; Verbeure et al., supra note 1127, at 118. 
112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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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有效降低成本和增進社會效益之結果1130。惟，需特別注意者乃基因檢

測的研發實務和實際應用上並非得以清楚辨明孰者專利技術屬於互補性

或替代性，畢竟基因之間的交互作用機制以及周邊設備的提升等，都可

能使原先判定屬於互補型專利轉變為替代性而言，並且亦可能於一專利

集管內存有部分替代性專利得以參詳比對，進而有效提升實施的效率和

準確度。故而，當出現上開等情時，固然有稍微偏異於典型情況，卻仍

屬於因應基因科技的技術本質和產業特性，且具有變體的正當性，基於

生物科技產業創新政策的思維下應寬認合理範圍之幅度，而僅於極端不

利情形下始受到專利濫用和競爭法的管制介入。 

 

(二) 尚處研發階段之技術領域 

基於生物科技的研發標的涉及生物機制和相關資訊而言，研發成果仍

多屬於基礎知識層級之階段性成果的產出，雖然過往的成果已有某程度

的累積，再加上相關周邊設備的精進，對於基因科技之技術領域的掌握

已漸漸有了進展，但是對於未來的商業應用上仍多僅具抽象性、概念性

之勾勒。依此，於此等技術類別中，實有諸多未知領域尚有待進一步實

驗研究和深入探索，從而欲引入專利集管措施於其中，實必會造成於互

補性專利的擇選上，以及應如何因應未來後續研發或商業化所需而採取

何等授權條件，面臨諸多挑戰。 

是以，就擇選合適的運用專利集管對象的部分，有論者提出應區分予

特定疾病或特定治療方法有關之功能面向，分別建立不同的專利集管組

織和相應之細部集管授權協議，以劃歸分類出具備相類似技術和研發性

質的專利群1131。實而，即便於尚處於研發階段之技術領域中，仍能區分

並理出較具有終端整合產品或服務之細部類別，具體而言，如依照基因

序列專利、相關抗體專利或胚胎幹細胞研究分別與特定疾病之基因治療

的關聯，而加以個別分野。依此，實能於選定集管的技術必要和標準的

專利時，能夠有效地排除、減少具有替代性技術之專利，以減低總體包

裹授權之價額。當然，基因科技的累積創新特性上，某程度實有賴近用

存有部分替代性之技術，以嘗試找出最具有效率或效果的研究工具或研

發標的，故而，專利集管內存有部分替代性專利亦屬技術和研發上之必

然，尚屬妥適。 

而在授權條件的採擇上，亦導因於累積創新特性，原則上應採取非專

屬授權之方式增進相關研發成果的近用，始能讓更多的研發單位競爭並

接力後續研發改良，進而提升克服生物不確定性的機會。然而，卻亦因

為生物不確定性，致使生醫產業本身的研發經費相對其他領域而言較高，

                                                       
1130 葉馨雯，基因檢測研發及商業化近用基因專利之探討，天主教輔仁大學財經法律研究所

碩士學位論文，頁 169-171，2011 年 6 月。 
1131 Levy et al., supra note 1097, at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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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能需要借用專屬授權的方式增進研發單位的投入誘因。實則，本文

認為競爭創新和累積創新較符合基因科技的技術研發特性，從而原則上

應採取非專屬授權形式為宜。反之，僅僅於市場規模小、相對應的研發

成本偏高，並且實際應用的開發於相類似技術領域已有成功的實例和相

關模式得以依循時，始例外得適用專屬授權之方式以增加投入研發之誘

因。 

另外，亦有論者對於生物科技的研發多尚處於基礎研究之情，而其中

亦有諸多研發工具已然專利化，執此，提出似能創設一廣納生物科技研

發成果專利之專利集管，並依照授權之用途區分授權價額，似能達到分

別取價而避免替代性專利所生的價格不當推疊，以及減少交易成本的目

標1132。然而，另有論者認為此並非妥適，由於專利集管本身的優勢乃事

前告知授權總價以及減少磋商成本，倘容許個別專利權人與集管組織予

以協商授權條件，不僅原先欲節省磋商成本之利益和效果有所降低，亦

可能導致後續的紛爭萌生，實而未必有利於授權促進的達成1133。 

 

 (三)小結 

是故，本文認為於基因科技中尚處研發階段之技術領域，仍應以終端

整合產品或服務之功能面向區分個別的專利集管，並依照實際研發和商

業化特性和情形慎重選擇授權條件。此外，依照本文的低度管制方針的

政策思維，針對上開的專利集管之創立和運行的規範和實際上運行，實

應採取高度容許甚至鼓勵的政策思維，並輔以最低度的管制密度以茲因

應極端不利於研發創新和市場機制之情事，始能有效地促進專利授權，

增進研發成果的近用以縮短商業化開發的研發時程，進而有效率地追求

整體技術水準的精進並帶動生技產業的蓬勃發展，造就整體社會福祉和

效益的最大化。 

 

第二項  標準必要專利與公平合理無歧視之授權 

 
第一目 標準必要專利與公平合理無歧視之理論和發展 

 

一、產業標準制定之功能和組織類型 

在詳述標準必要專利與相關授權條件等內容以前，實應先闡明者，乃產

業技術標準對於產業發展的助益。產業技術標準的界定上，乃透過選定相關

同業應遵循的相容性規格或功能內涵1134，以減少相關業者針對系爭產業標準

                                                       
1132 Id. at 98-99. 
1133 Greene¸ supra note 1077, at 1423-24. 
1134 Gregory Tassey, Standardization in Technology-Based Markets, 29 RES. POL’Y 587, 589-9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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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進行不必要的競爭而降低市場進入障礙，並使相關業者能聚焦於標準以

外的技術內容加以競逐，追求更高的產品服務品質。實則，產業標準可謂側

重於整體產銷效率的追求和提升，並且相關市場和所屬之消費者亦能同時受

惠於相容性統一和品質上升，進而達到增進市場競爭和整體社會效益之目的
1135。然而，當其中欲選定作為產業規格或技術標準之技術內涵已有專利權保

護時，實有可能因為專利本身的法定排他權能，造成阻礙上開產業標準訂定

後所應產生的廣泛近用和促進競爭之效果，則不僅導致無端耗費標準訂定之

成本，甚至可能因為產業標準的界定後所生的不可迴避性，而變相賦予了專

利權人一市場地位，而恐有害整體市場競爭。從而，實有必要在選定過程中

充分考量存有專利此情事，以及就系爭涵蓋產業標準之專利其後續授權和相

關授權條件有所規範1136，以維持相關標準必要專利之開放近用1137。 

依此，實務上則發展出針對特定技術領域之標準制定組織(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簡稱 SSO)，根據所屬技術領域中實際應用所必要使用實施之技

術上原因1138，於現今技術實務上已充斥的專利保護的情形下，擇選標準必要

專利(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簡稱 SEP)並納入產業標準的範疇中。實而，

此等組織與專利權人間的法律關係實與專利集管有類似之處，是以，專利權

人亦係與標準制定組織簽訂一具備第三人利益性質的授權協議。惟，鑒於標

準制定組織本身的成立目的係決定產業標準，而與部分專利集管組織欲直接

處理專利授權有間，實則，標準制定組織本身實不尋求獲得專利授權以直接

管理專利授權，而係透過自身組織成立的管理規範以及與組織成員之約定專

利授權條件，進而間接地決定和貫徹涉及產業標準之必要專利的授權政策思

維和內涵。 

其中，針對組織內的成員參與條件以及授權條件的設計和搭配，實可區

分為開放式、封閉式或混合式三類。開放式實乃提供所有有意參加的第三人

得進入組織，並能無償使用相關必要專利，反之，採取封閉式則係僅供特定

業者得參加該組織，而且，標準必要專利之專利權人亦能保有充分地拒絕授

權之權能。而混合式則屬於折衷之類型，主要乃允許相同技術領域之業者加

入組織並共同參與產業規模之訂定，亦容許專利權人保有某程度的自主權能，

以期能減緩開放式的誘因不足以及閉鎖式的高度違反競爭法疑慮1139。 

混合式之標準制定組織類型實屬現今較常使用的樣態，故本文將聚焦於

混合式的法律關係和爭議介紹，且於常見的混合式態樣中，多包含公平、合

                                                       
1135 Janice M. Mueller, Patent Misuse Through the Capture of Industry Standards, 17 BERKELEY 

TECH. L.J. 623, 631-33 (2002). 
1136 顏利真，標準必要專利之競爭法議題探討─以 FRAND 授權案件為中心，國立臺灣大學

科際整合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頁 10-12，2013 年。 
1137 Sarnoff, supra note 235, at 1140-1141. 
1138 李素華，專利權行使與公平交易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利為中心，公平交易季刊，

第 16 卷第 2 期，頁 92，2008 年 4 月。 
1139 Mark A. Lemle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 90 
CALIFORNIA L. REV. 1889, 1901-03 (20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91 

理和無歧視的授權約款(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terms，簡稱

FRAND)1140，以及要求組織會員揭露(disclosure)其等相關專利和專利申請案

之權利範圍和狀態，以供組織擇選產業標準和必要專利時得事先予以參酌1141。

於下段將詳述其等之內涵以及可能產生的法律爭議。  

 

二、公平合理無歧視授權和相關爭議之解析 

 

(一)公平合理無歧視授權內涵 

為求讓組織成員能專心聚焦於標準必要專利的技術內涵，而免於日後

可能遭受權利人任意哄抬權利金價額或拒絕授權之擾，是以，專利權人

於參加標準制定組織時所簽訂授權協議中，多會納入公平、合理和無歧

視的授權約款，亦即，當組織成員尋求與標準必要專利之權利人接洽授

權時，該專利權人實負擔一意定義務，限制其需依照 FRAND 的授權基礎

與組織成員洽談專利授權事宜1142。其中，針對 FRAND 之授權條件內涵，

具體而言，應係以開放近用之同意授權為原則1143，並且就公平、合理的

要求上，實係個案情形的專利權人與特定組織成員磋商過程中所提出的

授權條件，與該專利權人和其他不同組織成員的專利授權談判的基礎和

最終授權內容予以比對，需就其中條件的差異具備差別待遇之合理原因
1144。而在無歧視的部分，則係一與公平、合理具有相類似之內涵，卻係

以消極、反面之表述，提供相關尋求專利授權之組織成員，得對於標準

必要專利之權利人於先前授權情形和條件予以信賴，而對於日後自身於

授權過程中的結果產生某程度的預見性1145。 

是故，FRAND 條款的約定，不僅讓個別標準制定組織成員對於標準

必要專利的授權，能夠大抵上依循先前的授權情形和內容，並且於未合

致之差異處，該專利權人亦需積極滿足公平合理之差別待遇原因的敘明，

最終促成標準必要專利的授權條件趨向一致性1146。依此，鑒於標準必要

專利本身的價值，實繫於其所能提供相較於其他替代性技術溢出的優越

技術貢獻而言，而此等技術貢獻即被納入產業標準內而已受肯定，同時

技術用途亦被指名限定，從而，於標準必要專利之授權金的計算上，並

不具有尋求授權需求之差異，而至多僅得依照授權使用量調整權利金。

                                                       
1140 於實務上亦有稱為 RAND 者而無公平性之要求，實亦符合商業交易之習慣。於美國學術

文章之討論多將此二詞混用，認為兩者具有實質上相同之內涵，合先敘明。 
1141 Lemley, supra note 1139, at 1911. 
1142 Herbert Hovenkamp, Competition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 
Non-Practicing Entities and FRAND Bidding, U IOWA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12-32, 
7-8 (2012), available at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154203 (last visited: 
01/05/2017). 
1143 李素華，如前註 1138，頁 98-99。 
1144 Lemley, supra note 1139, at 1906. 
1145 Hovenkamp, supra note 1142, at 8. 
114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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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FRAND 約款亦有助於盡量維持標準必要專利之授權金數額反映其本

身的技術貢獻，而防止產生專利劫持所生的權利金過分溢出而害及產業

創新和市場秩序1147。 

 

(二)法院實務見解之介紹和評析 

 

1.紛爭態樣和性質介紹 

負有 FRAND 義務的標準必要專利授權其實務運作上，仍可能會

因為相關專利的 FRAND 義務應當如何具體化此事產生糾紛，實而，

乃專利權人所提供的授權條件和權利金，並不符合尋求授權之組織成

員的預期。此時，理論上似有二種紛爭態樣，分別為組織成員針對個

案涉及之標準必要專利的 FRAND 具體義務請求法院予以裁斷，抑或

是標準必要專利之權利人因組織成員未接受其等所提出之授權條件

而擅自實施該標準技術，而向組織成員提起侵權訴訟。前者的訴訟標

的，實乃繫於標準必要專利之權利人與標準制定組織所訂定的附帶

FRAND 授權義務之協議，鑒於該組織成員屬於契約中利益第三人性

質所指涉的客體，從而，組織成員係執此協議向法院請求確認 FRAND

義務的具體內容並且透過判決形成雙方的授權之法律關係。反之，後

者則係專利權人針對未經其同意而實施之侵權事實，主張其所具備之

法定排他權和請求相關之損害賠償。惟，後者態樣中專利權人和侵權

者之間實存有 FRAND 義務，故於後者的侵權訴訟的損害賠償之範圍

雖會參酌合理授權金的計算方式，實則，應將 FRAND 義務之內涵，

以及其性質上係假想雙方乃立於商業談判之情，同時納入裁判考量中。

是故，侵權訴訟原則上雖然損害賠償金額應高過於合理授權金1148，

並且亦得依法申請禁制令(injunction)1149，然而，法院實務見解和相關

論者皆認為個案事實中倘若涉及意定 FRAND 義務，實應異於一般侵

權訴訟以資處理1150。 

 

2.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案之介紹 

實而，美國法院實務就侵權訴訟中合理授權金之計算，多依循

Georgia-Pacific Corp. v. United States Plywood Corp一案所提供的十五

個判斷標準1151，並且依照侵權之時作為認定的基礎。惟，於 Microsoft 

                                                       
1147 Id. at 9, 12-13.   
1148 35 U.S.C. § 284, ʻ…damages adequate to compensate for the infringement, but in no event 
less than a reasonable royalty for the use made of the invention by the infringer…ʼ 
1149 35 U.S.C. § 283, ʻ…may grant injun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equity to 
prevent the violation of any right secured by patent, on such terms as the court deems reasonable. ʼ 
1150 Hovenkamp, supra note 1142, at 9, 11. 
1151 Georgia-Pacific Corp. v. United States Plywood Corp., supra note 1065, at 1120, “ 
1. The royalties received by the patentee for the licensing of the patent in suit, proving or tending to 
prove an established r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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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 v. Motorola, Inc.一案實因標準必要專利而涉訟，其中，原告

Microsoft公司乃先向法院提起確認RAND義務和形成授權關係之訴，

而被告 Motorola 則反訴其一侵權訴訟和申請禁制令，接著，原告則

改以被告所申請的禁制令實違反 RAND 義務而主張被告違反契約而

構成債務不履行之情。於地方法院的見解中，不僅未依循同案繫屬於

德國法院所裁定的禁制令，而僅裁定核發一暫時性禁制令(preliminary 

injunction) 1152 ， 並且將本案定性為因契約而涉訟 1153 ，並以

Georgia-Pacific Corp. v. United States Plywood Corp的合理權利金分析

因素作為具體化 RAND 義務之參考原型並予以變體，而主要仍側重

於標準必要專利組合本身對於相關產品的技術貢獻和與其他相關授

權條件之比對，進而計算符合 RAND 內涵之權利金確切數額1154。爾

後，於聯邦巡迴上訴法院除了維持地院對於禁制令的判斷1155，此外，

就 RAND 約款之授權金計算上，亦認同地院的決定，同時闡明不應

                                                                                                                                                     
2. The rates paid by the licensee for the use of other patents comparable to the patent in suit. 
3.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the license, as exclusive or non-exclusive; or as restricted or 
non-restricted in terms of territory or with respect to whom the manufactured product may be sold. 
4. The licensor's established policy and marketing program to maintain his patent monopoly by not 
licensing others to use the invention or by granting licenses under special conditions designed to 
preserve that monopoly. 
5.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censor and licensee, such as, whether they are 
competitors in the same territory in the same line of business; or whether they are inventor and 
promotor. 
6. The effect of selling the patented specialty in promoting sales of other products of the licensee; 
the existing value of the invention to the licensor as a generator of sales of his non-patented items; 
and the extent of such derivative or convoyed sales. 
7. The duration of the patent and the term of the license. 
8. The established profitability of the product made under the patent; its commercial success; and 
its current popularity. 
9. The utility and advantages of the patent property over the old modes or devices, if any, that had 
been used for working out similar results. 
10. The nature of the patented invention; the character of the commercial embodiment of it as 
owned and produced by the licensor; and the benefits to those who have used the invention. 
11.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infringer has made use of the invention; and any evidence probative of 
the value of that use. 
12. The portion of the profit or of the selling price that may be customary in the particular business 
or in comparable businesses to allow for the use of the invention or analogous inventions. 
13. The portion of the realizable profit that should be credited to the invention as distinguished 
from non-patented elements,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business risks, or significant features or 
improvements added by the infringer. 
14. The opinion testimony of qualified experts. 
15. The amount that a licensor and a licensee would have agreed upon (at the time the infringement 
began) if both had been reasonably and voluntarily trying to reach an agreement; that is, the 
amount which a prudent licensee -- who desired, as a business proposition, to obtain a license to 
manufacture and sell a particular article embodying the patented invention -- would have been 
willing to pay as a royalty and yet be able to make a reasonable profit and which amount would 
have been acceptable by a prudent patentee who was willing to grant a license.” 
1152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871 F. Supp. 2d 1089, 1103-04 (W.D. Wash. 2012). 
1153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2013 U.S. Dist. LEXIS 161762, p17 (W.D. Wash. Nov. 12, 
2013). 
1154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2013 U.S. Dist. LEXIS 60233, p57-65 (W.D. Wash. Apr. 25, 
2013). 
1155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696 F.3d 872, 889 (9th Cir. Wash. 201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94 

全然採取 Georgia-Pacific Corp. v. United States Plywood Corp 的合理

權利金分析因素，實而，其中判斷因素確實有與 RAND 內涵存有些

許扞格之處1156。 

 

3. 法院見解之評析 

是以，對於涉有 FRAND 約款之糾紛中，有論者實贊同上開法院

之見解，認為標準必要的訂定，即是希冀在促進競爭效率之餘同時增

進組織成員近用系爭標準必要專利而言，故而，對於組織成員主張禁

制令實有違反上開之目的，並且依照 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L.C.

一案所闡釋的判斷步驟中1157，於公私益衡量上亦應傾向以不核發禁

制令為原則，而至多應限定於組織成員不接受客觀上已符合 FRAND

具體內涵之授權條件之侵權事件而言1158。 

再者，於此等侵權訴訟中，被控侵權方亦不會於訴訟過程中爭執

標準必要專利本身的有效性，並且專利權人因負有 FRAND 義務而某

程度已被剝奪獨佔之權能，從而，於計算合理授權金時，亦應將此等

因素納入考量，致最終裁斷之 FRAND 權利金應較一般侵權訴訟來的

低，實較能妥適地反映 FRAND 立基於真實交易狀態之內涵1159。 

 

(三)標準必要專利授權之合法性控制 

雖然 FRAND 約款的創立，係著眼於避免可能發生的專利劫持或專利

壟斷之情，但實際上卻可能有規範不足或仍發生違犯行為等情，實而，

主管機關和法院實有必要適度管制和介入之。於美國 DOJ 和 FTC 所制頒

的指導原則中，亦揭示產業標準的性質實得有效排除其他替代性技術，

並且尋求授權方對於標準必要技術存有近用之迫切性，以及可能已投入

相關周邊設備的購買，從而倘若欲進行調整迴避實需耗費高成本。是以，

產業標準的訂定確實造就標準必要專利之權利人能獲得較高的談判地位，

甚至可能賦予其市場力量1160。執此，當事實上有標準必要專利之權利人

不當利用優勢談判地位或其市場支配，而向尋求授權方索取明顯逾越其

真正的技術貢獻之權利金等情，除了個案當事人得透過上述請求法院確

認 FRAND 義務並形塑雙方的授權法律關係外，主管機關似偏向判定其屬

於有害市場競爭秩序而認為構成專利濫用或違反競爭1161。 

                                                       
1156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2015 U.S. App. LEXIS 13275, p39-40 (9th Cir. Wash. July 
30, 2015). 
1157 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L.C., 547 U.S. 388, 396-97 (U.S. 2006). 
1158 Hovenkamp, supra note 1142, at 14.反之，亦有論者認為不應過度剝奪標準必要專利之權利

人其禁制令的權能，否則將造成過度限制專利權人的獲利空間而有礙誘因之保障。See Damien 
Geradin et al., The Complements Problem within Standard Setting: Assessing the Evidence on 
Royalty Stacking, 14 B.U. J. SCI. & TECH. L. 144, 174-75 (2008). 
1159 Hovenkamp, supra note 1142, at 11. 
1160 Id. at 36-39. 
1161 Id. at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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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標準制定組織成員的專利狀態揭露之競爭法疑慮分析 

由於標準化後實有賦予專利權人某程度的市場地位，即便於 FRNAD 的要

求下，於實際運行上仍存有高度可能惹起專利劫持或壟斷等情事，是以，仍

需於組織訂定產業標準以及界定標準必要專利時，事前要求組織會員揭露其

等就標準技術範疇內的相關專利之權利範圍和專利申請案狀態，供外部獨立

專家擇選產業標準和必要專利時得將相關專利佈局情形納入考量1162。然而，

標準制定性質上非如專利集管般，著眼於增進一般專利授權之效率而言，而

係透過將產業標準的訂定與專利授權掛鉤，呈現目的和手段關聯性，嘗試追

求較高的效率促進之效果。實則，由於標準制定措施本身上某程度拉近了同

業業者之間的距離，並且當制定產業標準後實易提升標準必要專利之專利權

人其市場地位，從而，其中於標準訂定過程中實有高度可能發生欺瞞或合謀

行為，是故，除了實際組織運作上透過自身管理規範以及專利授權條件的設

計以茲防範外，專利濫用理論和競爭法亦有必要適度介入管制之1163。 

在指導原則中乃聚焦於標準制定組織中專利狀態揭露以及於選擇標準必

要專利之前討論協商(ex ante licensing negotiation)此二部分，其認為雖然皆能

事先趨避專利保護範圍以因應標準必要專利擇選後可能發生專利劫持之問題，

然而，卻皆存在高度違反競爭法之疑慮。首先就前者的部分，FTC 於實務上

乃認為一旦有組織成員故意於揭露期間隱匿其等擁有專利或正在聲請專利等

情事，並於選定產業標準後始提出專利權主張，且不願和解或放棄權利主張

時，則將判定構成聯邦貿易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第 5 條之

不正競爭1164。並且，有論者認為針對此情法院亦有於個案中宣告成立專利濫

用之空間1165。而後者則係原則上當組織成員揭露申報相關專利狀態後，於判

斷選定標準必要技術時實得參酌專利佈局的狀況，選擇一符合技術原因且能

減緩專利叢林和專利劫持的標準方向。然而，倘若僅單就專利數量和權利範

圍的界定稍嫌片面，畢竟，即便標準制定組織與成員乃約定應以 FRAND 的

授權基礎，但仍難限制權利金的數額。但是，一旦納入權利金範圍之上限於

授權協議中，又可能事前即阻退相關領域之權利人參與，則導致欲挑選的產

業技術已受組織外部的權利人擁有相關專利，實不利於產業標準的選擇。因

而，事前對於標準必要專利候選的授權條件予以協商之機制，實能於標準必

要專利之權利人進入組織後且尚未確定產業標準前，獲悉其等願意授權的具

體授權條件，進而在決定產業標準時更能發揮降低事後發生專利劫持之情形，

同時兼具減少整體授權成本之效果。惟，由於標準制定組織本身係包含特定

技術領域的同業，從而此等同屬領域之業者的聚會討論，實有高度惹起合謀

                                                       
1162 Lim, supra note 992, at 568-69. 
1163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00, at 34-36. 
1164 Id. at 43-45. 
1165 Mueller, supra note 1135, at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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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典型違犯競爭法的機率，並且可能造就操縱價格而有害競爭秩序1166。故而，

過去主管機關對此時乃採取推定違法的判準，然而，此等機制卻非毫無帶來

任何競爭效益的提升，亦即，提前預防和避免專利劫持的發生，是以，於指

導原則中明文轉變此部分的政策思維，改採合理原則之判斷標準，仍以實際

情形的正反面競爭效益予以衡酌考量，進而決定個案中相關機制的運作上的

合法性和妥適性1167。 

  

四、產業創新政策思維之評析 

綜上所述，標準制定組織從訂立相關組織管理規則、廣邀特定技術領域

之業者一同參與、請求組織成員揭露專利狀況、聘請外部獨立專家擇選標準

必要專利，乃至於間接要求後續運作上成員之間依照 FRAND 基礎進行授權

等一連串過程，主要實係追求創立產業標準以及促進標準必要專利之授權，

進而在達到提升產業效率和創造社會福祉的目的下，亦能避免標準必要專利

可能產生的專利劫持和壟斷之弊病。而對於技術標準制定措施的合法性控制

上，實務見解態度原則上係認為應先委由個案的組織管理和專利授權規範的

設計，以自律的方式防範標準必要專利可能產生之不當濫用市場地位等情，

而使專利濫用理論和競爭法仍然位居低度管制的第二道防線。有論者認為此

等執法意向，展現了對於標準必要專利所生的爭議，實有賴競爭法和專利法

制本身所內含的政策槓桿一同搭配，始能更適當地予以解決1168，並且同時能

夠保障研發社群的自主形塑空間而維持充分研發創新之動能1169。 

另外，對於如同專利集管般將相關技術領域之同業匯集的特性上，雖然

皆易可能引起合謀行為或造成操縱價格等阻礙創新之情形，然而，於標準制

定措施上的管制可謂更為寬鬆。質言之，相較於專利集管的推定原則，於標

準制定措施則係秉持著合理原則的判斷，維持最大限度的市場自主形成空間，

以保障相關人等投入創立和維持標準制定組織的意願1170。實而，此與本文所

採擇之低度管制方針具有某程度的一致性，並且本文認為於產業創新政策思

維下政府應能更為主動鼓勵和引導相關業者運用此等措施，進而增進研發成

果的近用和提升整體研發和產品開發之效率1171。 

 

第二目 標準化於生技產業適用之初探 

 

一、 技術標準化引入生技產業的合適性解析 

過往於產業技術標準的制定實務中，乃側重於實體產品本身的規格相容

                                                       
1166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00, at 50-53. 
1167 Id. at 53-56. 
1168 Hovenkamp, supra note 1142, at 20. 
1169 李素華，競爭秩序維護與智財權行使正當性之關係—以美歐技術標準制定按之最新發展

為例，萬國法律，第 134 期，頁 30，2004 年 4 月。 
1170 Lemley, supra note 1139, at 1947-48. 
1171 Sarnoff, supra note 235, at 1140-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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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相關製備技術之內涵，並且，於系爭標準技術上亦多無專利保護。惟，

於基因科技此等多以生物知識和生物資訊等無形資訊所建構的產業類型中，

不僅實際產品和服務之應用仍多處於研發階段或尚非普及，招致技術標準的

界定之困難，亦會因為多數研發成果皆已受數量可觀並歸屬分散之專利所涵

蓋，造就統合相同領域之研發單位的負擔增加，並且在標準組織的管理上需

有針對專利授權設計更加細緻的配套規範1172。是以，生技產業的技術本質和

專利狀態的複雜性，以及產業應用的難以預測性，似乎必然會產生相對較高

的標準化成本及失敗風險1173。然而，鑒於生技產業的發展上實受到專利叢林

和反共有之悲劇所擾，倘能引介技術標準措施促進標準必要專利的授權，並

且聚焦於產品服務品質等附加價值的競爭，實能達成產業創新發展之效果。 

是故，當引入技術標準措施能夠帶來的預期正向效應能高過相關組織創

立和維持的成本時，於產業創新的政策思維下，即得認為屬於合適的政策內

涵。甚者，政府更得進一步以經濟誘因鼓勵生技業者創建此等產業標準措施，

或透過研發經費給予的調整，增進相關學研機構共同參與的意願，進而得以

減少相關成本的支出和提升更高的創立誘因1174。 

 

二、 較佳的適用模型之提出-以合成生物學領域為例 

而在生技產業中，多數論者認為標準制度措施運用於重組基因和蛋白質

此合成生物學類別(synthetic biology)，實能收有效減卻上開技術標準擇定的高

成本之效果1175。首先，由於相關重組技術和所需的基因和蛋白質等生物材料

和資訊，於研發社群中不僅於專利授權上多採公開近用之型態，甚至多有成

立公開資料庫供相關研發單位共享1176。是以，於此領域已有現存的管理組織，

並且大多的研發單位係具有合作的意向，此實能減省創建標準化措施和召集

研發單位參與的相關行政成本。其次，合成生物之技術領域中，主要的應用

用途乃進行醫療檢測或以重組蛋白質作為治療之用，相較於其他一般的生物

科技尚因為累積創新特性而仍處於研發階段而言，重組生物技術可謂已有特

定且明確的應用方向。又，鑒於具有醫療效用的檢測和治療本身將直接適用

於人體，而有必要經過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簡稱 FDA)的審核，驗證相關產品和服務是否符合生物有效性(bioavailability)

和生物安全性(biosafety)等標準規範1177。執此，於合成生物領域中，於標準技

術的選擇上，不僅能如實務上其他產業標準的擇選般更切合實際應用狀況且

貼近未來發展脈動，亦能有效地節省預測判斷之成本和減卻判斷偏差的風險。

                                                       
1172 Alan Devlin, Improving Patent Notice and Remedies: A Critique of the FTC's 2011 Report, 18 

MICH. TELECOMM. TECH. L. REV. 539, 542-43 (2012). 
1173 Andrew W. Torrance and Linda J. Kahl, Bringing Standards to Life: Synthetic Biology 
Standard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30 SANTA CLARA HIGH TECH. L.J. 199, 204-05 (2014). 
1174 Sarnoff, supra note 235, at 1140-1142. 
1175 Id. at 229-230; Ethan R. Fitzpatrick, Open Source Synthetic Biology: Problems and Solutions, 
43 SETON HALL L. REV. 1363, 1394 (2013). 
1176 Torrance & Kahl, supra note 1173, at 202-03. 
1177 Id. at 199,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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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尚有論者質疑在生技藥品的上市審查實務上，仍多需在生物相似性藥品

(Biosimilar)的藥效品質和安全性上花費諸多心力加以審查，亦即，實際應用

上仍存在諸多技術差異，似難謂有標準必要的技術存在於其中。是以，未來

應用上應當更為謹慎且細緻地辨別適合引介的態樣領域，並且限定於特定的

技術範圍，進而期待發揮較佳的授權促進和增進競爭之社會效益。 

最後，關於專利授權條件的部分，有論者認為雖然公開資料庫的方式最

能有效地增進研發成果的利用，但倘欲要求標準組織內的專利權人皆約定不

行使排他權能或不收取權利金，亦恐害及相關研發單位參與標準化組織的初

始意願。是故，固然參與標準制定組織後始能享受相關授權利益以增加進入

市場的競爭力1178，以及自身的專利亦可能得增加其近用度以獲取較高的利潤，

惟，為促進相關業者的參與意願，於授權條件仍需採取有對價關係之 FRAND

基礎，而授權金計算上實應區分非營利學研機構和營利機構以保障學研機構

的研發能量，並適度輔以運用禁反言原則 (Estoppel)和默示授權 (Implied 

License)之概念以避免標準必要專利之權利人事後拒絕授權而阻卻相關業者

投入研發和添購相關互補性設備之意願，進而達到盡量公開近用的模式1179。 

 

三、小結 

 建立標準必要組織同時廣納相同技術領域的單位和業者，再擇選產業必

要之技術並要求對於組織會員需負有以 FRAND 為基礎的授權義務，對此法

院實務上亦傾向對於組織會員所提起禁制令採取不核發之態度，進而增加此

授權促進措施所帶來的整體正面競爭效益。此外，主管機關對於標準必要組

織的設計和運作上，亦是立基於低度管制的政策方針，除了明顯隱匿專利狀

態之不正行為外，即使對於同業之間的討論協議仍採取合理原則的判斷模式，

實有容任標準必要組織的自由型塑空間以鼓勵產業積極創建之立意。是以，

在此等授權促進措施較無構成專利濫用和違反競爭法疑慮下，實得考慮適用

於專利叢生且歸屬分散之基因科技領域中，惟，此時則需進一步檢視二者互

動間的扞格處應如何調整和改善。 

 鑒於標準必要組織的創立，實受產業對於終端產品已得明確描繪之趨向，

並已存有共通常用的必要技術，而若能建立規格化和統一性，不僅能減卻進

入市場競爭之門檻，亦能促使相關同業得聚焦於其他額外功能效率等附加價

值的精進，進而增加市場消費者福利的提升。實而，從生技產業的相關子技

術領域中檢視有符合上開特性者，實乃合成生物學此類別，蓋其等已得實際

上作為基因檢測的探針抑或是基因治療的藥物或載體，且相關醫療應用上又

需經美國 FDA 所查驗審核而有統一規格化等必要技術需近用。因此，實得以

基因重組技術所製備的重組基因序列和重組蛋白質作為標準必要措施的適用

對象，並採用有對價關係的 FRAND 基礎，除了使專利權人得獲取商業利益

                                                       
1178 Hovenkamp, supra note 1142, at 6. 
1179 Fitzpatrick, supra note 1214, at 1395-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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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回收其研發成本，並提升研發單位和業者的參與意願外，亦能減少專利授

權的交易成本，甚至善用禁反言和默示授權等概念防免拒絕授權或專利壟斷

等情，最終促成終端整合的基因檢測服務和更為有效的基因治療方法早日問

世，以帶動整體產業的創新發展。 

 

第四節 試驗免責 

 

第一項 試驗免責之介紹 

 

第一目 試驗免責之起源和意義 

試驗免責(Experimental Use)，實乃針對特定情形下未經專利權人同意所

為的實施該專利內容之行為，雖然已全然該當專利侵權的構成要件，但係透

過法律明文免除其等法律責任之謂。於 TRIPS 協議的規定中，實有明文相關

會員國得針對專利權人私益和抽象第三人之公眾利益的衡平，進而創設一排

他權主張之除外情形(limited exceptions)1180。是以，如我國即係立法創設專利

權效力不及之樣態1181，而美國則係委由法院實務創設此一免責抗辯事由和內

涵1182。鑒於此等法律效果乃要求專利權人的排他權能予以退讓，以促成該特

定情形能夠無庸洽談專利授權的情形下自由使用相關專利之技術的發明內容。

並且，WTO 亦肯認各會員國得依照自身國內對於促進科學技術進步的政策思

維，進而就該特定除外情形的範圍進行調整1183。從而，試驗免責實具有濃厚

的政策色彩，而亦可充作為一政策槓桿1184。 

美國專利實務中對於試驗免責之概念，最早起源於 1813 年的 Whittemore 

v. Cutter 一案，上訴巡迴法院的 Story 法官認為欲成立專利侵權，實需行為人

在實施相關專利技術內容時，係出自營利之目的(for profit)。反之，當行為人

乃基於追求學術知識的精進而進行實驗者(philosophical experiments)，抑或者

為驗證(ascertain)相關專利之技術內容是否具備如說明書所載其功用和效率之

目的時，即便事前事中皆未經專利權人之同意，仍不應以侵權行為相繩1185。

                                                       
1180 TRIPS Article 30. 
1181 現行我國專利法第 59 條。 
1182 See Roche Prods. v. Bolar Pharm. Co., 733 F.2d 858, 861-63 (Fed. Cir. 1984) 
1183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anada: Patent Protection of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Complaint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 164-65 (2000), available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7428d.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based on 
the notion that a key public policy purpose underlying patent laws is to facilitate the dissemination 
and advancement of technical knowledge…” 
1184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11, at 1646-48.. 
1185 Whittemore v. Cutter, 29 F. Cas. 1120, 1121 (C.C.D. Mass. 1813), “…the making of a machine 
fit for use, and with a design to use it for profit, was an infringement of the patent right, for which 
an action was given by the statute.”; “… it could never have been the intention of the legislature to 
punish a man, who constructed such a machine merely for philosophical experiments, or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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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年，Story 法官亦於 Sawin v. Guild 一案再次重申並肯認試驗免責抗辯之內

涵，實認為專利侵權的成立必將是剝奪了專利權人的合法利益(deprive the 

owner of the lawful rewards of his discovery)而言1186。是以，古典的試驗免責適

用之範圍，實乃著眼於專利制度本身政策目標內涵的實現，亦即，容任公眾

第三人得透過實施專利技術以創造學術知識，或者證明確實有如專利說明書

所載之效用，進而有效促進科學知識整體進步以及藉此確認專利有效性1187。

並且，為避免對於專利權人的商業誘因影響甚鉅，實於試驗免責中仍有必要

符合不得有營利的意圖始能適用，以達到實際適用狀況恪守前開公共利益追

求之餘，同時得兼顧保全專利權人的經濟利益。執此，如我國專利法於 2011

年修法前的試驗免責規定，實全然奠基於上開的概念意涵，而亦明文於發明

專利權效力不及於為研究、教學或試驗實施其發明而無營利行為者1188。 

 

第二目 試驗免責之實務發展歷程和現況 

 試驗免責之概念和內涵固然經由上開巡迴法院加以闡釋並經後續個案沿

用後而大致底定，惟，實際個案中對於各該要件的操作和解釋態度一稍有差

異，實將導出不同的政策思維和內涵，最終甚至可能促成大相逕庭的適用結

果。是以，下述將分別介紹對於美國試驗免責發展較為重要之判決見解，並

予以評析之。 

 

一、試驗免責不包含學名藥查驗之實施行為 

首先於 1984 年上訴巡迴法院就 Roche Prods. v. Bolar Pharm. Co.一案，法

院即揭示對於試驗免責範圍的解讀實應採取限縮(truly narrow)的態勢，認為

Bolar 此公司為預備提供學名藥之查驗登記，而前置對於專利產品進行研究和

試驗，雖然字面上似符合試驗免責之要件，但雖然其行為係屬於其專屬業務

(legitimate business)之一環，卻未落入過去前案所闡釋之出於娛樂(amusement)、

純粹的好奇 (idle curiosity)或嚴格遵循著學術目的所進行的試驗 (strictly 

philosophical inquiry)此三種特定情形任一類1189。並且，實質判斷上其行為之

動機亦不符合未有營利之目的(not insubstantial commercial purposes)，而判定

試驗免責之抗辯未成立1190。惟，同年美國國會即有因應此法院見解而通過專

                                                                                                                                                     
purpose of ascertaining the sufficiency of the machine to produce its described effects. ” 
1186 Sawin v. Guild, 21 F. Cas. 554, 555 (C.C.D. Mass. 1813), “making of a patented machine to be 
an offence within the purview of it, must be the making with an intent to use for profit, and not for 
the mere purpose of philosophical experiment, or to ascertain the verity and exactness of the 
specification. In other words, that the making must be with an intent to infringe the patent-right, 
and deprive the owner of the lawful rewards of his discovery” 
1187 Eisenberg, supra note 268, at 1074-75. 
1188 參見於我國於民國 92 年 2 月 6 日修正之專利法第 57 條第一項第一款的規定。 
1189 Poppenhausen v. Falke, 19 F. Cas. 1048, 1049 (C.C.S.D.N.Y. 1861), “It has been held, and no 
doubt is now well settled, that an experiment with a patented article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gratifying a philosophical taste, or curiosity, or for mere amusement, is not an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s of the patentee.” 
1190 Roche Prods. v. Bolar Pharm. Co., supra note 1074 , at 862-863, “…in keeping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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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法修正案，將學名藥試驗納入法明文之侵權免責範圍內，詳於後述。 

 

二、試驗免責不包含迴避設計的測試 

其次，於 2000 年 Embrex, Inc. v. Service Engineering 一案中，被告 Service 

Engineering公司乃未經專利權人Embrex的同意即自行進行迴避設計的試驗，

其中不可避免地實施了專利技術而遭原告提起侵權訴訟1191。其中，巡迴上訴

法院承繼著判決先例的見解，認為試驗免責的適用仍應採取限縮的態度，而

相關要件亦如前開所述需恪遵在未有實質營利目的之娛樂，或出於好奇或純

學術實驗之目的。而本案中所進行的迴避設計，其終端實帶有商業營利目的

(performed the tests expressly for commercial purposes)之內涵，是以，即便迴避

設計未開發成功，亦不影響其無從主張試驗免責而構成專利侵權的本質1192。 

 

三、試驗免責不再通用於學研機構所進行的實驗研究 

上開法院對於試驗免責適用的認定態度實被後續法院繼續沿用，到了

2002 年上訴巡迴法院於 Madey v. Duke University 一案變得甚至更加嚴格、限

縮。是以，該案中 Duke 大學就原告離職後所遺留的專利產品，未獲原告此專

利權人之同意而擅自使用實施，而遭原告提起侵權之訴1193。而被告實有提出

試驗免責之抗辯，原先有受到地方法院所肯認，惟，巡迴上訴法院則係推翻

了原審法院之決定。其中，該判決之主要立論基礎，首先在舉證責任的部分，

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原審錯誤將試驗免責抗辯的責任加諸於原告所負擔，並且

亦將原告於舉證侵權事實成立的情形不當錯置於其中，最終因原告無法舉證

被告不得適用試驗免責之原因，進而不當地推論被告所主張除外免責有所成

立1194。再者，針對主張試驗免責的要件上，巡迴上訴法院援引相關前案再次

申述適用時仍應維持嚴格例外的情形始得適用，而認為僅限於出於上開所述

之娛樂、純粹的好奇或嚴格遵循著學術目的所進行的試驗此三種特定情形而

已。是以，即使帶有最些微的商業使用(slightest commercial implication)，實

仍應被判定未符合除外免責之要件而無此適用1195。 

執此，本案所聚焦者，乃Duke大學未經專利權人同意所進行的實施行為，

固然被告本身屬於一非營利的學研機構，法院認為實不應單就出於教育目的

即可直接斷定不具備營利之目的。實而，法院認為相關前例並未有宣示此等

見解，而且實際上諸多大學雖然進行學術教學研究時似乎不具有商業性質，

                                                                                                                                                     
legitimate business of the [alleged infringer] are infringements for which experimental use is not a 
defense.”; “Bolar's intended "experimental" use is solely for business reasons and not for 
amusement, to satisfy idle curiosity, or for strictly philosophical inquiry.”; “We cannot construe the 
experimental use rule so broadly as to allow a violation of the patent laws in the guise of "scientific 
inquiry," when that inquiry has definite, cognizable, and not insubstantial commercial purposes.” 
1191 Embrex, Inc. v. Serv. Eng'g Corp., 216 F.3d 1343, 1346-47 (Fed. Cir. 2000) 
1192 Id. at 1349. 
1193 Madey v. Duke University, supra note 219, at 1352-53.  
1194 Id. at 1361. 
1195 Id. at 13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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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仍得因為此等研究成果的產出而獲得政府的補助和招生的順利，依此，

難謂毫無獲取利益而言1196。是故，原審法院過分注重被告的非營利和教育性

質，而忽略了實質探究個案中是否確實滿足免責抗辯的要件，更何況 Duke

大學本身的專利政策實有針對其自身所進行的研發計畫申請專利，以嘗試獲

取相關之商業利益之情1197。 

故而，上訴巡迴法院實強調試驗免責的適用上實因採取嚴格解釋趨向和

實質判斷方法，並認為得適用試驗免責的要件和事由，僅得出於娛樂、好奇

和學理試驗之目的三類。倘若非前開任一者，即便是進行是無營利意圖的專

屬業務之相關實施行為，仍將無法主張試驗免責的除外效果1198。是以，Duke

大學不得泛泛主張未經同意的專利技術實施屬於學術教育目的，而即得適用

試驗免責而無須負擔侵權責任。 

 

四、小結 

Madey v. Duke University 案對於試驗免責的認定之見解，實受後續地方和

巡迴上訴的法院實務加以沿用及肯認1199，可謂已然成為了美國晚近當代的實

務見解之基礎1200。是以，相關實務見解所揭示對於試驗免責的嚴格限縮態度，

乃恪守於僅出自於娛樂、好奇或學術試驗之目的，並且針對行為人等有無營

利之意圖的判斷上，採取後設性、週邊性之實質審查。固然於前開個案中被

告方皆係主張自身所進行的專利實施係具備學術試驗之性質，然而相關學名

藥開發查驗行為和迴避設計實屬商業營利的前置作業，而學研機構運作上則

實需向政府部門索取經費，並且經制頒拜杜法案後亦多與私人企業一同合作

而隱約連帶負有未來需進行商業應用之義務(duty of commercialize)之性質1201。

                                                       
1196 Id. at 1362. 
1197 Id. at 1362-63. 
1198 Id. at 1362, “In short, regardless of whether a particular institution or entity is engaged in an 
endeavor for commercial gain, so long as the act is in furtherance of the alleged infringer's 
legitimate business and is not solely for amusement, to satisfy idle curiosity, or for strictly 
philosophical inquiry, the act does not qualify for the very narrow and strictly limited experimental 
use defense. Moreover, the profit or non-profit status of the user is not determinative.”  
1199 Semitool, Inc. v. Ebara Corp., 2002 U.S. Dist. LEXIS 21939, pp5-6 (D. Or. Oct. 31, 2002); 
Applera Corp. v. MJ Research Inc., 311 F. Supp. 2d 293, 296-297 (D. Conn. 2004); Integra 
Lifesciences I, LTD. v. Merck KGaA, 331 F.3d 860, 863 (Fed. Cir. 2003). 
1200 此等對於試驗免責之事由採取實質認定的風氣，亦帶動我國專利法的修法。於 2011 年我

國專利法修法中，刪除了原先得適用試驗免責之「因教學且無營利之實施行為」，於立法理

由說明中揭示與 Madey v. Duke University 一案內涵類似之概念，亦即，現代之教學未必均有

非營利之公益性質，倘若僅係因為具有教學目的而一概不受專利權效力所及，實有違專利權

人之私益保障。惟，我國卻未如美國實務發展般採取限縮之立法，而仍保留非出於商業目的

及以研究或實驗目的，且將此二事由分項以保障相對較廣的試驗免責範圍。參見於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同前註 270，頁 66-69。我國論者多贊同此等排除非營利此難以判斷之要件，且尚

保障較為寬闊的試驗活動之修法，參見於李素華，論試驗實施例外及其在醫藥專利權適用之

問題，華岡法粹，第 37 期，頁 213-16，2007 年 3 月; 陳文吟, 由美國專利實務探討專利侵害

之實驗免責，臺北大學法學論叢，第 64 期，頁 29-30，2007 年 12 月。 
1201 Rochelle Dreyfuss, Protecting the Public Domain of Science: Has the Time for an 
Experimental Use Defense Arrived?, 46 ARIZ. L. REV. 457, 464-66 (2004); Boyle, supra note 236, 
at 2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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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當學研機構不在單純以學術試驗為主要業務時，於試驗免責的要件上

即難以該當非營利之目的。故，上開除外免責範圍的限縮，實際上不僅遏止

了預備開發和迴避設計的空間，並正式宣告學研機構的研究事務不再享有過

往較為寬廣之除外免責範圍1202。 

 

第二項 修法建議之政策檢討 

 

第一目 限縮試驗免責適用所生之困境 

上開法院實務對於試驗免責之認定，完全限定於遵循單純非營利學術研

究和確認檢驗專利有效性此二公共利益之目的下，似乎隱含著確保此政策槓

桿運用上係符合比例原則以外，亦帶有促進專利權人商業利益保障最大化之

政策思維1203。惟，此等政策槓桿操作所揭示的內涵，不僅恐招致專利技術公

開後學術研發社群無法有效近用而閒置，並且實未進一步闡釋在此預先防範

日後適用上不逸脫出原先公益立意的情形下，如何得以真正地促進整體科學

進步1204。申言之，過往的研發實務中，固然於諸多研發成果已有專利保護，

但實因為試驗免責之抗辯可資適用，進而增進學研機構和相關業者得免於受

專利權人可能拒絕授權的情形下，近用相關專利技術，以測試其中技術內容

並進行迴避設計或改良研發，最終造就整體技術提升1205。 

然而，此等限縮試驗免責的適用範圍，並且就學研機構所進行學術實驗

加以嚴格限制，恐導致無法有效地進行後續改良研發，實不利於高度仰賴學

研機構之技術領域而言。尤其，生物科技領域此源起自學研機構，並且至今

研發實務上仍多有賴學研機構其高研發能量的產出，再加上生物科技之固有

本質所具備的累積創新特性，亦需充足的後續改良研發所接力，始能有機會

完成商業化開發。此外，限縮除外免責後，學研機構無非需耗費成本針對叢

生且歸屬分散的專利進行檢索，更需面對高交易成本的磋商過程，在在有礙

研發創新和屬於資訊性質的專利成果的近用。是故，試驗免責適用之限縮，

實可謂對於生物科技研發進步和產業創新影響甚鉅1206。 

 

                                                       
1202 Michelle Cai, Madey v. Duke University: Shattering the Myth of Universities' Experimental 
Use Defense, 19 BERKELEY TECH. L.J. 175, 183-84 (2004). 
1203 Eisenberg, supra note 268, at 1075-76. 
1204 David C. Hoffman, A Modest Proposal: Toward Improved Access to Biotechnology Research 
Tools by Implementing a Broad Experimental Use Exception, 89 CORNELL L. REV. 993, 1037 
(2004). 
1205 Id.; Integra Lifesciences I, LTD. v. Merck KGaA, supra note 1091, at 875., “The subject 
matter of patents may be studi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it, or to improve upon it, or to find a new 
use for it, or to modify or "design around" it. …Today's accelerated technological advance is based 
in large part on knowledge of the details of patented inventions and how they are made and used. 
Prohibition of research into such knowledge cannot be squared with the framework of the patent 
law.” 
1206 Cai, supra note 1202, at 175,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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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試驗免責適用範圍調整之建議 

 

一、特別立法劃設試驗免責之實例介紹 

執此，有諸多論者認為法理上實得透過國會修法，直接調整現行實務見

解下所形塑的公私益間的界線，藉由剝奪部分專利權人之利益並移至公有領

域中，以創設更為寬廣的試驗免責範圍，進而容納特定政策目標的意旨於其

中1207。實則，此於專利法的修法實務上實曾有過，即於 1984 年提出並通過

的藥價競爭與專利權回復法案 (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Term 

Restoration Act，又稱 Hatch─ Waxman Act)中，為因應美國實務法院採取限縮

的免責範圍之見解，所可能造成相關藥品之專利期間屆滿後，其他業者始能

開始著手進行查驗登記的相關試驗，進而不當創造相關專利權人享有實質延

長的市場獨占期1208。是以，國會透過修訂專利侵權之免責事由，在符合為求

通過 FDA 查驗檢核所進行學名藥開發和試驗等資料提出的合理目的下，相關

廠商實能不經專利權人同意下實施相關專利技術所保護之技術方法和發明內

容，包含以分子生物學方法製備相關生技藥物，進而希冀學名藥(Generic drug)

能夠俟相關藥品專利期間一屆滿後即得上市，以促進整體藥品價格的有效競

爭和追求醫療服務的廣泛近用1209。 

 

二、於專利法明文較為寬闊的試驗免責之建議 

依此，多有論者認為得參考此於專利法中明文劃設較為寬廣的試驗免責

條款，進而因應生物科技專利本身的特殊性，包含高度依賴基礎學術研究的

產出，以及累積創新性所導致的磋商成本高昂和授權金堆疊等情。是以，多

有論者提出應將政府所屬和非營利之學研機構所進行的試驗直接劃歸於除外

授權之範疇內，進而保障科技發展所必要之基礎學研能夠持續運行和產出。

                                                       
1207 Janice M. Mueller, The Evanescent Experimental Use Exemption from United States Paten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Implications for University and Nonprofi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56 
BAYLOR L. REV. 917, 947 (2004); Ruth E. Freeburg, No Safe Harbor and No Experimental Use: Is 
It Time for Compulsory Licensing of Biotech Tools?, 53 BUFFALO L. REV. 351, 403-04 (2005). 
1208 Integra Lifesciences I, LTD. v. Merck KGaA, supra note 1199, at 866-67. 
1209 35 U.S.C. § 271(e)(1), ʻ It shall not be an act of infringement to make, use, offer to sell, or sell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 patented invention (other than a new 
animal drug or veterinary biological product (as those terms are used in 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and the Act of March 4, 1913) which is primarily manufactured using 
recombinant DNA, recombinant RNA, hybridoma technology, or other processes involving site 
specific genetic manipulation techniques) solely for uses reasonab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submission of information under a Federal law which regulates the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drugs or veterinary biological products. ʼ 惟，法院實務的解釋上實緊遵供 FDA 查驗之試驗和資

料提出之目的，並非泛泛通用於任何試驗中，實亦否決開發新用途之適用空間，可謂仍採嚴

格解釋之立場。See Integra Lifesciences I, LTD. v. Merck KGaA, supra note 1091, at 867, “It does 
not, for instance, expand the phrase "reasonably related" to embrace all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merely because those new products will also need FDA approval. Thus, § 
271(e)(1) simply does not globally embrace all experimental activity that at some point, however 
attenuated, may lead to an FDA approval process. The safe harbor does not reach any exploratory 
research that may rationally form only a predicate for future FDA clinical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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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為適度衡平專利權人之利益，有論者認為未經專利權人同意而實施之

研發單位，得透過簽署聲明書(waiver)，擔保對於試驗後的結果立即公開而放

棄申請專利，亦或是就其中的研發產出申請專利後願意以非專屬授權和合理

授權金基礎對外授權之1210。 

另有論者認為，應當針對試驗標的之性質區分一般研發成果專利和研究

工具專利，前者本身可做為研究實驗之標的，應得主張試驗免責。反之，後

者的研發成果功能上即係作為輔助研發進行和增進研發效率而言，為保障此

等專利之權利人之商業誘因，除非該研究工具本身無其他替代可能性，實不

應就此主張試驗免責1211。並且，就試驗行為是否具備營利之目的，則係改著

眼於個案試驗行為中相關研發者的智識程度、投入試驗的資源規模，以及試

驗結果本身是否有傾向產品開發等因素，進而有效納入後續研發鼓勵之思維

於其中1212。 

此外，亦有相關論者提出實得參酌著作權法中合理使用(fair use)之規定，

認為除外免責的適用範圍應立法明文涵蓋驗證專利技術的有效性、改良研發、

迴避設計，抑或是為醫療行為等之目的而言，並且，判斷合理與否時應摒棄

過往判斷個案試驗中是否具備商業營利之目的，而改採如著作權法般側重於

試驗標的和後續研發成果之間的質變關係(transformative)，一旦判定有較高成

分的創新因素，實能在結果上更趨向免責適用。此外，專利權人本身的專利

授權意願和相關市場因素亦應作為合理判斷因素之一。最後，為求公共利益

和專利權人私益的平衡，認為即使試驗人最終未符合除外免責之適用，法院

應採取試驗人支付一定之損害賠償金而不應以禁制令相繩，進而避免影響整

體研發創新的發展1213。 

 

第三目 本文之政策評析 

 

一、試驗免責限縮的脈絡背景 

                                                       
1210 Dreyfuss, supra note 1201, at 471-72. 
1211 Eisenberg, supra note 268, at 1078, “Research use of a patented invention with a primary or 
significant market among research users should not be exempt from infringement liability when the 
research user is an ordinary consumer of the patented invention”; Integra Lifesciences I, LTD. v. 
Merck KGaA, supra note 1199, at 877-78, “…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stinction between research 
into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closed in patents, and the use in research of patented products or 
methods… A research tool is a product or method whose purpose is use in the conduct of 
research… It is as subject to the patient right as is any other device or method, whether it is used to 
conduct research or for any other purpose. Use of any existing tool in one's resear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study of the tool itself.” 
1212 Hoffman, supra note 1204, at 1039. 
1213 Maureen A. O'Rourke, Toward a Doctrine of Fair Use in Patent Law, 100 COLUM. L. REV. 
1177, 1205-09 (2000); Mueller, supra note 1207, at 975-79; Nicole M. Sigurdson, Reforming the 
Patent Act to Accommodate Biotechnology: Balancing Innovation with Public Access, 2011 MICH. 
ST. L. REV. 1367, 1396-1402 (2011); 李素華和謝銘洋，生技醫療產業所面對新興專利課

題——基因檢測、細胞治療與基因治療之專利保護與權利限制，台灣科技法律與政策論叢，

第 4 卷第 2 期，頁 94-95，2007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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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修法意見係針對現今法院實務就試驗免責限縮所生之對策，係著眼

於避免於適用上因為要件的嚴格認定所生之抑制基礎學研進行和窒息整體研

發創新之動力。惟，固然相關意見似能預防或解決當下可能發生的問題，卻

因為忽略實務限縮試驗免責於基因科技領域中的發展脈絡，並且試驗免責亦

非當前最佳的因應槓桿，甚至將可能衍生其他之問題。是以，法院實務之所

以會嚴格限制除外授權的適用，除了導因於盡力保障專利權人的商業誘因之

政策思維外，實有論者檢討認為實有三個環環相扣之因素而促成此情，分別

係生物科技本身的技術本質使然造成諸多成果不符專利適格性或專利要件、

拜杜法案制定後造就學研機構商業營利色彩漸濃，以及經濟促進政策促進將

無體資訊予以私有化。 

實而，上開等因素加總後導致生物科技之研發社群已然接納了專利誘因

制度，卻有諸多成果因無法專利化而被迫選擇公開成為公共財，實僅有些微

得以成功申請專利保護之，此時，唯有加強對於此僅存的專利的誘因保障，

始能維持整體技術領域的創新發展動能1214。此外，無論學研機構或私人企業

於從事試驗實具高度隱密性，倘若專利技術和產品本身亦具備得自行複製實

施之性質時，將造就專利權人難以發見相關侵權事實，並且因為生物科技的

累積創新特性，以至於提起侵權訴訟所獲得之利益多遠不及於成本，甚至亦

可能將與學研機構之間的合作情誼破壞殆盡1215。有鑑於此，試驗免責的限縮

適用，除了能夠適度反映現今學研機構和私人企業的同質化而平衡雙方的競

爭基礎1216，亦得改變專利權人和從事試驗之研發單位的談判模式(alteration of 

the patent bargain)，即藉由無從主張免責提升相關研發單位尋求與專利權人洽

談專利授權之意願1217。 

 

二、試驗免責擴張建議的適用不確定性和前提事實的誤認 

於前揭的相關修法建議中，為了創設出符合公私益衡平並貼近基因科技

之技術性質的規定，使用諸多抽象要件以嘗試細緻化個案適用狀況，並將判

斷留待法院加以補充，實則，此不僅於適用上難以明確地或妥適地事前區分

系爭生物科技專利係屬何種成果類型，並且在後續改良成果的技術貢獻亦難

以量化判斷，再者，專利權人不願授權予直接競爭者等亦可能出於商業策略

考量而具有某程度上的正當性。依此，上開綜合判斷之相關因素本身的不確

定性，將衝擊相關規範適用上的可預見性，進而阻卻相關研發者和投資著的

研發投入意願1218。 

此外，上開修法意見所因應的基礎學研和後續改良無從進行之困境，實

而，其發生之前提乃繫於相關研發單位無法獲得專利權人之授權同意。雖然

                                                       
1214 Dreyfuss, supra note 1201, at 462-66. 
1215 Cai, supra note 1202, at 185-86, 188. 
1216 Miller, supra note 1030, at P28. 
1217 Mueller, supra note 1207, at 947; 陳文吟, 如前註 1092，頁 21-22。 
1218 Cai, supra note 1202, at 19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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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專利基於其等固有技術本質而造就專利叢生和歸屬分散，將導致需

耗費較高的搜尋檢索成本和磋商成本以及負擔權利金的推疊，甚至需面對可

能產生的專利劫持和壟斷等問題和風險。惟，從相關實證顯示研發社群現仍

保持著公開近用之風氣，並且基於累積創新特性使研發社群的利益皆導向日

後成功完成商業化開發之目標，促成更多的內在合作關係。故而，實無透過

國會修法此高成本之措施以因應尚未真實發生的研發創新受阻等情之急迫性

和必要性1219。 

 

三、試驗免責作為因應基因科技專利的授權問題並非適宜 

固然，於實際上實有發生些許個案如 Myriad 公司拒絕授權相關 BRCA 1/2

基因專利予其他學研機構和醫療院所，進而阻礙了乳癌研究的進行和相關醫

療服務的近用，但是相較於試驗免責而言，其他可資適用的行政管制手段，

如拜杜法案的介入權或競爭法所內涵的強制授權措施，實能個案判斷並剝奪

專利權人的自主權限以促成與研發單位的授權法律關係，而非如試驗免責般

直接劃設一除外授權之範圍，實將壓縮相關專利之權利人的商業利益，恐造

成整體技術產業發展的誘因低落1220。 

 

四、小結 

承上所述，本文認為試驗免責本身透過劃設除外授權之抽象範圍，在要

件的判斷上所生之不確定性，實不利於專利權人的誘因保障和研發者的侵權

風險防範，可謂造就雙輸之局面。實而，本文認為適用生技產業創新發展之

政策思維，仍因立基於增進專利誘因保障和促進專利成果廣泛近用，從而，

在現今試驗免責的限縮見解下，已有效達成避免專利技術可能因為適用上漏

洞而遭搭便車並減少權利金之收取，另一方面則應透過專利促進措施和低度

的管制方針以提升整體研發社群的公開近用比率，藉此達到基礎學研和改良

研發仍能以支付一定授權金後持續運行，並有效分擔專利權人和研發者之間

的研發風險和成本，進而最終共享日後成功開發商業應用之利益。除此之外，

生物科技專利多具備的研究工具性格，本質上實係將主要專利授權客群設定

於從事研究開發的學研機構和私人企業而言，並且一旦擴張試驗免責得主張

之範圍，則難以平衡權利人和後續創新者雙方之間的利益，無異造成相關成

果即使專利化後仍帶有高度公共財之性質，實與專利誘因制度相違背，甚至

可能因為適用上的不確定性衍生更多的爭議1221。故而，本文並不贊同上開試

                                                       
1219 Wolrad Prinz zu Waldeck und Pyrmont, Research Tool Patents after Integra v. Merck - Have 
They Reached a Safe Harbor?, 14 MICH. TELECOMM. TECH. L. REV. 367, 445-46 (2008). 
1220 Miller, supra note 1033, at P51; HARACOGLOU, supra note 391, at 46-47.另有論者認為較佳

的解決方式似為採取著作權法般的合理使用規範，亦有提及得透過主管機關訂定研究工具之

授權處理原則或契約範本，甚至希冀專利權人能夠自主採取公開共享之情。李素華，如前註

1200，頁 220-223。 
1221 Freeburg, supra note 1207, at 407-08; 李素華，如前註 1200，頁 220-223。惟，此論者認為

較佳的解決方式似為採取著作權法般的合理使用規範，亦有提及得透過主管機關訂定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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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免責修法之見解，而認為應當持續維持現今限縮除外免責之政策思維，並

應將專利授權困境留待其他專門職司授權爭議解決之政策槓桿與以因應，較

為妥適。 

 

第五節 強制授權 

 

第一項 強制授權之意義 

 

第一目 強制授權之內涵 

專利制度的創設，係立基於鼓勵創新和產業發展之政策目的，透過將技

術思想和內容此等資訊明文劃歸為無體財產權之範疇，並賦予法定的排他權

能使權利人能夠就相關技術內涵之資訊自由地進行使用、收益和處分，而成

為私有財產標的之一環而正式脫離過往公共財之性質。惟，雖然專利權之權

能亦如同其他私有財產權般，得以全然排除他人的實施和近用，甚至，美國

專利法亦於 1988 年明文增訂第 271(d)條第 4 款，將拒絕授權列入專利權正當

行使之態樣而認為不構成專利濫用之情1222。但是，鑒於專利保護之技術對象

不僅包含提升人類生活福祉的產品技術，亦因為生物醫藥技術實高度涉及公

共衛生的追求，此時，專利權人的拒絕授權行為實可能導致技術壟斷或產品

價格上漲等情，而似與專利制度原先立意之目標有所偏異或牴觸。故而，專

利制度雖賦予發明人專利權，使專利權人有機會得針對所保護之技術對象運

用排他權的功能拓展專利授權或進行商業化應用，以回收研發成本甚至賺取

利潤，但是，實際運作上卻可能因為拒絕授權所生之不當壟斷，造成阻斷後

續改良精進的研發進行，以及減卻產品服務的市場競爭。是以，專利權的排

他權能本身的運用，正是鼓勵研發創新之立意與後續所恐生阻礙創新發展二

者處於緊張關係之原因。 

從而，於各國專利制度的設計上，實多有創設強制授權(Compulsory 

licensing)措施，乃係針對專利權人所為之拒絕授權情事，於符合特定情形下，

藉由剝奪和限制權利人的使用、收益和處分權能中的選擇相對人締約之自由，

直接創設專利權人與特定第三人之間的授權法律關係，某程度抑制專利排他

權所可能產生的不利結果，進而增進後續改良研發的順利運行和減輕拒絕授

權所生之遲延和成本1223。其中，發動強制授權之特定要件，主要係立基於專

                                                                                                                                                     
具之授權處理原則或契約範本，甚至希冀專利權人能夠自主採取公開共享之情。 
1222 35 U.S.C. § 271 (d), ʻ No patent owner otherwise entitled to relief for infringement or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of a patent shall be denied relief or deemed guilty of misuse or illegal 
extension of the patent right by reason of his having done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4) refused 
to license or use any rights to the patent; ʼ 
1223  Richard Li-dar Wang, Biomedical Upstream Patent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Case for 
Compulsory Licenses Bearing Reach-Through Royalties, 10 YALE J.L. & TECH. 251,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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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權人之私益的保障與促成授權後所追求之公益的利益衡量之法理，當後者

明顯大於前者時，強制授權之發動始符合合法性和適當性。是以，強制授權

本身係帶有濃烈的追求公益之政策導向色彩1224。當然，若能妥適地設定雙方

的授權條件，不僅能提供受限制之專利權人一定的補償，更能適切地調整個

案中公益和私益的衡平，以增強強制授權措施運用上的正當性基礎。 

 

第二目 強制授權之規範框架 

就國際協約中關於強制授權的明文規範而言，首先於 1883 年的巴黎公約

中即明文各國於制定專立法時皆得包含強制授權措施，以避免專利權人濫用

專利權之不利益結果的發生，如造成研發或產品製造停滯受阻(failure to work)

之情1225，並且該強制授權形式應為不可移轉性之非專屬授權1226。再者，於

TRIPS 協議中亦闡釋得因應第三人利益的保障而合理限制專利權人的排他權

能行使，且不得過度侵害專利權人之利益1227。並且，針對強制授權措施之發

動要件，TRIPS 亦明文除了有國內重大緊急危難等類似狀況 (“national 

emergency or other circumstances of extreme urgency”)，否則尋求授權方實需符

合已付出合理的努力並經合理的磋商期間，始能於告知專利權人後進行強制

授權1228。此外，該強制授權之授權條件不僅如同巴黎公約所規定之形式1229，

並要求應恪遵於系爭專利所屬之國境內實施和使用目的1230，且當後續有產生

改良之衍生專利時，亦需同時與原專利權人進行交互授權1231。最後，強制授

權本身及授權條件的決定和補償，由於對於專利權人的限制和侵害可謂甚鉅，

實應賦予專利權人有向第三方機關如法院爭執相關決定是否合法且適當之救

濟權能1232。爾後，於 2001 年世界貿易組織之會議舉辦於多哈(Doha)，並公告

一針對 TRIPS 協議中關於公共衛生追求的宣言1233，其中主要肯認專利權的授

予和藥價的制定二者功能上確實有助於鼓勵新藥開發1234，然而，體認到國際

間公共衛生之問題實有解決的迫切性1235，從而此宣言針對 TRIPS 規定中的強

制授權措施的要件適用上提供了指引，亦即，於「國內重大緊急危難等類似

狀況」此要件，得寬鬆解釋而涵蓋公共衛生的需求，並認為會員國具有追求

增進國民健康和促進醫療近用之權利1236。是以，透過針對強制授權措施運用

                                                                                                                                                     
(2007-2008). 
1224 Qin Zhang, Patent Law and Biotechnology: A Proposed Global Solution for the Public and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9 SW. J.L. & TRADE AM. 195, 211 (2002-2003). 
1225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Article 5(2). 
1226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Article 5(4). 
1227 TRIPS Article 30. 
1228 TRIPS Article 31(b). 
1229 TRIPS Article 31(d)-(e). 
1230 TRIPS Article 31(c), (f). 
1231 TRIPS Article 31(l). 
1232 TRIPS Article 31(i)-(k). 
1233 此宣言亦被簡稱為「Doha Declaration」。 
1234 Declaration on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public health, paragraph 3. 
1235 Declaration on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public health, paragraph 1-2. 
1236 Declaration on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public health, paragraph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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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宣示，進而促使各國能較為彈性和自主地操作該措施和解釋相關之事

由，進而達到鼓勵新藥開發的同時，亦能兼顧公共衛生推廣之雙贏目的。 

依此，各國於專利法立法中實多有依循上開之框架式規範，惟，美國之

專利法卻無明文包含此等一般性強制授權之規定。是故，下述將聚焦於運用

強制授權於生物科技產業的合適性評析和檢討，最後再以創新政策思維探討

究竟應如何在介入管制之餘，仍能保有專利權的自由行使主張的空間，進而

達到專利制度對於整體生技產業的研發和產業創新產生正向之功能。 

 

第二項 適用於生技產業之政策分析 

 

第一目 強制授權之合適性和政策思維解析 

  

一、生物科技專利之強制授權適當性探討 

專利權人的拒絕授權之行為，對於生技產業本身的影響，相較於其他產

業而言，不可謂不重大。是以，基因科技之發展實受到其本身所內含的累積

創新特性所主導，亦即，相關研發社群中多產出屬於生物知識和資訊之研發

成果，而從研發實務的角度，後續研發改良和接力實有必要廣泛近用前人的

研發成果，始能更有效率地克服生物不確定風險，進而完成研發以接近終端

的產業利用。惟，當研發過程中面臨相關研發成果的近用受到專利權人拒絕

授權時，假若無相對應的配套措施可資因應或運用，則相關研發者不僅需嘗

試修改實驗方法的設計以迴避系爭專利之布局，抑或是調整研發方向甚至是

放棄研發。相同的情形亦會發生於後端的醫療應用上，造成能夠創造更大的

社會福祉之終端整合產品難以問世。依此，生物科技專利之權利人的拒絕授

權，實會消耗生物科技之研發動能並徒增研發成本，可謂極不利於整體生物

科技產業的研發創新和產業發展，是以，實需強制授權措施以茲因應進而創

設排除專利屏障之近用管道1237。 

然而，倘若擴張運用強制授權措施時，雖然能夠有效地解決上開之問題，

卻可能因為相關競爭者得透過此措施獲得實施專利技術之機會，而破壞專利

權人原先的商業策略，而造成營收利潤不如預期，甚至無法回收研發成本1238。

實而，恐造成研發單位不再願意投入研發或轉向以不公開之營業秘密保護之
1239。另外，在強制授權措施的運用上，實可能因為主管機關或法院於斟酌發

動要件以及後續的授權條件和權利金計算時，無法適切地反映出個案事實和

交易實務現況，而衍生造成專利權人的權能和商業誘因的不當限制1240。此於

                                                       
1237 Wang, supra note 1223, at 321-22. 
1238  Rai, supra note 223, at 842-44. 
1239  Tonya Trumm, Expansion of the Compulsory Licensing Doctrine?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Inc. v. Eastman Kodak Co., 24 IOWA J. CORP. L. 157, 166 (1998). 
1240 Zhang, supra note 1224, at 21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11 

生物科技產業中，基於需投入鉅額的研發經費以及面臨的生物不確定風險之

特性上，倘生物科技專利之權利人無法運用拒絕授權有效促成較佳的授權條

件或提升產品價額，可謂不利於其等回收研發成本，進而導致其等不採用專

利法制而轉向以無需揭露之營業秘密保護。是故，一旦不當地操作強制授權，

恐造成技術成果之公開揭露誘因低落，實而，此情將與生物科技的累積創新

之研發特性更為違逆1241。 

故，針對上開專利之拒絕授權和生物科技發展之間的互動，以及對於強

制授權措施的發動與否的正反論辯，實而，若能妥適地適用強制授權措施，

應能同時兼顧研發之誘因保障和促進產業創新之目的。從而，尚有諸多論者

對於強制授權措施應如何調整提出相關之建議，如下詳述。 

 

第二目強制授權相關建議之分析 

 

一、於專利法中納入一般性強制授權規定之建議 

除了依循現行法規範並適度擴張強制授權的實施之建議外，亦多有論者

援引外國立法例中於專利法納入一般性強制授權之規範和相關適用情形，認

為得作為美國專利法之立法參考。有以歐洲聯盟指令中納入 TRIPS 的內涵1242，

廣泛要求聯盟會員於專利法中明文一般性強制授權規定1243，並特別明文生物

科技成果之之生物材料專利部分的強制授權規範，並側重於基因改良植作物

上，認為需經過尋求授權未果(unsuccessfully to obtain a contractual license)之程

序後，始能對於相較於其他替代性技術而言具有顯著技術進步並涉及高度經

濟效益(significant technical progress of considerable economic interest)之專利，

支付一定合理之權利金(payment of an appropriate royalty)，始能獲得一附帶對

於後續衍生改良專利之交互授權條款之非專屬專利授權1244。而德國更將此等

規定擴張涵括至一般性生物科技專利1245。而於澳洲和加拿大等國，雖然未特

別針對技術類別制定強制授權規定，但於其等專利法的一般性規定之內涵實

與歐盟指令相類似，並且亦多有實施於生物科技專利之實例1246。實而，畢竟

生物科技領域本身即涉及疾病之病理機制的研究，從而相關研發成果之產業

應用上亦指向醫療衛生，從而不論於立法上特別明文生物科技專利亦或是透

過公共衛生之公益追求，實而皆能落實適用於生物科技專利而言。 

                                                       
1241 Id. 
1242 Directive 98/4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6 July 1998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bio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Recitals (12) (OJ 1998 L 213). 
1243 Jerome H. Reichman and Rochelle Cooper Dreyfuss, Harmonization Without Consens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Drafting a Substantive Patent Law Treaty, 57 DUKE L.J. 85, 117 (2007) 
1244 Directive 98/4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6 July 1998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bio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Article 12 (OJ 1998 L 213).  
1245 See Schmieder, supra note 223, at 214-15. 
1246 See Dianne Nicol and Jane Nielsen, The Australian Medical Biotechnology Industry and 
Access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s for Patent Law Development, 23 SYDNEY L. REV. 347, 
369-372 (2001); Zhang, supra note 1224, at 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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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針對強制授權之技術標的需具備一定之技術和經濟重要性，係為

求強制授權之行為手段與欲達到的公益目的二者呈現更為緊密之關聯性，但

有論者認為得將強制授權措施作為促進整體生物科技專利之近用，從而得放

寬解釋標的專利之性質，以改造現今各國實務上鮮少運用強制授權之現況，

進而促進整體生物科技專利的授權進行1247。 

 

二、對於強制授權適用於生技產業之評析 

然而，對於上開的強制授權條款之細緻內容是否適合生物科技產業的技

術及產業本質和發展，亦存有諸多批評和建議。就強制授權發動之程序而言，

其要求尋求授權方需完成與專利權人進行事實上磋商的先行程序，其雖係保

障專利權人得以被剝奪權利行使自由前能夠有一緩衝之機制，但此等前置程

序於商業實務上仍可能洩漏了與專利權人處於競爭關係之尋求授權者的商業

策略布局1248。另外，為增加強制授權此侵益行為的必要性，尋求授權人授權

遭拒後，仍需俟一合理期間始得提出強制授權之申請，以等待所屬技術領域

是否能產出替代欲申請強制授權標的之技術，惟，鑒於此等合理期間於實務

認定上存有落差，並且於主管機關作出決定時又再經過一定的時間而恐造成

後續研發的遲延而有礙技術進步1249。 

此外，在合理的授權金計算中，雖然多有批評實務採取的權利金數額有

過低而阻卻研發動力或佈局專利之情1250，但亦有論者認為生物科技專利的價

值仍應反映其技術貢獻1251，且於強制授權後相關潛在被授權人亦能以同樣授

權條件締約增加授權，實並未當然有損害專利權人之商業誘因而言1252。惟，

於此等正反方論辯中，多有論者認為於強制授權措施中附帶延展性授權條款

實屬折衷且合適之方法，並且於授權初始得先支付一筆定額之權利金幫助權

利人適度回收成本，爾後於近用相關成果確實有成功進入市場為商業化時，

再針對相關營收額酌收一定比例，實能更精確地評估生物科技專利的價格，

且有效地衡平專利權人和尋求授權者之間的利益1253。 

 

三、美國國會仍未對於生物科技專利強制授權有所回應 

固然上開正反方之建議，似能勾勒出一較為符合生技產業特性之政策方

針，乃適度寬鬆解釋以增加對於生物科技專利之強制授權發動的可能性，並

                                                       
1247 Schmieder, supra note 223, at at 217-18, 228-231. 
1248 See Id. at 231. 
1249 Id. at 218-19. 
1250 Bethards, supra note 1258, at 113. 
1251 Zhang, supra note 1224, at 216. 
1252 See Schmieder, supra note 223, at 232. 
1253 Id. at 233-34.; Donna M. Gitter,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over Patenting Human DNA 
Sequ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 Argument for Compulsory licensing 
and a Fair-Use Exemption, 76 N.Y.U.L. Rev. 1623, 1683-84 (2001); Wang, supra note 1223, at 
318-321; Joanna M. Grigas, Defining Patent Eligibility by Extrapolating the Judicial Outlook of 
Software onto Biotechnology Patents, 18 SUFFOLK J. TRIAL & APP. ADV. 221, 250-251(201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13 

且輔以交易實務中多有採用之延展性授權金以計算權利金，增進相關研發成

果之近用的同時，亦能適度地衡平授權雙方之利益。甚至，此等情形下的強

制授權的規範和運用情形，實能有效因應專利劫持之情1254，並增進專利權人

的授權意願以及市場對於相類似專利之授權條件的可預見性1255。是故，上開

等情實能達到維持整體研發之商業誘因保障和成果近用以助於研發進行此二

符合生技產業性質的目標。不過，美國國會並未採取此等政策思維，而仍未

於專利法中明文納入一般性強制授權之規定，亦未將得基於公共衛生之需求

進行強制授權規定之法案明列入法規中1256。 

 

四、本文見解 

  對此，本文仍認為在基因科技專利的主張和行使，確實應當促成成果技

術內容的廣泛近用，藉此提升整體的研發效率，滿足累積創新特性，進而加

速研發鍊的續行和商業化開發。然而，為了達成此廣泛進用的目的而採取高

度的管制強度，雖然能確保近用需求均得受到滿足，惟，卻將壓縮專利權人

的商業獲益的客觀空間和主觀期待，並且忽略了技術上仍存在著一定的迴避

空間，以及研發社群普遍存在公開近用的風氣和合作共識等情形。實而，即

使現行有零星專利劫持和壟斷事件發生，甚至因上位必要研發工具受專利化

而恐產生的研發創新受阻的風險，惟，下節所敘述的法定授權之政策槓桿適

用上的政策微整，應能妥適地因應相關之近用問題。也因此，本文原則上係

贊同應促成基因科技專利的廣泛近用之適用結果，然而手段上本文認為在基

因科技專利的管制密度上不宜過度增強，而僅需採取適度的管制即可，亦即，

本文乃依循著合宜近用或可行近用的政策思維。 

故而，有鑑於下節所述美國法體系中的法定授權措施經適度調整，即能

針對基因科技專利近用問題發揮最佳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之效果，因此，本

文認為在美國專利法中雖未納入一般性強制授權措施，尚屬合宜。 

 

五、小結 

專利法中的強制授權乃政府出於公共利益目的，並衡酌其與限制私益相

比是否有優越之情，而立於高權之姿剝奪專利權人的自由締約之權限，強行

形成其與第三人之間的專利授權關係而言。固然此管制措施於 TRIPS 有所明

文且多被各國納入立法例中，且多著眼於公共衛生等公益的追求，但美國法

制中仍僅有競爭法得針對特定不利於市場機制運行之情形加以因應。是以，

多有相關論者提出應針對基因科技專利修法明文納入較為寬鬆的發動事由，

並將其訂入專利法中成為一般性的管制手段，惟，美國國會仍未有任何立法

                                                       
1254 Bethards, supra note 1258, at 111-12. 
1255 Holzapfel & Sarnoff, supra note 1070, at 220. 
1256 Affordable Prescription Drugs and Medical Inventions Act, H.R. 1708, 107th Cong. (2001), 
“ …Amends Federal patent law to grant the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he right to establish compulsory licensing (without authorization of the 
right holder) for use of patented inventions relating to health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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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對此，本文贊同應促成廣泛近用的適用結果，且相關修法建議得做為

提供競爭法下的法定強制授權發動時的參考因素，但考量基因科技專利的近

用上因存在適度的迴避空間而導致近用程度尚非均屬必要程度，並且現行社

群仍存在的高度合作風氣，故本文認為雖無專利法的強制授權條款，但仍能

由借助本文提出的政策模型套用至其他法定授權措施，即能因應解決相關基

因科技專利的劫持壟斷問題。 

 

第六節 法定授權 

 

第一項 美國競爭法之關鍵設施理論 

 

第一目 競爭法下的法定授權之實務現況介紹 

  

一、法院實務見解 

美國之法體系中，除了專利法的拜杜法案篇章中有針對聯邦政府出資的

研發成果具備介入權外，並於特別法中對於與國防安全和航空器等相關之專

利具有強制授權規定，實未於專利法中包含一般性強制授權之規定。是以，

針對專利權人單方面拒絕授權(Unilateral Refusals to License)的情形，主要係以

競爭法作為因應基礎。主管機關將判斷行為人是否有構成市場獨佔

(monopolize)或有意為之等情1257，透過宣告違法後要求專利權人需負擔不得對

於外部第三人行使拒絕專利授權的不作為義務1258，藉此避免個案中有不當獲

取市場地位或濫用市場地位之情1259。故而，競爭法下的法定授權與專利法上

的強制授權之間的不同之處，乃後者僅係專利權人需負擔與強制授權申請人

授權之義務，倘若另一尋求授權方事後欲與系爭專利權人洽談授權遭拒，法

律上仍需再踐行申請程序。然而，前者的法定授權則因不特定第三人已受該

處分所兼及，法律上乃直接適用該法律效果而無須援引之謂。 

依此，美國法院曾對此情有作過宣判，首先為 Image Tech. Servs. v. 

Eastman Kodak Co.案中，因被告 Kodak 公司廣泛地拒絕授權相關專利和販賣

                                                       
1257  15 U.S.C. § 2, ʻ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onopolize, or attempt to monopolize, or combine or 
conspir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monopolize any part of the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ʼ(本文自行節錄) 
1258 Paul Gormley, Compulsory Patent Licens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7 TUL. ENVTL. L.J. 
131, 135-36 (1993); Carlos Correa, INTEGRATING PUBLIC HEALTH CONCERNS INTO PATENT 

LEGISL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95 (2000); Kurt M. Saunders, Patent Nonuse and the 
Role of Public Interest as a Deterrent to Technology Suppression, 15 HARV. J. LAW & TEC. 389, 
445-47 (2002).; Matthew S. Bethards, Condemning a Patent: Tak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by 
Eminent Domain, 32 AIPLA Q.J. 81, 105-06 (2005) 
1259 Saunders, supra note 1257, at 447.於 FTC的實務中會對於公司合併時要求授權相關之專利

予外部，以避免技術過於集中(concentrated)而不利於市場競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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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專利產品予原告而涉訟，法院雖然肯認排除他人實施實屬專利正當合法之

行使態樣1260，但因被告經證明確實於相關市場具有市場地位1261，並且拒絕授

權的決策中不具備主觀正當之商業事由1262，又涉及將專利權能不當延伸至非

專利產品，而被判定構成濫用市場地位1263。 

另一相關判決為 CSU, L.L.C. v. Xerox Corp.案，其中 Xerox 公司係拒絕授

權專利產品和有著作權保護之說明書予原告，而法院認為擁有專利權和具備

市場地位並非當然推定，實需由證據加以證明1264，並且於專利權的正當行使

中加入消極客觀條件，分別為不得具備「不合法之搭售行為(any indication of 

illegal tying)」、「欺瞞專利商標局(fraud in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和

「虛偽訴訟(sham litigation)」之行為態樣，而不再採取探求專利權人主觀意念

之檢驗方法1265。 

 

二、指導原則之判斷介紹 

實而，美國 DOJ 和 FTC 於 2007 年所制頒的指導原則中，實有納入此二

案做為參考，且贊同原則上仍應維持專利權並不當然推定市場地位之判斷原

則1266。然而，對於 Kodak 案就單向性拒絕授權所採取之考量專利權人的主觀

事由，由於實務難以操作且判準實不明確，並有脫逸出競爭法的典型判斷原

則之情，甚至有論者批評可能會不當擴張法定授權之範圍1267。從而，指導原

則認為仍應重視個案情形中所生的正反面競爭效益之客觀結果，而專利權人

之主觀意念則僅作為輔助判斷個案事實之用而已1268。 

再者，就專利權的正當行使態樣的判斷上，指導原則亦指出 CSU 一案透

過判決創設三種消極要件，似有過度擴張專利權正當行使的範疇，恐已不當

將運用專利權所生的優勢談判地位促成授權條件的限定(conditioned)亦包攝

於合法範圍之中，甚至忽略未符合消極要件卻有產生過度限制競爭之個案情

形1269。是以，主管機關實認為單向拒絕專利授權欲該當合法正當之行為態樣

而免於競爭法之檢驗，實應作為例外處理而加以限縮。從而，對於 1988 年該

次修法中明文承認的拒絕授權態樣，主管機關認為應限定於未有利用談判優

勢進行授權限定(unconditioned)此情，其餘者則仍可能產生限制競爭或阻礙創

新等情而實有必要受到檢驗之1270。 

 此外，主管機關亦體認到拒絕授權本身乃作為專利權人追求利潤的主要

                                                       
1260 Image Tech. Servs. v. Eastman Kodak Co., 125 F.3d 1195, 1214 (9th Cir. Cal. 1997). 
1261 Id. at 1202-08. 
1262 Id. at 1218-1220. 
1263 Id. at 1217. 
1264 CSU, L.L.C. v. Xerox Corp. (In re Independent Serv. Orgs. Antitrust Litig.), 203 F.3d 1322, 
1325-26 (Fed. Cir. 2000). 
1265 Id. at 1326-28. 
1266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00, at 22-23. 
1267 Trumm, supra note 1239, at 163. 
1268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00, at 17-18. 
1269 Id. at 18-19. 
1270 Id. at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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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並且透過擇選較佳的被授權人以及減少授權數量，實有助於被授權人

於市場競爭力的提升，進而反向回饋到收取授權金之提高，可謂具有鼓勵研

發和產業創新之效1271。惟，主管機關雖知悉競爭法於個案中實能促成類似強

制授權之效果，但其認為現行法院實務對於法定授權的操作上不僅可能須處

理授權實務上仍有需技術移轉相關營業秘密之情，且法院於計算權利金計算

亦多低於一般授權市場價額而言，從而，實可能過分限制的專利權人的商業

誘因。依此，指導原則似認為於個案中促成法定授權並非一合適的介入措施，

因而，競爭法的管制和介入中並不需為之，而係透過裁罰後促使雙方重回談

判桌，委由其等自行形成授權關係1272。是故，指導原則的意旨中似亦闡釋採

取低度管制密度的政策方針，而原則上仍容任專利權人運用拒絕授權以追求

利潤，並委由市場自行形塑授權的合作模式加以自律，除非個案情形中專利

權人已然具備市場地位並且有不當濫用之行為等情，且實際上已產生限制競

爭或阻礙創新之結果時，主管機關始會決定介入管制1273。 

 

第二目 競爭法下的法定授權之評析 

 

一、擴張現行競爭法下的法定授權適用之建議 

有論者認為現行美國法僅得依據專利濫用理論和競爭法，判定個案是否

有專利濫用行為，或是於形成市場地位或有延伸至第二市場等情，而決定是

否採取法定授權以提前預防或因應之，實有規範疏漏之情，因而主張應擴張

適用於生物科技專利。實而，當專利權人本身已然具有市場地位，卻放任其

專利權和相關技術的低度使用(nonuse)，此時，依照現行實務卻將認定此等行

為屬合法，而無從對其發動法定授權1274。但是，此等行為所造成的利用不足

的結果，必將引起供不應求而不當哄抬價格，而對於社會公共利益實有損害，

甚至導致生物科技研發效率低落而不利於公共衛生的追求。是故，有論者以

法院實務得衡酌個案中公益的需求而拒絕核發予專利權人一禁制令做為側面

立論1275，提出美國競爭法判斷上，應將拒絕授權之專利權人是否具有主觀上

限制競爭之意圖(purpose to unduly restrain trade or lessen competition)、客觀上

是否確實產生不利競爭之結果(competitive harm)，或者系爭專利與公益之間的

關聯(essential resource ne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levant market or in the public 

interest)，一同納入競爭法中考量以決定是否發動法定授權之參考1276。 

                                                       
1271 Id. at 23-25. 
1272 Id. at 22-23. 
1273 Schmieder, supra note 223, at 206. 
1274 Saunders, supra note 1257, at 434. 
1275 Id. at 441-42. 
1276 Id. at 434-36.惟，除了美國主管機關所頒佈之指導原則已不採納主觀要件為主要判准外，

亦有論者對於採納主觀要素的考量，實不僅與競爭法注重客觀結果之執法基礎相違背，亦可

能造成適用上產生高度不確定性，而過度仰賴訴訟中證據開示制度(Discovery Proceeding)要
求專利權人負擔舉證責任，實不立於專利制度的運行和專利權主張的保障。See Trumm, supra 
note 1239, at 1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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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行美國競爭法下的法定授權之政策調整 

從美國專利法中未納入一般性強制授權條款，立法機關似乎仍高度著重

於商業誘因的保護之政策思維，以極力防止研發者和投資人將研發成果躲避

專利公開而反將其隱匿不予揭露，恐造就整體技術研發無法精進之窘境1277。

此等立法者所默示的政策思維固然可能適合於其他不同產業，並且生技產業

過往至今的授權實務上確實仍多保有公開授權之風氣，似乎未有迫切之必要

特別因應生物科技專利之拒絕授權情形而立法。 

惟，於 DOJ 和 FTC 所制頒的指導原則中，實有闡釋出似得依照個別產業

情形系統性地針對發動要件予以調整之意旨1278，從而，行政機關和司法機關

除了依循現行法院實務以違犯專利濫用和競爭法時始發動之見解外，非謂不

可於發動強制授權的要件解釋上，針對生物科技專利中因拒絕授權所生極端

不利創新和競爭之個案，採擇相異卻更符合生技產業本身特性的政策內涵以

茲因應和解決，進而真正落實生技產業創新之政策目標。因此，將產業政策

納入競爭法下法定授權措施的解釋和運用中，似能對於基因科技專利的近用

問題發揮較佳的適用結果。 

 

第三目 關鍵設施理論內涵和判斷方法之介紹 

綜合上開實務見解和政策評析，有論者提出似能就拒絕專利授權之競爭

法的檢驗中，引入過往美國法院實務曾闡釋之關鍵設施理論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作為法理1279，進而在美國現行規範體制下嘗試因應生物科

技專利之授權困境1280。其中，該關鍵設施理論初始係由美國巡迴上訴法院實

務所創設，並奠基於 1912 年之 United States v. Terminal Railroad Ass'n.一案，

經最高法院於維持了對於關鍵設施理論的見解 1281 。爾後，於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merican Tel. & Tel. Co 一案則將其中之內涵加以要

件化1282，並且有論者從相關實務案例發展加以分析歸納，而認為應加入再一

判斷要素1283。依此，一旦擁有關鍵設施之權利人該當下列要件時，將被判定

構成違反競爭法之濫用市場地位，而要求權利人必須依照無歧視的基礎

                                                       
1277 Saunders, supra note 1257, at 439-440. 
1278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00, at 31. 
1279  亦有被稱為「瓶頸設施理論(Bottleneck Principle)」。 
1280 Amy Rachel Davis, Patented Embryonic Stem Cells: The Quintessential "Essential Facility"?, 
94 GEO. L.J. 205, 222 (2005). 
1281  於本案中被告 Terminal Road Association 係涉及聯合拒絕聯邦政府之鐵路與其等鐵路相

聯結，而法院認為被告基於地理和地形情狀所為之拒絕行為構成獨佔行為而違反競爭法。 
1282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merican Tel. & Tel. Co., 708 F.2d 1081, 1132-33 (7th Cir. Ill. 
1983), “(1) control of the essential facility by a monopolist; (2) a competitor's inability practically 
or reasonably to duplicate the essential facility; (3) the denial of the use of the facility to a 
competitor; and (4) the feasibility of providing the facility.” 
1283 Davis, supra note 1280, at 227-28., “(5) the market monopolized by the controller of the 
essential facility is distinct from the market for which the essential facility is a necessary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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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discriminatory terms)公開授權予第三人1284: 

(1) 系爭關鍵設施乃被獨佔者所控制; 

(2) 相關競爭者於實際上或以合理成本無法重現系爭關鍵設施之內容; 

(3) 相關競爭者欲近用系爭關鍵設施時遭獨佔者拒絕; 

(4) 獨佔者提供系爭關鍵設施乃具備事實上可行性; 

(5) 被影響之第二市場係與原先關鍵設施之獨佔者所處之市場不同，卻

係以關鍵設施為產出之必要(necessary input)。 

從而，此關鍵設施理論的內涵實側重於關鍵技術或產品本身和市場之間

的緊密關聯性，透過相關要件的檢視和驗證，確認此等關鍵設施本身的必要

性，以及於自身市場係具有一定之市場地位。並且，關鍵設施本身和後續產

品雖然分屬於不同之市場，卻因為存有垂直上下游之關係且此關鍵設施係屬

後續市場參與所必需。故而，當權利人以消極不作為之拒絕其他競爭者使用

時，實會限制後續產品市場的競爭，而對下游市場產生影響，實質上仍有構

成的濫用市場地位，而應被認定屬於違反專利濫用而受到法定授權措施所規

制1285。雖然此等理論過往係適用於實體產品而言，但專利此等無體財產權亦

具有相似內涵的排他權能，亦能如同實體產品以不予販賣般，透過拒絕授權

阻礙相關競爭者近用關鍵設施技術，影響後續產品研發市場之競爭秩序1286。 

 

第四目 關鍵設施理論應用於基因科技領域 

綜上所述，關鍵設施理論所揭示的技術或產品市場的相關市場範圍界定

及濫用市場力量認定的細緻化，實能輔助主管機關和法院對於拒絕專利授權

之個案增進認定的彈性，而更能有效地抑制預防阻礙創新和損害市場競爭之

情。實則，鑒於生物科技本身所內含的累積創新之技術本質，造就相關專利

所保護的技術標的多具有研究工具之性格，是以，從後續改良研發和產品開

發之產業鍊實具有垂直互補之關係。固然生物科技之技術領域亦可能存在得

進行迴避設計之替代性技術，但於特定新興領域中若僅有些許開創之研發成

果時，後續研發者實有必要近用之始能依循和學習相關成果之內容和經驗，

進而有效地克服生物不確定風險。 

是以，此等開創性成果可謂屬於後續研發所仰賴之標的，故而，一旦未

獲得授權近用時，相關研發者即無法繼續進行研發或擅自實施而面臨侵權訴

訟之風險。此時，實能適度利用關鍵設施理論予以認定個案中是否有符合實

施法定授權之要件，進而促使相關開創性成果之廣泛近用，促進研發得以繼

續進行以利後續商業化應用的早日問世。下述將以 James A. Thomson 所發明

且專利歸屬於 Wisconsin 校友研究基金(簡稱 WARF)之 WARF/Thomson 人工

製備胚胎幹細胞的專利，作為探討法定授權適用之實例，並以政策分析其中

的妥適性。 

                                                       
1284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merican Tel. & Tel. Co., supra note 1282, at 1133. 
1285 Id. at 226. 
1286 Id. at 228-2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19 

 

一、關鍵設施理論適用之分析-以 WARF/Thomson 人工胚胎幹細胞技術為例 

  

(一)WARF/Thomson 人工胚胎幹細胞技術的專利授權爭議之介紹 

Wisconsin 大學之 Thomson 等科學家研發透過辨識特定細胞表面的

蛋白質標記(surface marker)以純化分離並人工培養製備胚胎幹細胞之技

術和相關細胞株，經申請專利保護後即將系爭技術和相關物品等發明專

利讓與予 WARF1287。而 WARF 除了部分專利授權予 Geron 此私人公司實

施和商業化開發外1288，亦成立一 WiCell 非營利研究分設機構(WiCell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 WiCell)處理其餘部分的相關專利授權事宜1289。

其中，WARF 與 Geron 公司的授權中實要求對造必須恪遵其等協議內容

而不得有溢出原先授權範圍之行為，且不得與其他研發者合作之。另外，

於 WiCell 所採用的專利授權型態則係採取生物材料移轉協議之形式，而

尋求授權方僅得由權利人端獲取相關胚胎幹細胞之細胞株，並且每年亦

須回報使用狀況，且當後續有商業使用目的實需經其同意始得為之1290。

甚至，於專利授權中亦附帶有回頭授權之約款，請求被授權人以系爭專

利技術為基礎所後續研發之成果，抵作為部分權利金之變體1291。 

同時，基於胚胎幹細胞研究本身的生物倫理考量，美國政府曾於 2001

年頒布管制胚胎幹細胞研究之幹細胞來源和限制政府出資之研究目的等

規定1292，從而，該時期此等研究領域之研發素材來源必然趨向以人為培

養為大宗。而系爭 WARF/Thomson 人工胚胎幹細胞之專利技術和專利產

品，實屬於胚胎幹細胞研究領域中，因技術本質使然和法律創設之限制

所生必要近用性，而成為研發所需之上位研究工具而言1293。惟，系爭發

明卻受到 WARF、WiCell 和 Geron 三方所完全掌控。該時，實有諸多研

發單位對此情感到困擾，是以，為求胚胎幹細胞之相關研究能夠順利進

行且蓬勃發展，NIH 即出面與 WiCell 達成一專利授權之備忘錄。其中，

雖然仍維持得由 WiCell 直接提供胚胎幹細胞之專利產品，並且保有商業

                                                       
1287 詳細技術介紹和專利申請歷程請見第四章第五節第二項第一目以降。 
1288 WARF 和 Geron 公司之間的專利授權中，亦包含一人工誘發胚胎幹細胞發育成造血細胞

之專利技術(US 6280718 B1, Hematopoietic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pluripotent embryonic stem 
cells, filed at November 1999)，並於授權協議中限定對於 WARF 已發展出的 12 種不同細胞株

的其中 6 種，約定 Geron 公司具有專屬商業化用途之實施權能。See Amy Ligler, Egregious 
Error or Admirable Advance: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Enables Federally Funded 
Basic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2001 Duke L. & Tech. Rev. 37, 37 (2001). 
1289 Stacy Kincaid, Oh, The Places You'll Go: The Implications of Current Patent Law on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30 PEPP. L. REV. 553, 571-73 (2003). 
1290 Id. at 573-74; John M. Golden, The Embryonic Stem Cell Controversy: WARF's Stem Cell 
Patents and Tension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Approaches to Research, 38 J.L. MED. & 

ETHICS 314, 319 (2010) 
1291 Connor, supra note 1012, at 1039, 1042. 
1292 其中此等限制於 2009 年後受到適度地緩解，詳情請見第四章第五節第二目。 
1293  Shum, supra note 875 at 173-7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20 

化進行的權利，但是，此備忘錄要求其不得過度限制非以治療或診斷為

目的之基礎學術研究的進行，並且不得對基礎學研所產出的知識和資訊

主張權利。再者，聯邦出資所成立的非營利學研機構皆得依據此備忘錄

作為日後尋求授權的基礎1294。此外，當時 Geron 亦承諾願意採取合理之

授權金基礎提供予其他進行商業化使用之私人公司，以達與備忘錄規範

內容的相同目的。從而，此等備忘錄確實能夠幫助學研機構能夠近用合

法的研究標的以廣泛地進行基礎研究，以及研發單位仍能對於後續研發

之成果申請專利而保有一定之研發誘因，實得增進對於胚胎幹細胞本身

和後續發育等生物機制深入研發的意願，進而提供未來醫療應用的厚實

知識基礎1295。 

然而，此備忘錄仍然僅限適用於基礎研究類型而言，而一旦未來欲

有商業化之醫療應用時，WiCell 仍有權利拒絕授權之。實而，多有論者

認為 WARF/Thomson 人工胚胎幹細胞技術之專利實有高度可能阻礙後續

研發的進行，並可能造就權利人具有市場獨佔之地位1296。是以，有論者

建議應於備忘錄中針對此部分納入權利人負有 FRAND 義務之規範，抑

或是特別明文主管機關具有強制授權之權能1297，然而此備忘錄於日後的

修改上皆尚未有針對此部分進行增訂1298。此外，另有論者認為 NIH 應得

基於公益或公共衛生的需求，針對此等學研機構所產出的研發成果，行

使拜杜法案中明文的介入權以抑制其等專利權能的行使，促使其他研發

單位能夠廣泛近用之1299。惟，系爭 WARF/Thomson 人工胚胎幹細胞之研

發計畫，實係受到 Geron 公司提供之私人研發經費所為，且於完成研發

成果並申請專利的時點與研發計畫的更迭交互重疊，造成發動要件判斷

上實有困難且似有未合1300。故而，下述將以關鍵設施理論為立論並導入

競爭法逐一檢驗，進而審視於現有美國法規範下應如何因應此等專利之

拒絕授權。 

 

 (二)關鍵設施理論適用之解析 

 

1. WARF/Thomson 專利技術內涵屬於關鍵設施且受獨佔 

首先，於關鍵設施理論之第一個要件中，乃針對所欲檢驗之專利

                                                       
1294 Ligler, supra note 1288, at 37. 
1295 Id. 
1296  Fiona Murray, The StemCell Market —Patents and the Pursuit of Scientific Progress, 23 N. 
ENGL. J. MED. 2341, 2343 (2007); Shum, supra note 875, at 174; Kincaid, supra note 1289, at 574. 
1297 Ligler, supra note 1288, at 37. 
1298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mended and Restated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WiCell Research Institute, Inc. and Public Healt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12), available at 
https://www.ott.nih.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dfs/wicell-rev.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299 Kincaid, supra note 1289, at 589-590; Harn, supra note 895, at 557; 陳文吟，探討基因治療

相關發明專利暨其必要之因應措施，收錄於: 生物科技與專利法，頁 224-225，2011 年 9 月。 
1300 Connor, supra note 1012, at 10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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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本身檢驗是否有符合關鍵設施之意涵，並且該專利權人是否亦

已足以該當競爭法所定義之具有市場獨佔之地位。前者的部分，是

否屬於關鍵設施的認定上，實緊扣著後續產品市場的競爭元素和內

涵的影響，亦即，需以後續市場參與者若無法取得近用時，則無相

關替代技術方案可資使用，則將對於市場維持和運行產生明顯且嚴

重之阻礙。然而，當僅僅只有使其他競爭者面臨相對較差的競爭立

足點，但客觀上仍能進入市場一同競爭時，則難謂有滿足關鍵設施

之意旨1301。 

本案 WARF/Thomson 人工胚胎幹細胞之相關技術，實能夠在符合

生物倫理的要求下製備人類胚胎幹細胞株，而能夠作為基礎研究之

研發標的，亦得後續開發作為醫療檢測或治療疾病之用。而當有相

關競爭者欲投入基因檢測和基因治療之市場時，若未獲得 WARF 此

專利權人之同意，則僅能由之前的研究所剩餘或自人工受孕之受試

者所提供，以取得研發素材或得以實施之標的，不僅數量遠不如人

工培育者，甚至因為相關胚胎幹細胞與未來欲應用的人體對象的基

因型相異，將引起異源免疫反應而無法實際應用於市場中。依此，

此等人為純化萃取胚胎幹細胞並人工培養之技術，倘若權利人限制

近用時將消除後續市場幾近所有的競爭因素，是故，實具備關鍵設

施之性質。 

另外，就市場地位的部分，WARF 不單單只擁有專利權而已，而

係有透過授權予 Geron 公司和 WiCell 處理後續研發標的的提供和進

行商業化，可謂已有進入相關市場並參予商業行為。又，因為專利

所保護的技術其本質乃上位的研究工具而言，並且胚胎幹細胞和基

因治療尚屬初始研發階段，實無其他可資替代的技術存在。綜此，

WARF 此專利權人可謂已然具備市場獨佔之姿1302。 

 

2. 相關競爭者法律上無法重現 WARF/Thomson 專利之技術內容 

其次，針對實際上無法重現(inability to duplicate)系爭關鍵設施內

容之要件上，雖然法院過去實務多以字面上解釋，認為僅有技術手

段上無替代技術之存在，抑或是近用了替代技術後成果無法與系爭

關鍵技術實施後相比擬之謂1303。本案系爭之關鍵技術，雖然已透過

專利說明書公開揭露其中的技術內容，從一般生技實驗室而言，自

行重現其中之技術內涵和製備相關產品尚非難事。惟，鑒於此技術

與實施相關技術所製備培養之胚胎幹細胞皆已受專利權保護，而專

利權人實享有對於未經同意而實施之侵權者請求法院排除和要求損

害賠償之權能。故而，在檢視有無該當此要件時，固然其他競爭者

                                                       
1301 Davis, supra note 1280, at 232-33. 
1302 Id at 233. 
1303 Id at 2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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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雖能自行重現該技術內容，但卻將面臨侵權訴訟之累，仍應

將此等違法責任所生之成本予以衡酌1304。 

鑒於系爭培養人工胚胎幹細胞之技術屬於一開創性之研發成果，

雖然專利說明書有明載所採用的辨識標記蛋白等萃取方法，但於其

申請專利範圍實係以抽象字詞表示，在解釋專利範圍時仍將因其等

技術貢獻明顯超出先前技術而得寬鬆解釋。是以，在研發實務上雖

然可能往後能找尋出相異卻有相同結果之替代技術，然而不僅可能

需負擔較高的研發成本，甚至成功研發仍恐落入 WARF/Thomson 專

利的權利範疇中。 

執此，從法律責任、迴避設計成本以及促進創新此等考量綜合以

觀，應認本案技術實應有符合此要件。 

 

3. 受不具正當商業理由基礎之專利拒絕授權時則無法近用 

再者，於相關競爭者欲近用時遭拒的部分，在後者遭拒絕的部分

可謂屬於事實問題，不論是明示拒絕授權或透過主張極不合理的授

權條件誘使對方不接受，皆屬於拒絕授權之樣態。而前者的部分，

則需尋求授權方係與關鍵設施之權利人處於市場競爭之關係，具體

而言，係同位於垂直互補之下游市場。申言之，權利人於上游市場

本身具有市場獨佔無疑，但其有意進入或已然存在於下游端市場中，

而有不當運用上游的市場力量排除下游市場之相關競爭者的近用而

阻礙其等進入下游市場，此時則構成不當濫用市場地位之情1305。 

於本案中如前所述 WARF 專利權人實有分別透過 Geron 公司和

WiCell 持續進行商業化的研究開發，而過往亦有其他競爭者同樣進

行相同之研發，然而，當國家對於胚胎幹細胞的政策轉變而促使以

人工培養胚胎幹細胞的來源成為大宗後，WARF 不僅儼然成為後續

檢測和治療開發的上游，同時其他競爭者亦僅能屈身於 WARF 等之

下需要從其獲得研發標的。故，一旦此等競爭者受到 WARF 專利權

人等地拒絕授權，必將無法進入市場或被迫離去，皆對於競爭秩序

有害，從而若事實上相關競爭者確實受到拒絕專利授權之情，應認

符合此要件。 

又，本理論欲要求獨佔者提供相關競爭者系爭關鍵設施，實仍立

基於競爭法本身的低度管制特性上，而認為提供此行為必須具備事

實上可行性而不至於過分害及獨佔者之利益。從而，此要件之內涵

實需此關鍵設施授權後，權利人和法定授權之申請人等均能保有實

施之權能，依此，方能增進後續市場的競爭以符合競爭法之立意。

                                                       
1304  宋皇志，瓶頸設施理論在智慧財產權之適用，月旦法學雜誌，第 115 期，頁 176-77，2004
年 12 月。 
1305 Id at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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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若權利人的拒絕授權上係基於合法的商業理由(legitimate 

business justification)，如經法定授權後會使其改變原先的業務內容

(alter the nature of its business)，或擴張至其尚未備妥之產業領域

(expand into areas it was not already to pursue)，則得免予受法定強制

授權1306。於本案中由於關鍵設施乃一無體受專利保護之技術思想和

內容，即便促使其他競爭者得以近用時，實不影響專利保護之法律

狀態，更不影響專利權人的實際實施情況1307。況且，本案的專利權

人等早已商業布局於胚胎幹細胞的人工純化和培養外，亦有進行相

關的醫療應用的開發，而且當廣泛授權時亦能增進其授權金的收取，

實難謂有其他合理的商業理由得支持其拒絕授權之行為。故，若

WARF 專利權人實際上做成拒絕受權或提供顯不合理的授權條件，

則於此要件中亦屬該當。 

 

4. WARF/Thomson 專利之拒絕授權得延伸入胚胎幹細胞市場 

最後，關鍵設施理論係作為檢驗權利人是否有延伸其市場之地位

至第二市場之用，是以，第二市場本身應與原先關鍵設施之獨佔者

所處之市場不同卻屬於上下互補之關係。而本案中之關鍵設施技術，

依照技術和產品實能區分上下游之人工製被胚胎幹細胞市場(human 

embryonic cell cultivation market)，以及充為後續醫療研發之研究標

的的市場(Innovation market)1308。故而，當 WARF 專利權人等透過拒

絕其他競爭者近用其等技術或獲取相關胚胎幹細胞時，必將影響其

等於研發之創新市場的運行，實而，則有不當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

綜上所述，美國現行競爭法所內含的關鍵設施理論法理，實能解決

生物科技專利中屬於新興領域之開創性成果的拒絕授權之困境。 

 

(三)本文之政策評析 

 

1. 專利劫持和壟斷問題仍應由授權管制措施加以因應 

綜上所述，從美國競爭法的法院實務觀之，關鍵設施理論似能作

為因應專利拒絕授權所生阻礙研發創新和產業發展之困境，尤其是

生物科技專利中容易因為諸多技術領域尚屬研發階段而當核發專利

後則恐阻礙後續研發的進行。惟，有論者認為現今美國主管機關和

法院皆尚未採用此理論之實例，仍係導因於盡量保障專利權人的權

利主張之自主空間，以維護其等商業利益之追求，實而，乃側重於

                                                       
1306 Id at 236-38. 
1307 劉孔中，以關鍵設施理論限制專利強制授權之範圍，公平交易季刊，第 15 卷第 1 期，

頁 52-53，2007 年 1 月。 
1308 Id at 2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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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保障之政策思維上1309。甚至，有論者認為於各國現行的強制授

權的適用狀況，實有因國內產業略有差異而適用結果各異之情，實

應仰賴專利要件的提前把關，促使更有效率地解決後續衍生之創新

阻礙和競爭抑制的結果1310。對此，固然確實能夠妥適地基於技術本

質和產業發展現況調整專利保護要件，以提前預防不當核發專利權，

但是，本案 WARF/Thomson 人工胚胎幹細胞發明實屬開創性、突破

性之研發成果，本應賦予相應適當的誘因保障，始能持續維持研發

社群開拓新興技術領域之動力1311。並且，專利賦予和專利主張雖有

連動關係，但仍應區分且透過合適的政策槓桿以茲因應，較能收促

進政策目的之效。從而，面對此等開創性的研發成果專利而言，由

於其等具備上位研究工具之性格，固然有相關論者認為在其專利授

權和行使上仍應避免對其施以強制授權以維護其等誘因之保障1312，

惟，當於極端不利於市場競爭和研發創新的情形發生時，仍實有必

要發動強制授權措施以資因應1313。 

然而，由於諸多基因科技專利尚未能直接應用於商業市場，而造

成其所影響的創新市場難如競爭法一般處理市場界定、價格判斷和

對於競爭因素的損害予以量化，故而造成關鍵設施理論適用上的困

難。惟，關鍵設施理論乃合理原則之判斷方法所衍生，雖無法如同

古典競爭法處理之案例般檢視個案狀況，但其所提供的判斷重點和

考量因素，仍可作為評估基因科技專利對於市場機制和創新發展的

影響參考，以決定是否發動法定授權回復市場秩序和創新循環。 

 

2. 法定強制授權運用上並不當然發生誘因保障不足之問題 

過往主管機構亦曾在Ciba-Geigy和Sandoz公司之間的合併案中，

於審核條件中要求其等將基因治療相關之專利需依照無歧視的授權

基礎公開授權予研發社群，實則，強制授權本身實務上仍可適度運

用於生物科技專利1314。再者，當發動後實乃要求權利人依照一無歧

視的授權基礎廣泛授權予尋求授權者，實能有效降地磋商成本而增

進授權客群的授權意願，相對的收取之權利金總數額亦會隨之提高。

並且，亦有論者認為法定強制授權實際上並未如理論所言恐對於整

體研發系統造成誘因受挫之情1315。故，適度行使競爭法下的法定授

權此政策槓桿，並援引關鍵設施理論作為判斷論理依據，實能增加

                                                       
1309 Id at 243-46. 
1310 Correa, supra note 7, at 550. 
1311 Davis, supra note 1280, at 216-18. 
1312  Beardsley, supra note 877, at 522-23. 
1313 McCoy, supra note 885, at 92. 
1314 Atif I. Azher, Antitrust regulators and th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ompulsory licensing 
schemes ignoring gene therapy patients' needs, 25 U. PA. J. INT'L ECON. L. 383, 408-411 (2004). 
1315 Freeburg, supra note 1207, at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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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適用的妥適性和可預見性，進而達到解決個案授權爭議的同時，

兼顧保障權利人的商業誘因1316。 

 

3. 區分研發成果類型調整法定授權之管制密度 

是故，有論者認為政策思維上應促使聯邦政府更主動資助胚胎幹

細胞領域之研究計畫，以符合拜杜法案之介入權發動的要件，進而

得以更有效地因應胚胎幹細胞領域之研發成果專利化所生的技術壟

斷情，最終保障相關研發成果的近用和抑制商業應用的價格飆漲1317。

本文贊同此等見解，但政府經費有其窮，並且私人企業的研發能量

亦逐漸增強，實而必將有某部分的開創性研發成果將來自於非政府

出資之研發計畫，於此，競爭法實有必須做出回應。而競爭法對於

生物科技專利的規制上原則仍應採行低度的管制思維，以保障專利

權人的商業誘因和市場自主形塑之空間1318。 

然而，在具有上位研究工具性格之生物科技專利上若有拒絕授權

之情事，則實有必要透過關鍵設施理論檢驗是否不具有替代的技術

可資迴避，亦即，究竟屬於基礎上位或實驗通用型或特定問題解決

型而言，當屬於前者時，則應受較高程度的管制介入強度，實則，

實能考慮適用關鍵設施之法定強制授權1319。接著，在進一步判斷專

利權人是否已然具備市場地位且其所屬之市場與後續的市場是否存

在有上下游垂直整合之關係，當全數要件該當時則得發動法定授權，

進而維護研發創新的進行和避免產生不當濫用市場地位而有害競爭

秩序。 

 

4. 小結 

相較於專利法中的強制授權係強行形成其與第三人之間的專利

授權關係而言，競爭法下的法定授權乃立於高權之姿，課與專利權

人不得向外部不特定尋求授權方行使拒絕授權之義務，更能達到廣

泛近用之效果。實而，隨著基因科技領域接納專利制度作為研發和

產業發展的創新誘因基礎後，將因為研發成果帶有研發工具性格及

累積創新特性，造就後續創新和商業化應用有賴取得相關專利權的

授權，始得在無法律風險下進行精進或改良。是以，在追求促進相

關成果的近用，以滿足基因科技的發展特性，實有必要運用相關法

律制度所提供的政策槓桿加以因應。固然多有相關論者提出應修法

                                                       
1316 Davis, supra note 1280, at 245-46; 劉孔中，同前註 1307，頁 53-54。 
1317 Margaret Bichler, Lesson Learned: Why Federal Stem Cell Policy Must Be Informed by 
Minority Disadvantage in Organ Allocation, 27 B.C. THIRD WORLD L. J. 455, 471, 473-75 (2007) 
1318 Nicol & Nielsen, supra note 1246, 371-72; Haracoglou, supra note 391, at 103. 
1319  Adelman, supra note 227, at 1020-22.亦有論者以此關鍵設施理論檢視應用在基因序列等

生物材料的拒絕授權情形，詳見蘇柏榮, 生物材料移轉契約之研究─以財產歸屬與拒絕交易

為中心，頁 100-109，國立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2009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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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納入較為寬鬆的發動事由，但美國國會仍未有任何立法回應。

然而，美國法院過往實務曾就競爭法的適用中提出關鍵設施理論，

得作為因應專利拒絕授權的因應措施，實能考慮得引入基因科技領

域中，以解決相關專利授權之困境。 

是以，本文認為在發生專利劫持和壟斷時，實有必要運用關鍵設

施之法定授權予以克服1320，惟，仍需注意注意整體適用上的可預見

性及符合比例原則，以適度衡平專利權人的商業誘因保障。從而，

本文認為原則上仍應採行低度的管制密度，而當研發成果因技術上

或法律上所造就高度的近用必要性時，而尋求授權方確實以自行洽

談授權未果，且不具有其他方式手段可資援用如爭執專利有效性時，

則有必要依據關鍵設施理論檢視是否有符合發動之基礎1321。並且，

鑒於具備研究工具性格而難以估價，得引入延展性授權金或是回頭

授權之約款，以盡量反映該成果之技術貢獻，進而衡平雙方的商業

利益以保障研發之誘因1322。此外，相較於事後透過訴訟駁回專利權

人的禁制令申請或判定構成專利濫用等競爭法情事而言，採用關鍵

設施之法定強制授權更能有效增進事前事中實施專利技術時的合法

性和可預見性，以避免已經投注相關資源於後續研發或商業發展時

因事後訴訟結果不利而影響原先的研發商業策略的進行，實有助於

誘因保障的政策思維之實現。 

 

第二項 專責機構管理授權之權限 

 

第一目 拜杜法案之介紹與分析 

 

                                                       
1320 尚有論者評析逆均等論(Reverse Doctrine of Equivalent)此政策槓桿作為因應基因科技專

利的專利劫持等困境的優劣。逆均等論的內涵乃未經同意之實施者在侵權訴訟中，得以有進

行明顯提升的技術創作貢獻作為抗辯，進而即使落入系爭專利的文義範圍內卻仍可免除負擔

損害賠償之責任。固然此確實得適度平衡專利權人和尋求授權方的談判地位，以因應開拓發

明專利化後所進行的拒絕授權的情形，但是此政策槓桿本身的實務判斷上尚存在諸多不確定

性，並且僅適用在極為少數的個案中，甚至研究工具性格的專利技術本身即是作為被利用以

開發後續的研發成果，而非單單以增進該研究工具的功能和效率為研發目標，故在基因科技

專利的適用上尚存在些許扞格之處，且適用結果亦難以預見和信賴。故而，相較於強制授權

措施而言，並非屬於最為合適的因應政策手段。Haracoglou, supra note 391, at 48-50. 
1321  宋皇志，同前註 1304，頁 178-79。 
1322 Christopher R. Carroll, Stem Cell: The Licensing of the Stem Cell Patent and Possible 
Antitrust Consequences, 2002 U. ILL. J.L. TECH. & POL'Y 435, 463-65 (2002); Freeburg, supra note 
1207, at 412-13. 惟，有論者認為採用了延展性授權金的約款，仍將因為細部的約定事項而造

成無法衡平雙方的權益，而認為實可考慮借助專利集管或標準制定措施此等集體組織的形式，

應較能反映相關發明的真實技術貢獻，以確實保障權利人的商業誘因。吳珮琳，生物材料專

利對科技發展之衝擊及其可能管制方式之探討─以胚胎幹細胞為例，頁 129-130，國立成功大

學法學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2005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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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範內涵之介紹 

於 1980 年所制頒並納入專利法的條文中的拜杜法案，實立基於鼓勵將研

發成果進行商業開發之目的，而針對政府所屬或非營利之學研機構，於獲得

聯邦政府補助之研發經費或是有私人公司贊助所完成的研發成果，於申請專

利後將依法或依約歸屬私人公司所有，或歸屬於聯邦政府但使用收益權限委

由學研機構自行為之，進而鬆綁相關管制以增進成果專利的授權和處分的自

由度。雖然此法案有使公共財劃歸予私有之情，而與公共利益有部分違逆，

但此實側重於透過私有化增進相關投資者投入相關成果後續商業化之意願，

促使相關成果得有機會進入市場供人民消費近用，並同時帶動國內產業發展

和增進就業人口，實可謂屬於另一種公共利益追求和保障之形式1323。然而，

較有問題者，實乃拜杜法案促成諸多生物科技之學研成果適過專利制度加以

保護，而因為基因科技具有累積創新特性和研究工具性格，恐造就專利叢生

且歸屬分散之專利叢林和反共有之悲劇等情。依此，拜杜法案的規範中實有

內含賦予學研機構之主管機關 NIH 得進行事前監督管理和事後介入管制的規

定以資運用。 

就事前管理的部分，乃對於學研機構與私人企業所簽訂的合作研發契約

中，針對日後完成研發成果後權利歸屬和相關授權約定的部分，主管機關原

則上實容任雙方自主形塑之結果，惟，一旦於例外情形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時，主管機關則有權介入調整研發成果之權利歸屬狀況，進而

促成更為符合拜杜法案之政策目標的結果1324。相對地，合作研發方亦能透過

行政救濟爭執和此相關調整之高權行為是否合法1325。其中，關於例外情形之

內涵，現今美國商務部仍未對此作出統一性的行政解釋，而係委由個別學研

機構之主管機關提供自己對於此裁量基準 (Determination of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DEC)予商務部審核，實而造成各部會認定分歧之問題1326。 

此外，於後者介入權的發動上，則係針對依照雙方協議之合作研發契約

履行相關移轉歸屬和授權事宜後，就相關專利主張和行使以及實際實施相關

技術的情形中，判斷是否有 

(1) 合作研發方和專利受讓人並未開始實施專利之技術或未有於合理

期間內開始實施之預備; 

(2) 合作研發方、專利受讓人和相關被授權人於實際運作上無法合理地

符合公共衛生、公共安全或公眾使用(public use)之需求; 

(3) 合作研發契約於實際履行上或專屬授權後相關被授權人未遵循美

國國內企業優先原則。 

                                                       
1323 Peter S. Arno and Michael H. Davis, Why Don't We Enforce Existing Drug Price Controls? 
The Unrecognized and Unenforced Reasonable Pricing Requirements Imposed upon Patents 
Deriving in Whole or in Part from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75 TUL. L. REV. 631, 634-635 
(2001). 
1324 35 U.S.C §202(a)(ii), (b)(1)(2). 
1325 35 U.S.C §202(b)(3). 
1326 王偉霖、劉江彬，同前註 52，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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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有符合上開情形之一者，實能認定屬於有危害公共利益之情，而基

於公益追求增進之政策思維，發動強制剝奪專利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的權利

行使自由，並要求負有向技術發明所屬領域的尋求授權者授權之義務，避免

專利不當使用而危害公共利益1327。 

 

二、現行適用於生物科技專利狀況之解析 

關於上開法規範之適用情形，雖然條文內容實恪守於拜杜法案之促進商

業化開發之政策思維，並且適度因應與公共利益之間的衡平，似能有效彈性

運用以預防或解決專利可能產生的困境。尤其基因科技的技術和產業特性更

易引起相關專利授權困境，且部分研發成果確實係來自於學研機構，似能仰

賴此等管理機制以資防範。然而，實務運作上卻非如此，不僅事前合作研發

契約的管理鮮少有介入調整之情，甚至於事後的介入權更是完全無發動之實

例，似乎傾向將研發成果歸屬於私人企業並容任自主行使之1328，下述將分別

介紹之。 

 

 (一)合作研發契約之事前管理 

   首先，針對事前就合作研發契約的成果權利歸屬約定之例外情形，

進行調整、限制甚至剝奪以貫徹拜杜法案之政策意旨，其中之所以鮮少

適用，不僅因為相關規定為力求裁量適當和保障當事人利益而造成發動

之法定程序過於繁縟1329，且於 NIH 亦未詳加補充例外情形此實體要件之

內涵1330。實而，有論者認為此例外情形本身即難以判斷，又因為此措施

需於研發進行前發動，而基因科技本身的生物不確定性亦難以事先察知

研發成果的樣貌，故實際適用上實難以通過法定程序之檢驗1331。而從相

關文獻觀之，NIH 似乎僅適用過一例，即於 2000 年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簡稱 NCI)針對其所部分資助之「癌症剖析研究

計畫(Cancer Genome Anatomy Project，CGAP)」，就癌症細胞轉變機制中

所涉及的基因等生物資訊，為做成一予大眾近用之數據庫，不僅要求相

關研發人員不得申請專利，亦透過認定屬於例外情形而使合作研發方無

法獲取相關權利，始得最終 NCI 逕將相關研發成果公開之1332。是故，從

                                                       
1327 35 U.S.C §203(a). 
1328 Gary Pulsinelli, Share and Share Alike: Increasing Access to. Government-Funded Inventions 
Under the Bayh- Dole Act, 7 MINN. J.L. SCI. & TECH. 393, 404 (2006). 
1329 Rai & Eisenberg, supra note 134, at 293-94, 303. 
1330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 
TECHNOLOGY TRANSFER POLICY MANUAL: PHS Policy on Determinations of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Under PHS Funding Agreements,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ott.nih.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olicy/pdfs/607-Policy.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其中，此政策宣示中仍僅以法令規定中對於”例外情形”一詞的描述予以呈現，

並未加入任何其他的具體描述。 
1331 Michael S. Mireles, Jr., States as Innovation System Laboratories: California and Stem Cell 
Technology, 28 CARDOZO L. REV. 1133, 1159 (2006). 
1332 JOSEPH P. NEWHOUSE et al., FEDERAL AGENCY ROLES IN CANCER DRUG DEVELOPMENT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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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面和適用面觀之，NIH 對於在產生專利困境以前所得採取之預防管

理措施，實仍將其界定為例外發動之備用手段，而非一般廣泛通用之管

理措施而言1333。 

  

 (二)專利行使之事後介入權-個案介紹和評析 

另外，就事後發動介入權的部分，實有四例向資助機關 NIH 請求發

動介入權之案例，且皆涉及生物醫藥專利而言，分別為 1997 年的 CellPro

案1334、2004 年的 Norvir®案1335和 Xalatan®案1336，以及 2010 年的

Fabrazyme®案1337。其中，於 2013 年 NIH 針對 Norvir®案再次做出於 2004

年相同之拒絕決定1338。2013 年雖然個別個案事實稍有差異，最終 NIH 卻

皆做出不予介入之決定，至此可謂 NIH 從未有對生物科技專利真正行使

介入權之實例1339，個案分別詳述如下。 

 

1. CellPro 案 

本案係涉及用於分離純化幹細胞而辨認 CD34 抗體技術等相關專

利，其中此成果係由聯邦政府出資而由霍普金斯大學(Hopkins)所完

成之，並專屬授權予一私人公司後再轉授權予 Baxter 公司，之後亦

成功開發出 Isolex 300 System 之產品且獲歐洲之許可，並著手於美

國境內販售以打算向美國 FDA 申請上市前許可(Pre-market 

Approval)。而本案介入權之申請人 CellPro 公司，係尚於權利人

                                                                                                                                                     
PRECLINICAL RESEARCH TO NEW DRUG APPROVAL: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AND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15-16 (2005); See Rai & Eisenberg, supra note 134, at n.28. 
1333 See Jeffrey W. Thomas,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to the Bayh-Dole Act: An NIH Perspective, 
Federal Laboratory Consortium National Meeting, (2008), available at 
http://globals.federallabs.org/pdf/2008/Contractors_Thomas.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334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Office of the Director, Determination In the Case of Petition of 
Cellpro, Inc., (1997), available at 
https://www.ott.nih.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olicy/cellpro-marchin.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335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Office of the Director, Determination In the Case of NORVIR® 
Manufactured by Abbott Laboratories, Inc.,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ott.nih.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olicy/March-In-Norvir.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336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Office of the Director, Determination In the Case of Xalatan® 
Manufactured by Pfrizer, Inc., (2004),available at 
https://www.ott.nih.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olicy/March-in-xalatan.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337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Office of the Director, Determination In the Case of Fabrazyme® 
Manufactured by Genzyme corporation, (2010),available at 
https://www.ott.nih.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olicy/March-In-Fabrazyme.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338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Office of the Director, Determination In the Case of NORVIR® 
Manufactured by Abbvie,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ott.nih.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olicy/March-In-Norvir2013.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339 Amy Kapczynski, Addressing Global Health Inequities: An Open Licensing Approach for 
University Innovations, 20 BERKELEY TECH. L.J. 1031, 1087-88 (200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30 

Baxter 磋商系爭專利授權事宜時擅自實施相關專利技術而開發出

Ceprate SC 產品，並獲 FDA 查驗許可且上市販售。爾後，Baxter 公

司向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主張 CellPro 侵害其系爭專利權並申請禁制

令，而於宣判之際 CellPro 以公共衛生和公眾需求之原因向 NIH 提

出行使介入權之申請。 

 依此，NIH 主要係審酌個案中是否有符合尚未或無預備開始實

施，以及有無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之需求此二介入權發動之事由。

前者的部分，NIH 認為申請案中所指涉之權利人 Baxter，雖僅於歐

洲申請許可，但亦有於美國境內廣泛地販售和提供相關服務且長達

三年，並且有欲向美國 FDA 申請許可之計畫，故認定屬於已開始實

施。而後者的部分，NIH 雖肯認 CellPro 公司所開發之產品係具有某

程度上降低毒性之效能，然而二者產品皆仍處於未臻成熟的研發階

段，實不具備具體且迫切的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之需求。再者，於

地方法院對於敗訴之 CellPro 所核發的禁制令中，亦基於公益而有提

供三個月的緩衝期讓 CellPro 能在 Baxter 向 FDA 提出申請之期間仍

能繼續販售，減緩了禁制令對於人民醫療近用的衝擊。並且，Baxter

亦承諾一旦通過上市許可後，將承接原先 CellPro 的產品佈點持續提

供患者相關的服務。是以，對於公共衛生並未造成實質的影響。最

後，NIH 實認為申請個案中實有違逆了拜杜法案中介入權之意旨，

鑒於 CellPro 實有機會獲取 Baxter 之專利授權卻未積極尋求之，並

不當依賴介入權制度以創設其合法之基礎，倘若此情 NIH 許可核發

了介入權，必將造成專利制度中對於授權實務正常運行和商業投資

誘因保障的不利影響，恐導致未來潛在的醫藥產品和服務開發和提

供皆受到阻礙。是故，NIH 除了認為個案中並未符合介入權行使之

事由外，亦輔以對於醫藥研發創新和產業發展的整體性政策考量，

最終做出不行使介入權之決定1340。 

 

2. Norvir®案 

 本案所爭執的技術內容，乃 Abbott Laboratories 此私人公司於開

發治療 HIV 病毒所引起的愛滋病之研發計畫中，實有獲得聯邦政府

的資助，並成功開發 Norvir®此藥物，不僅能單獨作為病毒蛋白質

酶的抑制劑，或與其他藥物一同施用以增進整體醫療功用之效率1341。

而引起爭端之原因係 Abbott 對於 Norvir®等相關技術申請專利後，

相關專利授權和產品價額針對公家學研機構或私人公司和不同國別

間取價實有所差異，甚至差異高達 4 倍之多1342。此不僅產生某程度

                                                       
1340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Office of the Director, supra note 1334, at 4-8; 王偉霖、劉江彬，

同前註 52，頁 220-222。 
1341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Office of the Director, supra note 1335, at 1, 5. 
1342 Amy R. Schofield, Currents in Contemporary Ethics: The Demise of Bayh-Dole Prot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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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之效果，亦有增加病患近用之負擔，而引起國會部分議員

和非營利組織 Essential Inventions 等關注，而向 NIH 提出介入權之

申請1343。 

 NIH 就本案首先即揭示與公眾使用和優惠美國境內企業之事由

無關，而聚焦於檢驗是否已著手或預備進行使用及公共衛生和公共

安全需求上。其中，Abbott 確實有將相關藥物申請許可並經過 FDA

查驗核可上市，並亦於市場販售至該時已屆八年之久，而認定確實

已開始實施。另外，就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需求中，Norvir®實已通

過檢驗並獲得醫療院所的廣泛使用，實無相關事證顯示有任何公共

安全之需求。而藥物價格的部分，NIH 則認為此屬於商業市場的動

態反應，實不應由掌管科學知識精進的 NIH 所管制，而應由執掌市

場競爭秩序維護的 FTC 處理較為適當，並認為若欲使 NIH 管理此事

實需有國會修法授意始得為之。故而，最終認為未該當行使介入權

之事由而拒絕為之1344。 

 又，本案中於 2013 年亦有其他協會向 NIH 提出申請，認為應

對於 Abbott 公司分割後之 Abbvie 公司其所擁有 Norvir®相關專利發

動介入權，其中相關申請事由亦與 2004 年相雷同。而在此 NIH 對

於發動事由有較詳細之說明。首先，就實際實施(practical application)

的認定，NIH 除了就於美國境內的販售事實加以肯認外，亦論及於

發展中國家的使用狀況1345。再者，於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需求的部

分，NIH 除了承襲 2004 年的意見外，亦將 Norvir®於 2003 年價格

調漲至該時皆未再有變動，而認定屬於“實質滿足(reasonably satisfy)”

相關之標準1346。又，於此決定中申請人有提出專利權人並未符合公

眾使用之要件，而 NIH 實認為 Norvir®此相關藥物並未落入申請人

所舉出的相關法案所欲促成廣泛近用之目的中，或是被界定為公眾

使用所必要之技術標的，從而亦不符合發動之事由1347。最後，申請

人提供 NIH 若干對於發動介入權之建議，乃立基於防止國際間差別

取價損及美國人民之利益，以及增進醫療上重要之相關專利的近用，

惟，NIH 最終仍未採納而秉持著之前的立論立場，亦即，拜杜法案

之介入權制度並不適合用於對專利產品的市場取價做出回應，除非

有立法明文賦予此任務權限，否則仍不屬於介入權因應之範疇1348。 

 

                                                                                                                                                     
Against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s Abuses of Government-Funded Inventions, 32 J.L. MED. & 

ETHICS 777, 778-79 (2004). 
1343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Office of the Director, supra note 1335, at 1, 3; 王偉霖、劉江彬，

同前註 52，頁 223-224。 
1344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Office of the Director, supra note 1335, at 5-6. 
1345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Office of the Director, supra note 1338, at 4. 
1346 Id. at 4-5. 
1347 Id. at 5. 
1348 Id. at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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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Xalatan®案 

 本案涉及之專利標的，係作為治療青光眼的病理機制之前列腺

素(prostaglandin)的衍生化學結構物 Latanoprost，係由哥倫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和 Pharmacia 公司共同研發，並專屬授權予合

作研發方。而此 Latanoprost 爾後通過美國 FDA 的查驗核可，並從

第二線藥物漸漸提升為第一線藥物，並以 Xalatan®為名在市場販售

和醫療適用。此 Pharmacia 公司爾後經 Pfizer 藥廠所併購，且因此等

藥物的販售價額於美國境內係高於其他國別而言，而遭非營利組織

Essential Inventions 等向 NIH 申請應對於相關專利行使介入權1349。 

 而 NIH 對於此申請案的決定，實與前述的 Norvir®案幾乎如出

一轍，亦僅以有無實際實施和預備，以及公衛安全之需求加以論述。

其中亦係以 Xalatan®此藥物有經 FDA 之許可且已進入市場長達八

年而廣泛應用於醫學治療上，實符合實際實施之標準。又，因為已

有經 FDA 查驗核可而無相關事證顯示有公共安全疑慮，並且各國取

價不同實非介入權制度所需回應之課題，而無該當介入權發動之法

定事由1350。故而，最終亦是做出拒絕發動之決定。 

 

4. Fabrazyme®案 

本案所關注之疾病乃因遺傳性基因缺陷，導致患者自行製造 α-

半乳糖甘酶(α-galactosidase，α-Gal A)而產生相關病理之法布瑞斯症

(fabry disease)。而西奈山伊坎醫學大學(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有獲得 NIH 出資所進行之研發中，成功研發出得以替代

前開酵素功能之人工重組的 β-半乳糖苷酶(Agalsidase beta)以及相關

製備所使用的細胞株，並取得專利後專屬授權予 Genzyme 公司。爾

後，雖然 Genzyme 成功將該專利技術開發成 Fabrazyme®藥物且經

美國 FDA 查核許可上市，但卻因為該公司的工廠爾後遭受病毒汙染

和停電而造成生產中斷，進而無法提供充足的醫療近用予相關患者。

從而，有相關患者等人向 NIH 提出應行使介入權將系爭專利授權予

第三人，以填補現行供應下的公共衛生之缺口，惟，NIH 最後仍做

出有條件之拒絕決定1351。 

 於決定書中 NIH 實聚焦於公共衛生此法定事由的討論，雖然過

往 Genzyme 公司經專屬授權後確實有投入相關的經費繼續研發，並

順利地通過 FDA 的查驗許可，又於遭遇製造困境前皆以良好的經營

態度支撐起美國境內的相關患者之健康需求。然而，其卻係當時唯

一合法製備 α-半乳糖甘酶替代物作為治療所用之廠商，故，當其發

生製備供應受阻，則實際確實影響到相關患者的醫療近用，可謂並

                                                       
1349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upra note 1336, at 1. 
1350 Id. at 4-6. 
1351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upra note 1337, 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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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到公共衛生之標準1352。惟，由於 Genzyme 公司的製造上有不

當受污染之情實構成違反相關醫藥品製造的品質要求規定，而其於

未遭提起訴訟前即與主管機關 FDA 協商而成立一同意判決(consent 

decree)，不僅答應將聘請外部專家稽核相關製備生產過程外，亦承

諾將於另闢新的生產工廠，並希冀能於隔年經核准後得恢復原先的

供應量。此外，於此過渡期間 Genzyme 亦答應會妥善分配現有的供

應量，並定期報告恢復的執行狀況1353。固然就此協議中似乎最快仍

需俟一定的期間始能回復至原有滿足公共衛生需求之狀態，惟，NIH

考量其他從事相同疾病治療方法開發之公司皆未以系爭專利為主要

研發對象，並且對於系爭專利未經同意的實施亦即可依照 Hatch - 

Waxman 法案之安全港條款主張免責1354。再者，NIH 若行使介入權

後相關獲得專利授權之業者仍需歷經 FDA 的查驗，亦即，仍需耗費

諸多心力和時間證明所製備出的相關專利產品有符合有效性和安全

性等標準1355。執此，兩相比較下，NIH 實認為現階段無需行使介入

權，而持續監督和關注 Genzyme 公司的改善狀況後再為決定。 

 

5.評析 

 從前開 NIH 針對個別申請案的決定內容，能發現 NIH 對於拜度

法案之政策目標的理解，實多限定在促進聯邦政府出資的基礎學研

成果得以真正進入市場供消費者近用而言。而當申請案所涉及相關

專利確實已有開始商業化應用時，NIH 似認為此情已全然滿足拜度

法案之政策宗旨，即便相關專利的使用上有差別取價而可能影響市

場競爭秩序或有害國內納稅人之近用等情，卻多將此界定為市場動

態反應之一環或非屬其權限範疇而傾向不發動介入權之態度1356。 

 執此，針對介入權行使之法定事由的認定中，NIH 對於實際實

施之要件的認定上實採取寬鬆之單純文義解釋，僅以有預備或已經

FDA 之查驗許可並有進入市場之事實即為以足，而不再依據自身專

業權限深究實際供應狀況和價格制定是否能夠真正滿足相關病患之

需求1357。並且，於拜杜法案之施行細則中，實對於實際實施一詞有

進一步闡釋，認為應依照合理之條件基礎提供予大眾(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n reasonable terms)1358，但 NIH 卻隻字未提在個案中差別取

                                                       
1352 Id. at 4-6. 
1353 Id. at 4, 6-7. 
1354 Id. at 4, 7-9; 35 U.S.C. § 271(e)(1). 
1355 Id. at 5-6. 
1356 Mireles, supra note 1331, at 1158-59. 
1357 王偉霖、劉江彬，同前註 52，頁 227-28。 
1358 37 CFR §404.3(d), ʻ Practical application means to manufacture in the case of a composition 
or product, to practice in the case of a process or method, or to operate in the case of a machine or 
system; and, in each case, in each case, under such conditions as to establish that the invention is 
being utilized and that its benefits are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law or Government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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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的情形究應如何滿足此要件1359。此外，於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需

求中，多以個案事實中已通過 FDA 查驗許可而認為無此等需求，而

NIH 亦未再以自身對於國民健康和相關專利產品技術的專業了解，

詳加論述究竟個案之具體需求以及判斷標準為何1360。故，有論者認

為似乎因為介入權的行使係歸於拜杜法案之下，而受制於該法案鼓

勵技術移轉和產品開發的立意，實難以期待 NIH 改採積極主動監管

的立場1361。 

 

第二目 強化權限之立法建議與政策評析 

 

一、合作研發契約之事前管理 

  

 (一)法定程序和實體要件之檢討和調整 

鑒於拜杜法案中第 202 條所明文的合作研發契約之事前管理上，實

導因於行使之法定程序繁瑣和實體要件模糊且限縮，而造就實務鮮少有

發動之實例。有論者依據專業部門主導模式之政策內涵，認為應修法刪

除僅得於例外情形下使得發動之限制，而改以恪守拜杜法案之政策目標

的實質認定標準(substantive standard)，並亦將相關程序加以簡化且將權限

全權交由具有促進科學技術發展專業之 NIH 予以決定，進而增進行使的

頻率以落實政策目標的達成1362。實則，其乃認為在政府出資的研發成果

廣泛專利化後，實可能造成基礎研究進行的阻礙，並且亦因為生物科技

之累積創新特性，而多未能直接商業化應用，甚至實務上相關授權型態

亦多為專屬授權，更影響了研發成果的近用1363。是以，該論者認為透過

上開修法擴張事前介入之權限，促使 NIH 得事前調整合作研發契約中研

發成果歸屬約定的部分，並效仿過往的公開數據庫般避免上位研究工具

性質的研發成果申請專利，進而將相關研發成果分享予公眾，實較能符

合於生物科技的累積創新特性而維持後續改良研發能夠順利進行1364。

NIH 亦曾為了促進科學社群的進步，針對有獲得政府補助的人類基因序

列全長的人造 cDNA(full-length cDNA clone)、針對癌症反應測試的化學合

成探針和相關方法，以及特別研究癌症機制所涉及的蛋白質所製備的老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n reasonable terms. ʼ 
1359 Schofield, supra note 1342, at 779-780. 
1360 Barbara M. McGarey and Annette C. Levey, Patents, Products, and Public Health: An 
Analysis of the CellPro March-In Petition, 14 BERKELEY TECH. L.J. 1095, 1104-06 (1999).其中，此

等論者認為介入權之法定事由的認定上，可能產生就公共衛生和安全性之認定於 NIH 和 FDA
有歧異不同之意見，雖然兩者本身專業執掌事項實有不同而此情實屬正常，但 NIH 卻可能因

為避免機關間的歧見而多依循 FDA 之認定結果。 
1361 David S. Bloch, Alternatives to March-In Rights, 18 VAND. J. ENT. & TECH. L. 247, 260 
(2016). 
1362 Rai & Eisenberg, supra note 134, at 310. 
1363 Id. at 299-305. 
1364 Id. at 307, 310, 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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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模式生物等成果，指示不應申請專利以鼓勵相關發明內容和資訊自由

流通和近用1365。再者，相較於事後發動介入權，事前為之更能保障當事

人的商業佈局和相關之信賴1366。從而，此見解實欲將事前管理合作研發

契約之措施改造成一般通用性管制措施，並仰賴 NIH 本身對於科技研發

的專業，並適度輔以技術移轉人才之專利授權實務的理解，決定孰者研

發成果究應歸屬於聯邦政府或合作研發方，以及是否合適申請專利，達

到提前把關專利授權困境和爭議之產生。 

  惟，亦有論者對上開見解中對於法定程序的調整採取反對之立場，

主要是認為各政府機關依照公共選擇理論之內涵，實僅關注本身所職掌

之業務內容而已，而未必能夠兼顧公共利益之追求。從而，當修法擴張

NIH 的事前管理權限後，不僅導致原先其身兼專利權人和促進研發成果

公開之內在利益衝突關係變得更加嚴重外，亦可能違法擴張自身的權責

而做出不當之決定，最終導致損及相關合作研發方之商業誘因和阻礙整

體科技研發的進步1367。故而，事前管理、調整之行為仍應受上級主管機

關的監督和第三方之司法機關審查，始能真正保障相關決定的合法性和

妥適性1368。又，上開見解提出對於上位研究工具性質之研發成果，運用

此事前介入措施促使放棄專利化以公開予大眾近用，此政策思維雖然能

提前防止反共有之悲劇的產生，但是，此合作研發契約於尚未開始進行

研發時即進行此等調整，不僅會直接衝擊到相關研發人員的研發誘因外，

更間接地影響後續商業化的投入意願1369。甚至，可能因為國家財政有其

限度而無法支應所有的上位研究工具之開發，而仍有部分相關成果來自

於私人企業所產出，而企業端必定會申請專利以維護其後續的商業利益，

最終仍無法有效防堵。是故，過分簡化行使的法定程序和發動的要件門

檻，恐造成原先偶一為之的低度管制方針，轉變為例行性的管制手段，

實可能影響私人企業的事前合作研發和後續商業開發意願1370。 

 

 (二)本文之政策評析 

 

1. 援引不對稱管制法理以提升整體管制密度 

綜合上開正反之見解，本文認為在此事前管理的管制思維上，鑒

於相關研發成果有獲得政府出資補助，抑或是實質利用學研機構的

人力設備，實得獲取相較一般私人研發成果而言的競爭優勢，而推

                                                       
1365 See Thomas, supra note 1333. 
1366 Rai & Eisenberg, supra note 134, at 311. 
1367 王偉霖、劉江彬，同前註 52，頁 207-08。該論者認為對於政府出資的研發計畫最為熟稔

者，實應為進行研發之學研機構本身而非 NIH 而言。Also see Pulsinelli, supra note 1328, at 
437-441. 
1368 王偉霖、劉江彬，同前註 52，頁 209。 
1369 同前註。 
1370 Pulsinelli, supra note 1328, at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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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出亦應同時負擔較高的社會義務。是以，對於此等學研機構所進

行的研究計畫，實得援引不對稱管制之法理，而採取嚴格認定其與

私人企業的合作契約中相關專利權利歸屬和授權所主張的公益性內

涵。故而，對於符合介入調整對象的管制密度，應較前述之一般私

人研發成果於自由市場的規制強度來的高。 

 

2. 明確化實體要件內涵和維持嚴謹的法定程式 

當提升事前管理的管制密度後，而面對現今法規範的實體要件過

於限縮和模糊之情，參考相關論者提出以「有明顯事證專利無法達

到發展或商業化目的時」取代現今的例外情形一詞1371，並且要求

NIH 頒布相關解釋函令予以補充其內涵，進而於增進運用上彈性的

同時，亦能加強法律要件本身的明確性和可預見性。而行使的法定

程序的部分，實為求裁量決定的妥適性和保障當事人之利益，仍應

繼續維持現行法令狀態。 

 

3. 不採用排除專利申請權能以保障研發誘因 

而在是否在行使事前管理上採行初始即排除生物科技相關研發

成果專利化之政策思維，本文實不贊同，畢竟專利的賦予係與研發

誘因相連結，並且於上位性、開創性等研發成果更是屬於成功突破

技術障礙和克服生物不確定之重大貢獻，不應錯置將未來可能產生

專利授權困境作為否決其專利化之理由。至多應是就歸屬於孰者較

能夠達到促進研發創新和商業化發展而有所調整，或者透過對於所

產出的研發成果之專利授權形式，因應技術本質和產業情形而限定

採行非專屬授權型態，或針對專屬授權加以管制，實能在保障研發

創新誘因之餘，兼顧公共利益的維護，以達到增進公開近用之目標，

並收事前預防管制之效1372。 

 

4. 依據研發成果類型區分約定專利授權形式 

本文認為此事前管理措施除了恪遵拜杜法案之政策目的，應同時

維護公共利益的保障，而對於發動之法定事由修正為較有彈性的實

質認定而非例外行使，並盡力增進實務運用的可預見性。此外，本

文並不建議剝奪相關權利人申請專利之權能，以適度維持研發和商

業化誘因。 

而在專利權授權的形式上，則得視相關研發成果的屬性係基礎上

                                                       
1371 王偉霖、劉江彬，同前註 52，頁 206; See Arthur A. Smith, Jr., Legislative Developments. 
Implications of Uniform Patent Legislation 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8 J.C. & U.L. 82, 96 
(1981-1982). 
1372 Goulding et al., supra note 1076, at 210-211; Mark Stevenso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March-In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Introducing. Uncertainty into an Era of 
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 50 ADMIN. L. REV. 515, 536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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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實驗通用型或是特定問題解決型，進而評斷其近用必要性以決

定是否需事先限定需採行非專屬授權型，以保障後續研發者的近用
1373。若爾後仍有出現專利劫持或專利壟斷等專利授權困境時，則應

透過特別為此情所創設之介入權制度以資因應較為妥適。 

 

二、專利行使和主張之事後介入權 

承上述經肯認生物科技研發成果中即便係有政府出資所完成者，於政策

思惟上實亦應全面容許專利化以維持研發誘因機制的運行，而後下一步則應

就後續專利主張和行使之情形有所因應和管制。惟，過往 NIH 對於拜杜法案

本身政策目標的理解，似乎僅限於促進聯邦政府出資的研發成果得以商業化

使用開發成功，而未能就相關個案中雖然已成功進入市場販售，卻衍生就專

利產品服務差別取價，以及專屬授權後所產生的限制近用等情加以回應和處

理。是以，多有論者對於現今介入權行使之法定事由的實務見解頗有微詞，

認為不僅適用上需予以調整外，更應針對可能產生的專利困境修法因應之，

詳述如下。 

 

(一)以合理條件基礎解決專利產品不當取價 

首先，就現今規範中所包含的實際實施此法定事由中，於施行細則

實有揭示其所內涵的合理條件基礎(reasonable terms)，雖有論者認為該要

件之立法理由和相關說明皆未曾載於立法的歷史文件中，並且，合理一

詞的意涵本質上亦難以界定，又，於前述個案中皆係就專利產品的販售

上採取差別取價，此於條文文字中似乎僅指專利授權的內涵不相吻合而

無所適用。從而，該論者認為實不應納入此要件作為判斷依據，否則恐

不利於研發創新和商業化誘因的保障，並傾向以競爭法作為上開差別取

價之回應措施1374。 

惟，另有論者認為固然此合理條件基礎尚無精確的立法說明，但是

仍能參酌其他法規的相同用語的意涵，並且依循拜杜法案之政策目的，

從要件本身的形式文義和實質內涵予以操作解釋之1375。是以，不論過往

法規和法院實務對於合理條件基礎的描述和見解，皆係將此詞語定性為

與市場競爭維護和公眾利益保障有關1376，而拜杜法案本身亦兼含透過介

入權之行使以控制專利授權和發明近用價額的政策思維1377，從而，實能

佐證此合理條件基礎實得充為介入權發動的法定事由內涵。再者，雖然

介入權行使的標的實繫於有聯邦政府出資的研發成果和相關專利權

                                                       
1373 Adelman, supra note 227, at 1020-1022. 
1374 John H. Raubitschekt and Norman J. Latkertt, Reasonable Pricing - A New Twist for March-in 
Rights Under the Bayh-Dole Act, 22 SANTA CLARA COMPUTER & HIGH TECH. L.J. 149, 160-167 
(2005). 
1375 Arno & Davis, supra note 1323, at 649-650. 
1376 Id. at 650-651, 
1377 Id. at 659-660, 662-63, 68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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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ion/Patent)而言，但於合理條件基礎的判斷對象則係指涉爾後進入

市場之產品或服務本身，雖然依法未能直接要求專利權人變更定價，仍

實能透過創設形成與第三人間的專利非專屬授權，以增加相關專利產品

的市場競爭以間接達到降低不當取價之結果1378。 

 

 (二)修法適度擴張介入權之行使以因應專利授權困境 

此外，雖然過往的申請案多聚焦於專利產品之定價差異上，惟，實際

狀況上則仍可能因為生物科技之研發成果實涉及疾病的預防和治療，但

在專利授權實務卻多採取專屬授權等限制，進而不僅造就產品服務的近

用價額高昂，亦不利於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之追求。是以，如前述之

Myriad 公司對於與乳癌病理機制相關之 BRCA 1/2 基因序列和基金檢測

方法之相關專利，實採取全面拒絕授權之策略，甚至寄發警告函和提起

侵權訴訟，以阻斷其他學研機構的研發和實施。此情不僅引發乳癌潛在

患者的近用負擔增加，更造成其等無法至其他機構進行再次確認檢驗

(confirmatory)以增加檢測準確度1379。實而，該等研發成果實有受到聯邦

政府出資兩百萬美金所支持，並獲 Utah 大學之專屬專利授權所得，實得

受到拜杜法案之介入權所管制1380。雖然有論者認為應能適用現今規範中

的公共衛生需求此法定事由，對於 Myriad 公司的 BRCA 1/2 基因等專利

行使發動介入權，進而有效舒緩近用價格過高和促成患者有複數機構得

以檢測1381。但對此亦有論者仍因為過往皆以拒絕行使收場而抱持著質疑

且悲觀之立場1382。 

執此，實有諸多論者認為在生物科技專利本質上可能引發或實際已生

的專利叢林和反共有之悲劇等困境，實應立法加強介入權發動之權限以

資因應。有論者提出於原先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之需求中，不論是適用

上或透過修法而將市場問題納入考量，以涵蓋比較專利產品服務的品質

效果、最終定價之數額病患是否得以負擔，以及相關供應量是否充足等

考量，進而真正落實提升公眾健康之意旨1383。實而，亦得參考美國加州

再生醫學研究中心(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CIRM)

針對其補助之研究發明，擬定包含介入權之制度概念的智慧財產權政策，

其中乃要求受其資助所完成之研發成果專利的專屬被授權人提供相關商

業化企劃和承諾相關檢測治療的近用價格不得超過聯邦政府對於醫療補

                                                       
1378 Id. at 648; 37 CFR §404.3(d). 
1379 Sapna Kumar,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Genetic Information, 65 ALA. L. REV. 625, 
663-65 (2013). 
1380 Simoncelli & Park, supra note 841, at 110. 
1381 Rai, supra note 212, at 3-4; 李素華，同前註 492，頁 115-18。 
1382 John Conley, Government Refuses to March-In Under Bayh-Dole--Again, GENOMICS LAW 
REPORT,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genomicslawreport.com/index.php/2011/01/18/government-refuses-to-march-in-under-
bayh-dole-again// (last visited: 01/05/2017). 
1383 王偉霖、劉江彬，同前註 52，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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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federal medicaid price)之上限，進而有效控制專利產品服務的價額1384。

另外，為防止如 Myriad 案所生的技術壟斷或專利劫持等情，並同時增進

成果近用之目標，實能透過增設發動之法定事由，納入「有明顯事證證

明專利權人有構成專利濫用或不當之拒絕授權」或「要求專利權人增進

醫療人員之近用」以資因應1385。甚至，亦有論者以為由政府出資的研發

成果實應盡力促進國內其他非營利學研機構得以近用，進而達到生物科

技研發創新之精進和研發成果無從近用受阻之防範，並且促成市場的有

效競爭以降低產品近用的價格1386。而現今介入權制度的法定程序過於繁

複，且未賦予尋求授權方得經由法院審查發動與否決定的權能，實體面

上亦難以直接以公共衛生需求或違反合理授權條件的法定事由促成上開

之目的，從而實應就此部分以修法予以明確化或回應之1387。 

 

 (三)本文之政策評析 

 

1. 競爭法仍維持低度管制之補充手段 

面對生物科技本身於研發上實具備生物不確定性和累積創新性，

不僅導致研發經費之需求甚鉅，並且造成後續商業化成功的高門檻。

依此，似乎應盡力促成學研機構以外的私人企業願意一同參與，以

分散研發風險和促成更有效率地商業開發，從而，由此政策思維切

入實將導出應減少介入權之行使，進而保障生技領域的研發和商業

誘因。並且，現行介入權的備而不用，實而多被 NIH 作為和相關取

得專利或獲得專利授權之廠商的談判籌碼，亦有成功降低專利產品

價格和促成與第三方較佳的授權條件1388。然而，當日漸有聯邦出資

的研發成果開始成功進入市場後，鑒於生物科技專利本身亦實涉公

共衛生的增進，且累積創新性則連動地造就產業的上下游互補關係，

是故，若皆放任市場自主形塑實有可能產生限制授權或拒絕授權等

情，恐造成研發單位或相關產業端無法近用，致使相關產品和服務

的價額飆升以及品質效用無法再為精進。固然現行法規範中仍有一

般性的競爭法制的相關措施可資因應，但競爭法作為最基礎的管制

手段，實應採行相對低度的方針以盡量維持市場運行的自由度。 

 

                                                       
1384 Mireles, supra note 1331, at 1189-1190. 
1385 王偉霖、劉江彬，同前註 52，頁 230-231; Bryan Nese, Bilski on Biotech: The Potential for 
Limiting the Negative Impact of Gene Patents, 46 CAL. W. L. REV. 137, 159 (2009). 
1386 李素華，同前註 492，頁 117-19。 
1387 Ryan Whalen, The Bayh-Dole Act & Public Rights in Federally Funded Inventions: Will the 
Agencies Ever Go Marching In?, 109 NW. U. L. REV. 1083, 1111-16 (2015); William O'Brien, 
March-in rights under the Bayh-Dole Act: the NIH's paper tiger?, 43 SETON HALL L. REV. 1403, 
1429-1431 (2013); Pulsinelli, supra note1328, at 442-46; Miller, supra note 1030, at P17, 23, 
49-50. 
1388 Bell, supra note 66, at 5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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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不對稱管制法理提升介入權管制強度 

相反的，拜杜法案的介入權，行使對象上僅限定於有獲得政府出

資補助所進行的研發成果，實得考慮類推適用不對稱管制之法理基

礎，對於有獲取政府資助的研發成果施以較強的管制密度之約束，

以某程度衡平其與未獲得國家補助的立足點差異，同時追求公共利

益的政策目的1389。並且，拜杜法案之介入權的規範型態，實與其他

國之一般性強制授權立法極為相似，本質上亦應能更為彈性之適用。

然而，實際適用此不對稱管制手段時，尚需注意其可能造成的有礙

創新誘因和抑制市場行為彈性等情，並且在適用上恐遭質疑適用的

公平性和妥適性等問題1390。 

是故，在立基於不對稱管制之法理，而增強對於學研機構所從出

的研發成果授權的介入權發動之管制密度，同時仍需考量介入前市

場是否已有產生不當限制競爭或有高度之危險，以及該專利技術客

觀上的商業化進度等情，以提升管制的正當性和可預見性，避免造

成對於外部研發機構或投資單位與政府所屬之學研機構的合作意願

之影響1391。 

 

3. 具體政策槓桿的操作 

本文認為拜杜法案的政策內涵不應僅僅關注於研發成果的商業

化而已，而應同時涵蓋實質公共衛生的增進，以及防免學研成果專

利化後因為不當行使和主張所產生的阻礙研發之情。而 NIH 本身的

組織成員的專業背景和執掌事務，皆與公共衛生和科學發展實有密

切相關，實而，前開介入權的適用和立法建議本文皆予以贊同。申

言之，於實際實施上應將施行細則中所明文的合理條件基礎應納入

裁量時的參考，進而防止權利人針對專利授權或專利產品服務提出

不合理的授權條件或定價。依此，本文實贊同於實際實施中以合理

條件基礎檢視個案中相關權利人針對專利產品或服務是否有不當取

價等情，並且以介入權之行使作為因應解決之方法，進而適度增進

相關技術發明所屬之市場的競爭元素，間接促使相關價額較能真實

地反映出實際的研發成本和技術貢獻而言，以維持公眾利益和權利

人私益之間的衡平。再者，公共衛生之需求實與醫藥產品和服務價

額或供應等市場因素息息相關，在個案事實考量中亦因實質考量之，

甚至得以明文立法增加適用上的明確性。 

此外，在因應聯邦政府補助所產出的生物科技專利，發生不當拒

                                                       
1389 See Shelanski, supra note 403, at 381. 
1390 Rachel S. Tennis and Alexander Baier Schwab,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Antitrust Law, 
29 YALE J. ON REG. 307, 345-47 (2012). 
1391 Mary Eberle, March-In Rights Under the Bayh-Dole Act: Public. Access to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3 MARQ. INTELL. PROP. L. REV. 155, 178-79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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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專利授權或專利劫持等濫用情事，亦能透過特別增列為新的介入

權發動之法定事由，進而除了保障成果的近用外，甚至得以促成廣

泛近用之政策思維。具體而言，原則上對於學研機構所產出的研發

成果專利，均應適度提高管制密度，另外得更細緻地依據研發實務

的近用必要程度，將成果類型區分為基礎上位或實驗通用型或特定

問題解決型，而對於前者的部分因有高度近用需求，實得再提高管

制強度，而後者則相對而言尚存在較為充裕的迴避設計之空間似無

庸再為調整，藉此防範未來所生之專利劫持和壟斷等情，並增加運

用相關措施的妥適性和可預見性，維持市場秩序的自由彈性及確保

其正當運行1392。當然，一旦明文增列專利濫用為介入行使的法定事

由中，實有可能產生與競爭法規範重複規範之疊床架屋的疑慮，惟，

介入權所實施的對象僅限於受有政府補助之研發成果而言，應係與

競爭法呈現特別法優先和一般法補充之關係而言。 

 

三、 小結 

拜杜法案實針對聯邦政府出資所進行的研發計畫，透過明文賦予學研機

構和外部私人企業得以自主簽署合作研發契約，約定相關產出成果之權利歸

屬，進而增進私人企業對於基礎學研和商品開發的投資意願，以提高商業化

應用的機會。惟，雖然成功將政府補助所完成的研發成果開發成商品或服務

並進入市場供消費者近用，確實有助於公共利益的追求，但為避免其中可能

產生危害公益的可能和情事，相關法規範亦賦予資助機關相關發動高權行為

之權限，得事前針對合作研發契約就權利歸屬予以管理調整，以及事後行使

介入權創設形成授權予第三方。其中，雖然此等權限的發動要件和事由，皆

係恪守拜杜法案的政策內涵和公共利益的追求，但實務個案上 NIH 卻鮮少或

拒絕適用。實則，多有論者對此情提出批評和建議，而本文認為拜杜法案的

政策內涵確實不應單單僅限於商業誘因的保障以促進投資和商業化，而應同

時涵括包含公共衛生的增進和後續研發改良的保障，從而應就此等政策思維

解釋適用相關要件，或甚至修法明文之，進而促成生物科技研發精進和產業

創新之政策目標。 

是以，本文認為就合作研發契約的事前管理以及事後的介入權行使上，

在法定程序上，本文認為仍應維持現今規範下確保裁量決定之妥適性的層層

審核機制，以保障當事人程序和實體利益。反之，在實體要件則實應基於不

對稱管制之法理調整適用或適度修法以增加管制密度，但仍需依循著產業創

新政策之內涵以建立規範的適用明確性和可預見性，以降低對於商業誘因保

障的衝擊。其中，相關政策思維仍應採取本文所提出之維持充分的誘因保障

(broad protection)以及促進廣泛近用(broad access)為基礎，亦即，透過區分專

利保護和專利權利主張兩階段，於前者仍應接納專利制度作為研發創新和促

                                                       
1392 Adelman, supra note 227, at 102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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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商業化之誘因，而於事前合作契約的管理上至多僅係依照政策思維脈絡並

參酌研發成果的屬性進行權利歸屬的變動或調整成果專利授權形式之約定而

已，而非要求相關研發成果不得申請專利云云。而後者的專利權主張的部分，

則應盡量避免可能發生的專利授權不當限制並促進相關成果的廣泛近用，是

以，不論是間接透過立法增設或裁量基準的制頒，或是直接於個案情形中行

使介入權，應能有效地形塑和促進生物科技領域的相關專利權利人採取公開

授權之風氣，進而最終促成產業發展創新的同時，亦保障後續研發改良的持

續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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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一、基因科技和生技產業的發展現況 

  基因科技的發展乃從 1865 年 Mendel 初次提出性狀遺傳概念、1953 年

Watson 和 Crick 成功解開去氧核醣核酸此遺傳物質的化學結構，再至 1973 年

Boyer 和 Cohen 成功研發出基因重組技術，逐步奠定了後續精進發展的基石。

爾後，跨國人體基因體計畫的開啟、執行並完成，最終公開所有的研究成果

和數據資料，而此期間亦伴隨著重要研究工具之哈佛鼠的製備、與乳癌誘發

機制相關的BRCA 1/2基因被發現、有效作為治療自體免疫病症之標的NF-KB

機制被解開，以及人工方式製備胚胎幹細胞株等技術逐一出爐問世，正式開

啟了基因科技領域的蓬勃創新和走入產業市場的趨向發展。並且，至今整體

生技產業雖然曾在金融海嘯期間稍受影響，但現下不論在市場營收、市值、

研發經費投入和申請專利數量等商業表現則均處於持續向上發展之態勢。是

以，基因科技因有高度作為精準個人醫療的潛能，實能有效增進人類健康之

福祉的同時，亦減緩政府於健康財政的支出負擔。故而，如何進一步促進基

因科技的研發創新，以及鼓勵承接基礎研究繼續進行商業開發使用，並帶動

整體產業的蓬勃發展，實乃本論文嘗試達到之目標方向。 

 

二、基因科技與專利法之間的互動脈絡與適用問題 

然而，有鑑於基因科技的研發特性乃具有生物不確定性和累積創新特性，

因此為促使整體技術領域的發展創新，實有必要提供誘因以鼓勵人力資源投

注於研究開發上，並且願意將所完成的研發成果公開供後續改良創新者習知

利用，進而減卻其他研發團隊的試誤和重複試驗之成本，並引導相關資源均

能挹注於更進一步深化或進行後續商業化，始能達到社會效益增進的最大化。

是以，過往基因科技領域的研發動能，係維繫於借助學術榮譽和政府資助等

非商業利益的誘因，依賴學術社群間的不成文規定和申請研發經費補助的程

序規定，要求完成後將實驗數據和成果公開供同儕社群審查和近用。 

惟，隨著基因科技領域中曾有相關成果申請專利保護而受到核准，以及

政府推行鬆綁學研機構產出之成果專利化的權利歸屬和下放使用收益權限的

科技創新法案，除了促成了私人資金的積極挹注以填補政府支應基礎學研預

算的不足外，更帶動轉向改以採取申請專利保護的趨勢。故而，自美國 1980

年代起，基因科技的鼓勵創新之誘因機制，漸漸從追求學術榮譽和政府撥補

之研究經費的非商業性誘因機制，開始全面性地引進了專利保護之誘因機制。

並且，發展至今，專利機制儼然已成為此技術領域和相關產業研發創新的主

要核心驅動來源。但是，專利制度適用在基因科技和生技產業中，卻產生諸

多爭議和衍生其他問題，而本論文則聚焦側重於專利保護要件的適用疑義，

以及專利權行使和主張的授權近用困境此二類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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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決專利法適用於基因科技的上位政策思維 

執此，對於專利法適用於基因科技的相關爭議，本論文在第三章的部分

先探究國家得擬定促進經濟市場活絡的政策內涵並據以實施的法理基礎後，

再確認專利法制本身的立法目的內涵，以及內含因應技術領域不同的容許性，

並且得以借助各種經濟理論作為解釋和運用的指引，而嘗試提出一整體性的

政策模型。藉此套用至專利法制、競爭法制和科技創新法案的適用，並引導

相關政策槓桿要件和措施的解釋和運用，力求達到全面性解決上開問題的同

時，亦促成整體技術領域和產業創新發展的政策目標。 

是以，本論文提出的政策模型乃將專利保護和專利權行使此二階段加以

區分，而各自擁有自己欲貫徹的上位政策思維，進而分別處理各自適用上所

面臨之問題。本論文經過政府不同部門的優劣比較後，得出本論文所提出之

政策模型較為妥適的執行者，應由專利專責機關扮演前導的角色，而法院則

作為最終定奪的機關。首先，在專利保護要件的部分，將考量基因科技的研

發和產業後續商業化的高度誘因需求，而應當立基於提供充足的誘因保障

(broad protection)之政策思維。另有鑑於專利保護要件爭議之起源，多來自於

基因科技的固有技術特性使然，並與研發現況和市場運行息息相關，從而在

解釋相關專利保護要件上亦應盡量貼近技術實務發展脈動，以增加適用上的

外部可預見性，進而達到回饋誘因保障之效果。 

相對的，在專利行使和主張的部分，本論文認為應當聚焦於基因科技成

果的累積創新特性和研究工具傾向，而盡力促成相關專利的廣泛近用的適用

結果。惟，酌量實證資料顯示現行研發社群尚存在著公開近用的風氣，故其

中具體的政策方針應採取合宜近用(useful access)或可行近用(workable access)

之政策思維，乃原則上採行低度的管制策略，至多僅引導或鼓勵社群創建專

利集管和標準制定組織等授權促進措施，以維護私人間的自主型塑空間的最

大化保障。然而，倘若個案情形確實產生限制競爭或是專利劫持和壟斷等情，

此時，則有必要考慮介入管制，但適用上仍需注意創新誘因的維護及恪守比

例原則。 

 

四、基因科技發明的專利保護要件的政策調整內涵 

是以，在本論文的第四章中，對於基因科技各該技術領域的發明成果之

專利保護要件判斷上，本論文擇選專利適格性、產業利用性、進步性和據以

實施性此四個較具爭議性的政策槓桿，輔美國實務判決見解和相關論者評析，

說明應當如何具體地解釋和適用各該專利要件，進而落實貼近技術實務和維

持充分誘因保障之政策思維。 

 

(一)專利適格性門檻均放寬 

首先，基於前述基因科技研發創新的發展，已然維繫在專利制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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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誘因保障的既定事實，而在專利適格性的部分，本論文認為應當揚棄

美國現行實務中對於專利申請發明與自然產物或自然現象進行比較之見

解，而應調整為當有加入人為操作元素的所有類型之基因科技發明，即

應當肯認其具備此要件。質言之，將專利適格性重新定位為一低度之門

檻，促使以基因科技作為研發主題的所有相關技術成果均能取得專利權

保護之資格，進而落實充分誘因保障的思維。 

 

(二) 研究工具面相納入產業利用性內涵中 

而當寬認基因科技相關發明皆得具備可專利性的初始資格之前提下，

實則，後續專利要件除了得依照技術成果類型和其技術貢獻內涵，提供

政策性優惠以賦予相應充足的誘因保障外，亦負有因應固有技術本質和

研發技術水平提升而適度調整判斷內涵和標準門檻，進而把關賦予專利

的技術發明品質，以及某程度稍加發揮提前預防未來近用問題之功能。

依此，本論文肯認產業利用性中應當包含實質性、特定性和可信性三個

子內涵，但在實質性的認定上除了包含得直接應用於商業市場的型態外，

亦應當因應基因科技的技術本質，而將研究工具的功能面向加以涵蓋其

中。此外，為了避免研發單位不當利用此情進行專利搶註，則應同時搭

配適度提高特定性之要求，進而課與研發者對於具有研究工具性格的研

發成果，需較為明確地提供其有助於何種研究的進行以及得發揮何等的

助益效果之義務，予以把關。 

 

(三)依據成果類型細緻調整進步性門檻高低 

再者，於進步性要件的判準上，本論文認為在判斷上需回應現下研

發實務中技術水平已然提升，並且周邊研發設備和研究技術日漸純熟，

實應肯認 PHOSITA 此判斷主體具備一定之創造力，並且應依照實際研發

現況而適度調整標準。實而，當適度提升了進步性要件的門檻，實能發

揮引導基因科技的研發方向趨往具有較高研發風險的困難或新穎之技術

領域，並且某程度抑制專利濫發等情，更能促使通過進步性門檻的各該

技術發明得有效相互區別，同時增加專利價值。是故，對於研發誘因保

障的充分性甚有幫助。是以，本論文固然認為在基因科技發明的進步性

門檻無須如 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案般如此嚴格，但應以適度提升判

准的角度，改以實質判斷相關前案所具備的教示功能，以及酌量個案發

明的技術創新成分、技術實效內容、面臨的研發風險和所付出的研發成

本等因素，進而建構其中的教示因果關係是否成立之基礎。具體而言，

如基因檢測和治療方法上實應側重在技術實效的比較。 

 

(四)據以實施性實質認定技術貢獻並落實誘因保障思維 

最後在專利據以實施性的部分，其本身作為處理專利申請案其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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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範圍是否有與其技術貢獻內涵相稱之政策槓桿。是以，本論文認為

在面對專利實務上發明人以廣列退化型態的基因型或同源性物種以擴張

其專利申請範圍，甚至透過專利修正更正程序欲不當將新發明等內容加

入原申請案中時，應當在本要件的採認上，透過善用 PHOSITA 此判斷主

體的建構，以及參酌 In re Wands 案所提供的考量因素，實質採認個案發

明的技術貢獻內涵和教示作用程度，進而判斷是否得支撐起其所享有專

利申請範圍的正當性。 

此外，立基於誘因保障的政策思維下，本論文認為應當適度區分研

發成果究竟屬於開拓性研發或一般性成果之類型，以及得否直接應用於

商業市場之性質，評斷是否屬於對於基因科技發展和產業創新上有助益

的技術發明，進而在專利據以實施性判準上給予標準稍加調降之政策性

優惠，以達到充分鼓勵研發創新之政策目的。因此，在胚胎幹細胞領域

之技術發明，和基因檢測和治療方法上，實應適度降低判準以賦予其相

對較為寬闊的權利內涵，進而鼓勵研發者和相關單位的研發資源挹注和

商業化開發。另外，美國現行實務見解中所發展出的書面揭露要件，鑒

於其槓桿功能與政策目的與專利據以實施性過分重疊，且實務操作上又

過份嚴格卻不具正當論理基礎，造成適用上不具可預見性等問題。故而，

本論文認為應當將其定位於專利據以實施性的低度補充要件，除了判斷

方法上應與專利據以實施性相同外，僅需要求專利申請人提供與技術發

明內容合理關聯性的說明書記載即為以足。 

 

五、基因科技專利的近用問題處理的政策調整內涵 

當相關基因科技之研發成果均得通過上述調整或再造後的各該專利要件

之審核，則將進入專利行使和主張的層次。對此，本論文在第五章的部分開

宗明義揭示政策思維上應當促進基因科技成果發明的廣泛近用，進而滿足研

發創新的累積創新特性，始得後續研發者的一同參與接力創新和進行商業化

開發，最終促成整體生技產業的蓬勃發展。其中，又因基因科技專利授權實

務中有採用不同專利授權型態和相異的約款限制，恐造成課與尋求授權方不

合理的義務內容和責任負擔，抑或是對於外部利害關係人產生過高的交易成

本等問題。對此，本論文認為此等專利授權爭議雖然起因於專利權的核發，

但重點仍落在如何有效促進專利權人和尋求授權方的談判地位和權利義務的

平衡，並且如何善用授權約款和相關授權促進和干預措施，並引介至合適的

技術子類型之中，進而發揮有效降低專利授權的交易成本並同時提升專利權

人的獲益可能，最終達到兼顧專利權人的商業利益追求保障，以及促成整體

技術進步創新的目標。 

 

(一)採取低度管制方針容任自主形塑授權關係 

具體而言，因相關實證研究尚顯示現行基因科技的研發社群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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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近用的風氣，故本論文原則上採行低密度的管制方針，即容任洽談

授權的雙方或團體得依據權利義務的衡平考量，而約定採取專屬授權形

式，或採用生物材料移轉協議或延展性授權金約款，甚至是引介專利集

管和標準制定組織等授權促進措施。 

當然，相關授權型態適用於基因科技專利中皆曾發生過相關爭議，

如 Dupont 公司就哈佛鼠所使用的生物材料移轉協議，抑或是 Bayer AG v. 

Housey Pharmaceuticals Inc.一案就其篩檢技術方法專利授權中以被授權

方的終端產品作為技術其授權金之基礎等。對此，本論文認為固然其等

仍應受專利濫用理論和競爭法之合法性控制，但判斷方法上應立基於合

理原則的綜合考量，並側重於此等契約約款乃因應基因重組生物的自行

繁衍性質以及技術方法具有研究工具性格所生，尚有助於真實反映發明

技術價值以外，亦能有效降低磋商授權時難以估價之問題。是以，專利

權人採用此等授權型態和約款內容係具有商業目的之合理基礎，亦得同

時增加其獲益之機會進而提升其等授權之意願。從而，本論文認為原則

上仍應採取低度的監管立場以維護創新研發的誘因保障，不僅應區分研

發成果類型，就屬於開拓性研發者賦予更為寬鬆的管制密度，並且當欲

介入管制時，應優先考慮選用較為輕微的專利濫用之宣告失權的法律效

果為宜。 

 

(二)媒合授權促進措施至合適的特定技術領域 

在低度的管制方針下，實能鼓勵社群自行形成或由政府主導創建專

利集管和標準制定組織等授權促進措施，以增進專利授權的進行效率。

實而，透過相關組織廣納專利權人參與，並與會員間的簽訂契約協議，

進而使會員得以毋庸面對組織內或標準必要專利的權利人的拒絕授權，

而得以直接進入授權條件和授權金額等部分加以洽談。質言之，乃透過

契約拘束的方式，形成法定授權的法律關係，而其中細部的權利義務則

有賴雙方細部討論予以建構。固然此等將同業業者聚集的措施恐引發合

謀等違反競爭法之疑慮，或是相關協議約款如約定包含替代性技術的包

裹授權等所生限制競爭效率的效果等，惟，本論文認為此等授權促進措

施總體而言應能帶來正面的競爭效益，而原則上寬認其合法性。 

接著，本文進一步嘗試尋求合適引介相關授權促進措施引的基因科

技領域的子技術類型，其中在專利集管措施中本論文認為得引入至已有

終端整合產品之技術領域，以及尚處研發階段之技術領域而言。就前者

的而言，本論文以基因檢測技術領域作為論述實例，蓋基因檢測的實際

應用倘能高度整合散落於各該不同的專利權人的基因序列，始能發揮既

廣泛又精準的檢測效果，實有必要以此等措施有效減緩逐一個別磋商的

交易成本。而後者的部分則因尚未清楚知悉其中具體的機制內容，實應

在相關的專利集管中涵納較多的替代性技術，以利研發者得進行不同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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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而追求研究的突破和進展。另外在標準制定措施的運用上，本論文則

認為最佳的適用類別乃合成生物學技術領域，其所製備的生物藥品等不

僅已得直接應用於商業，並且主管機關對於該等產品上市亦有具體的查

驗規範。是故，當引介標準必要技術的設定或規格化至該領域，實得促

使相關研發單位得將研發重心位移至功能成效等附加價值的競逐上，對

於人類健康福祉的社會效益追求甚有助益。 

 

(三)限縮試驗免責範圍落實使用者付費概念 

在試驗免責抗辯的認定上，本論文認為應恪守在出於毫無營利目的

之好奇、娛樂和單純學理的研究實施，以及對於技術發明聲稱的成效功

能進行驗證確認此二類型始得適用，亦即，遵循現行美國實務於 Madey v. 

Duke University 一案的見解。依此，透過明確劃定除外授權的類型，除

了能確保符合者得在無法律責任的情況下專注於研究、驗證，亦得同時

增進於免責範圍以外的後續研發者清楚預見未來實施專利保護之技術內

容所面臨的法律效果和風險，進而轉向與專利權人尋求授權，相對地增

進了專利權人商業獲利之可能。此外，即便學研機構所進行的學術研究，

亦將因為未符合上開實施行為的主觀要件而不屬於得主張免責之範疇，

此情不僅得促使相關研發人員正式將洽談專利授權事宜主動納入研發計

畫擬定和執行的行為模式中，亦得貫徹基因科技相關研究工具專利的使

用者付費概念，最終達到誘因充分保障之政策目標。 

 

(四)借助關鍵設施理論至競爭法下的法定授權措施因應極端個案 

倘若基因科技專利的個案授權情形確實產生了限制競爭的結果，甚

至以拒絕授權的方式進行專利劫持和壟斷等情，此舉將不當奪取超越系

爭發明所具備的技術貢獻之價值，並且導致技術發明的低度使用而有礙

研發創新，甚至害於市場競爭機制的正常運作，恐被認定為溢脫出專利

法制和競爭法制的合法界線。然而，基因科技固然存在著累積創新特性，

但尚保有某程度上的迴避設計可能性。是以，依照個案違法情形的程度，

較輕微者應先考慮適用專利濫用的宣告失權的法律效果。反之，較為嚴

重者則尚需評斷是否有符合競爭法的關鍵設施理論內涵，以決定是否發

動法定強制授權以剝奪權利人的締約自由，進而在回復市場機制正常運

行的同時，亦增進管制措施發動的正當性和妥適性。 

是以，透過關鍵設施理論各該要件的審酌，實能確保適用上有符合

比例原則和低度政策方針，並且增加運用結果的外部可預見性，以維護

誘因之保障。對此，本論文以 WARF/Thomson 人工胚胎幹細胞發明專利

作為適用的參考範例，可發見當開創性或突破性的研發成果獲發專利，

尚得透過相關法規範的強制授權措施作為其等專利主張和行使的應對手

段，實毋庸對於其等近用問題而過分仰賴專利保護要件加以提前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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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更能同時兼顧誘因保障和廣泛近用的政策思維。 

 

(五)援引不對稱管制整體加強政府資助成果專利的近用管制 

當研發成果係出自學研機構和私人企業所共同合作完成，而其中研

發經費係有受到政府所資助，抑或是有使用到學研機構的設備人力資源

者，則該等研發成果的專利申請、權利歸屬以及日後實施情形，依據科

技創新法案皆應當受到主管機關的事前審核和事後監理。對此，本論文

認為在事前就合作研發契約的審酌上，應當盡量允許基因科技成果的可

專利化，進而提升後續商業化開發的誘因保障，並且同時維持私人企業

與學研機構的合作之意願。而在發明技術實施狀況的事後管理上，鑒於

此等有使用到政府實質幫助的研發成果所獲得某程度的競爭優勢，依據

不對稱管制之法理應推導出需負擔較高程度的社會義務，而對此主管機

關應採取相對較高密度的管制方針。 

是以，如 AMP v. Myriad 案所爭執的 BRCA 1/2 基因等專利，即係 Utah

大學受有聯邦政府出資所完成的研發成果，並專屬授權予 Myriad 公司，

爾後 Myriad 公司卻不願專利授權予其他基因檢測機構，而導致近用價格

昂貴且無法進行再次確認等問題。實而，對此主管機關實能依據公共衛

生或維護市場機制等公共利益的法定事由，針對 Myriad 公司的專利行使

狀況發動介入權，以形成與其他第三人之間的專利授權關係，使其他業

者得以進入市場，進而達到有效舒緩近用價格過高和促成患者有複數檢

測機構得以驗證之結果。 

 

六、本論文政策模型的適用可預見性之增進 

綜上所述，本論文所提出的具體政策模型中，特別在專利保護要件中的

專利適格性，以及專利權主張和行使層次的試驗免責範疇此二政策槓桿，係

採取一體適用至所有基因科技領域的明線規則(Bright-line Rule)之解釋模式。

實而，透過明確劃設清楚可辨的判斷標準和容許界線，而在專利申請保護前

的初始研發計畫設定上，以及洽談專利授權時對於系爭專利得主張的權利範

圍認定，皆使研究開發者和尋求授權方得清楚知悉相關政策槓桿的執行內涵，

並得清楚預見日後的適用結果，進而有助於達到充分誘因保障之期待和增進

授權磋商的意願和效率。 

相反的，在上開二政策槓桿以外的其他專利法制、競爭法制和科技創新

法案所內含的要件和措施的運用上，本論文則是採取實質判斷的方式，乃綜

合技術實務評價、產業市場影響和創新政策思維等考量因素，而在認定個案

事實和決定法律效果的裁量上加以體現。並且，亦透過要求將相關論理過程

詳細明載於處分書和判決書中，而作為後續機關解釋運用上的參考依據，以

形成日漸清楚穩定的見解趨向，實有助於增加外部研發單位和相關利害關係

人對於適用結果的預見可能性，進而達到誘因保障思維的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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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論文政策模型套用至歐洲與我國之初探-聚焦於專利適格性規定之調整 

最後，附帶說明者，即本論文雖然係以美國作為探討並解析其實務見解

與前開的政策模型的差異，並且評比各該適用上的妥適性，進而確認本論文

所提出的政策模型相較之下應較能達到鼓勵基因科技研發創新和促成生計產

業蓬勃發展之政策目標。惟，此並不代表此政策模型僅得單單套用至美國而

已，而應得廣泛應用在歐盟或我國等不同國家。質言之，採用本文所提出的

政策思維並落實在各國法規範中相關政策槓桿的解釋和操作，其中至多僅需

針對國內產業情形和市場特性予以調整即可1393。然而，本政策模型適用上的

重點前提，乃係寬認所有基因科技成果的專利適格性，始能進一步討論各該

專利保護要件的細緻解釋，以及授權型態和法定授權等措施的妥適運用。對

此，美國法中對於可專利資格的認定，係由法院實務見解所形塑和累積，實

得透過辨別(distinguish)個案發明與判決先例的情形之差異性和特殊性，進而

藉此調整現行實務見解的適用，以達到廣納基因科技發明進入專利保護的範

疇。但是在歐洲專利公約和我國專利法中，卻有明文規定科學發現

(discovery)1394、動植物品種(plant and animal varieties)1395、適用於人體的診斷

或治療方法發明(methods for treatment of the human by therapy and diagnostic 

methods practiced on the human body) 1396，以及違背公序良俗者(ordre public or 

morality)1397，均不得專利化，進而衍生究竟法理上得否套用本論文提出之政

策模型的疑義。 

 

(一)歐洲基因科技專利的專利適格性規定和實務見解說明 

固然在歐洲專利的現行實務操作下，仍肯認基因序列等純化分離的

生物材料發明的專利適格性1398，亦肯認利用非傳統生物學技術所製備的

                                                       
1393 有論者認為我國產業發展上尚屬於技術輸入國，在管制政策面向上應當側重於維護高度

競爭(pro-competition)的政策思維，而非專利權人的權利保障(pro-IP)。劉孔中，同前註 995，
頁 111; 吳秀明，同前註 986，頁 101。然而，本論文認為法律經濟政策的擬定上並非需完全

配合現行的產業現況，而應能帶有展望性的後設考量。畢竟，現情我國產業狀態雖然尚屬於

高科技代工居多，但我國產業亦開始著重於研發創新，未來甚至期許得以成為高科技研發重

鎮。是以，回應到我國生技產業的發展政策上，本論文仍認為在專利權保障和專利行使的規

制上，應採取著重在誘因保障的思維內涵，實有助於日漸帶動我國研發創新動能的成長和提

升，進而達到產業創新發展之政策目標。 
1394 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rticle 52 (2) (a). 
1395 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rticle 53 (b); 我國專利法第 24 條第 1 款。 
1396 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rticle 53 (c); 我國專利法第 24 條第 2 款。 
1397 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rticle 53 (a); 我國專利法第 24 條第 3 款。 
1398 歐洲專利審查實務認為當有加諸人力技術操作(technical process)予以分離製備，並且具備

產業上應用價值(susceptible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者，而自然界確實無法自行產生或作為前

開之應用功能(incapable of accomplishing itself)，則該發明定性上即不再屬於一般科學發現形

式。是故，一旦具備上開性質，則無論相關發明的結構和內容與自然界產物有何等的重疊性，

均應肯認得受專利權保護。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Rule 29 (2); Also se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PO, G2/02, G2/15 (2016), available at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0791474853510FFFC125805A004C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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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鼠等生物物種的可專利性首先針對基因序列1399。 

再著，在適用於人體的檢測和治療方法發明的部分，鑒於歐洲專利

公約中針對此等醫療方法的法定不予專利之規定中1400，尚有加諸但書而

允許具有檢測或治療功能的技術內涵(technical character)之方法發明，以

及於方法發明的步驟內容中需限定在利用特定的物質和組合物予以實施

此二類，仍得具備專利權保護的資格1401。 

最後，對於違背公共秩序善良風俗而遭法定排除可專利性的技術類

型，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和歐盟理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共同擬定的生物科技專利指令，並依據此所發布的公約細則，均

直指以利用人類胚胎幹細胞作為產業或商業使用之發明，因有違反人性

尊嚴(human dignity)之倫理上疑慮而排除相關發明的專利化1402。是以，

此等規定確實造成WARF/Thomson等人工胚胎幹細胞發明即使其專利申

請範圍並不包含摧毀胚胎之步驟，但卻將因該發明的產物的研發製備過

程中確實曾有此情，而仍遭排除可專利性之情1403。然而，在上開98/44

指令和審查準則中，卻皆表示若將胚胎幹細胞發明作為醫療檢測或治療

所用，則不當然排除受專利權之保護1404。是以，即便現行實務對於有無

違反公序良俗的認定上尚採取嚴格的審查標準1405，但現行法院實務操作

                                                                                                                                                     
$File/guidelines_for_examination_part_g_en.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399 審查實務認為利用基因重組技術製備的哈佛鼠因技術上並未限定僅得是用在特定之物種

品種(“plants or animals if the technical feasibility of the invention is not confined to a particular 
plant or animal variety”)，而未有欲主宰特定物種之情，並不違反公序良俗，從而尚符合專利

適格性之要求。Boards of Appeal of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Case T 315/03 Harvard/ 
Transgenic animal (OJ EPO 2005, 246); Also see 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Rule 27 (b). 
1400 專利專責機關所頒布的審查基準中雖然敘及此法定排除可專利性之立法理由，係將相關

技術方法被歸類為不具有商業性(non-commercial)和產業性(non-industrial)的技術類型，並立

基於公共衛生的公共利益維護的思維下，排除此等發明的可專利性以避免不當影響相關醫療

行為之實施。European Patent Office, supra note 1398, at G2/11; 李素華、謝銘洋，同前註 1213，
頁 59-60。 
1401 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rticle 53 (c), ‘…this provision shall not apply to products, 
in particular substances or compositions, for use in any of these methods.’ 故而，在專利申請實務

上，將專利申請範圍的描述上將步驟方法附著上特定的工具(instruments)、設備(apparatuses)
或裝置(devices)等有體物，則得通過專利適格性的審查。Se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supra note 
1398, at G2/10, G2/13-14. 
1402 Directive 98/4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6 July 1998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bio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Article 2 (c) (OJ 1998 L 213); 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Rule 28 (c).  
1403 European Patent Office, G 0002/06 Wisconsin Alumni Research Foundation, order 2. (EPO OJ 
2009, 306), “Rule 28(c) EPC forbids the patenting of claims directed to products which - as 
described in the application — at the filing date could be prepared exclusively by a method which 
necessarily involve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uman embryos from which the said products are 
derived, even if the said method is not part of the claims.” 
1404 Directive 98/4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6 July 1998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bio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Recitals (42) (OJ 1998 L 213); European Patent Office, 
supra note 1398, at G2/17.  
1405 European Patent Office, supra note 1398, at G2/16-17. 歐洲專利的審查實務乃採取針對專

利申請案的各該細部發明內容逐一審酌，且不以載入專利申請範圍的發明內容為限，並且實

質評斷技術發明和專利說明書所載之相關研發過程的教示和其內容與公序良俗之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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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仍有進行細緻地區辨各該技術內涵，而使胚胎幹細胞領域的發明尚得

通過倫理的審查以獲發專利1406。 

 

(二)我國基因科技專利的專利適格性規定和實務見解說明 

而我國的部分因為立法例和審查基準制定頒布上多參照歐盟而使規

範架構極其類似，且在相關基因科技領域的實務適用上亦十分相仿1407。

質言之，乃針對從自然界經特殊分離方法所得之物如基因等生物材料亦

得符合發明之概念1408、利用非主要生物學方法而將基因或性狀等特徵引

入動植物之技術和產物得予以專利1409、另以具有診斷或治療效果的醫藥

組合物或其使用方法則未受法定排除可專利性1410，以及對於胚胎分裂技

術獲得發育成人類的胚胎幹細胞等發明的商業使用，仍認為恐妨害共共

秩序或善良風俗而認定屬於法定不予專利之標的1411。 

 

(三)歐洲與我國的專利適格性之政策評析 

綜合上述，可見雖然歐盟和我國在立法上係以負面表列的方式予以

界定專利法適用之標的，並透過規範細則審查基準的補充增加適用上的

明確性，以提供外部研發單位和投資者得以預見1412。然而，實際運作上

則係因考量到基因科技領域和生技產業發展上對於誘因保障的高度需求
1413，以及技術發展上持續多陳出新而現有法規範似難以適時回應，進而

導致需要針對法定不予專利的類型中進一步細部劃分符合與否的子技術

類別，似有意保留部分的可專利空間1414。但實務運作上卻導致專利申請

人需運用專利申請範圍的撰寫技巧，或透過限縮修正等方式嘗試彌補技

                                                       
1406 Judgment of the Court (Grand Chamber), Case C-364/13 International Stem Cell Corporation 
v Comptroller General of Patents, Designs and Trade Marks (EU:C:2014:2451).本案乃涉及以未

受精的卵子細胞作為對象，進行孤雌活化(parthenogenetic activation)進而使其發育成胚囊

(blastocyst)階段，而得做為製備胚胎幹細胞的來源。其中，前審法院係認為此等發明一旦進

行受精作用(fertilisation)則使相關產物有潛能發育成人類(inherent capacity of developing into a 
human being)而恐危害人性尊嚴，而排除可專利性。惟，承審法院最後以現下的技術實務觀

之，認為系爭發明尚無法借助相關技術方法以發育成為人類，並且發明人亦針對系爭發明的

基因序列內容予以改造，使相關發明與自然界產物有更大之差異。故而法院最終認定系爭發

明並不具有違反倫常之性質，而未該當歐洲生物指令的第 6 條第 2 項第 c 款之內涵。 
1407 許曉芬，歐洲專利規範中之「公序良俗」條款檢驗標準：以人類胚胎幹細胞專利為例，

中正財經法學，第二期，頁 84-85，2011 年 1 月。 
140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13 年版之專利審查基準，頁 2-2-2，參見於

https://www.tipo.gov.tw/lp.asp?CtNode=6680&CtUnit=3208&BaseDSD=7&mp=1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1409 同前註，頁 2-2-8、2-14-3 
1410 同前註，頁 2-2-9~2-2-11。 
1411 同前註，頁 2-2-12、2-14-3~2-14-4。 
1412 Directive 98/4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6 July 1998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bio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Recitals (2), (4) (OJ 1998 L 213). 
1413 Directive 98/4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6 July 1998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bio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Recitals (10) (OJ 1998 L 213). 
1414 許曉芬，同前註 1407，頁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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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發明中個別與法規範牴觸之部分，進而期許得以通過專利適格性之門

檻。是以，最終卻仍與原先欲使規範適用上清楚可辨的立意有所違背，

並且惹起某程度上的不確定性，甚至恐造成權利範圍的不當限縮，而難

以有效促成授權應用或商業使用的保障。 

實而，上開實務見解某程度提供了透過解釋論的方式作為因應相關

立法限制的借鏡，並且在基因序列和基因重組的生物材料等的專利適格

性判斷上，實與本論文提出的政策模型極為相似。然而，在受專利保護

的基因檢測或治療方法的部分，卻尚需排除直接適用在人體者，但是固

有技術上有時無非需透過此情始能發揮較佳的醫療效用。並且，究竟相

關步驟方法係以醫療從事人員予以實施或技術人員為之，得否改變專利

適格性的判斷結果，實務上亦有肯否兩種見解，莫衷一是1415。此外在胚

胎幹細胞等發明的專利資格上，相關論述上雖有敘及商業誘因保障和人

性尊嚴道德倫理此二政策思維係處於緊張衝突之狀態1416，但卻未有進一

步嘗試細緻地協調各自政策成分，而僅以在有無違反公序良俗的判斷上

聲明將不特別考慮限制後所生的經濟效應影響1417，以及以未提供專利保

障並非意味著不鼓勵相關研究開發的進行予以帶過1418，亦難謂妥適。 

 

(四)本論文政策模型套用至歐洲與我國之探討 

對此，本論文認為了有效引進本論文所提出的政策模型至具有明文

限制專利適格性之立法例的國家，除了得採取限縮解釋公序良俗的要件

內涵，而委由其他法規範加以落實體現，進而促使專利法得以回歸經濟

政策工具的面向1419。又或者，甚至得考慮直接以立法論的方式，將相關

限制的法規範加以解除。畢竟，生命倫理和公共衛生此等議題固然皆具

重要性1420，但前者的部分得在研究進行和產品開發階段借助其他行政法

                                                       
1415 李素華、謝銘洋，同前註 1213，頁 61 。 
1416 Judgement of the Court (Grand Chamber), supra note 1406, at ¶ 19, “…a balance at all 
between, on the one hand,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biotechnology which is to be encouraged by 
means of patent law and, on the other hand, respect for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safeguarding the 
dign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person, objectives which are set out in particular in recitals 2 and 16 in 
the preamble to Directive 98/44.” 
1417 European Patent Office, supra note 1398, at G2/09. 
1418 Judgement of the Court (Grand Chamber), supra note 1406, at ¶ 22, “…the purpose of 
Directive 98/44 is not to regulate the use of human embryos in the contex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at it is limited to the patentability of bio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1419 陳英鈐，人類胚胎幹細胞專利與胚胎保護──一部 98/44/EC 指令各自表述，科技法學評

論，第 3 卷第 1 期，頁 116-17、120-122，2006 年 4 月。惟，另有相關論者則認為應當維持

兼含經濟活動促進之私益和公序良俗維護之公益的專利法制，實能最有效地促進整體社會穩

定之發展。參見於謝銘洋、宋皇志和李素華，從歐洲觀點看幹細胞相關發行之可專利性，月

旦法學雜誌，第 118 期，頁 88-89，2005 年 3 月。 
1420 有論者以 TRIPS規定中有容認相關會員得按照國內公共衛生政策及技術產業發展之需求，

針對特定發明標的明文排除其專利適格性，以及將依據公共衛生的事由發動強制授權之暫時

性規定拉升至一般性規定作為例證，顯示專利制度的政策意旨與公共衛生的促進實有重要的

關聯性，而某程度上佐證專利適格性排除醫療方法和與公共衛生相關之技術發明的正當性基

礎，並且強調有必要特別針對醫療相關研發成果專利化後進行規制和因應。李素華、謝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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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加以嚴格管制，即得發揮把關之效果。反之，後者的部分則係專利權

行使和主張層次的問題，對此不僅現下仍尚存的公開近用之授權風氣，

並且保險公司亦得在實際醫療近用過程居中扮演磋商價格的重要角色
1421，再加上尚有因應公共衛生需求所制定的免責條款1422以及得發動強制

授權等措施1423，均能有效舒緩解決賦予專利後所生的公共衛生之疑慮和

困境。 

是以，專利制度本身乃作為鼓勵研發創新的經濟促進立法，而基因

科技的技術領域確實需面對生物不確定性所帶來的高研發風險和高研發

時程，實有必要借助住專利權的保護始有機會回收研發成本和獲得商業

利潤，故應寬認所有基因科技的研發成果皆具備專利適格性。並且，在

檢測和醫療方法的商業化應用和胚胎幹細胞等發明的開發上，更面臨相

對沉重的開拓成本和險峻的失敗風險，而有其必要以營利的方式回收相

關成本1424。從而，不應以公共衛生和生命倫理的理由，直接扼殺相關成

果受專利權保護之可能，而係應先肯認皆具可專利性後，再以其他專利

保護要件或後續相關的授權措施加以調整因應，以及建議適用本論文所

提出的政策模型架構，始能真正達到促進基因科技和生技產業創新之政

策目標。 

 

 

 

                                                                                                                                                     
同前註 1213，頁 90-96; 李素華，同前註 704，頁 55-57。 
1421 Rai, supra note 212, at 4. 
1422 35 USC §287 (c)(1); 我國專利法第 61 條。有論者批評相關免責規定的適用幅員尚無法含

括所有可能形式的醫療行為，而恐造成醫療現場的人員對於專利侵權有所顧忌而影響的施用

對象的健康福祉。李素華、謝銘洋，同前註 1213，頁 83-89。惟，本文認為立基於基因科技

的檢測和治療方法與過去一般醫療行為實有不同，後者乃著重在醫療人員針對徵狀的判讀而

選擇合適的藥物或手術方法，並且得直接地實施在患者身上，此外相關醫療效果多來自於藥

物調至此部分或手術技巧而言。故在實際實施上在判斷、進行和效果的流程是迅速且立即的，

方有因應醫療的迫切性而訂定免責規定以資因應。然而，於前者的基因檢測和治療方法的實

際實施上，皆有賴事前透過技術人員進行較為繁複的前置作業，舉凡蒐集檢體、資訊放大和

比對判讀，抑或是培養製備相關適用的生物材料素材，最終實施至人體上，其中不僅實施時

程較長，實施的效果亦非全然取決於實施人員適用至人體當下的技術優劣，而多落相關人員

在前置程序的專業能力而言。從而，基因檢測和治療方法一旦專利化後，相關近用確實與公

共衛生需求有關，但未如免責規定適用態樣的情形般有較強的急迫性和必要性，並在尚屬公

開近用的授權風氣下，應當促使欲實施之醫療機構向專利權人尋求專利授權，以符合使用者

付費和分享溢價之效果，進而回饋相關發明前端的研發和精進。是故，本文認為相關醫療行

為的實施免責，毋庸再為擴張，反之應當考慮引介相關授權促進措施以增進洽談授權效率，

較為妥適合宜。 
1423 TRIPS Article 8, 31; 我國專利法第 87條。亦有論者認為我國現今尚屬新穎醫藥之輸入國，

實得考慮在專利法規範中引進「國家使用(government use)」作為聲請強制授權的法定事由，

使政府得以在因應突發性公共衛生議題時，發揮較有效率的廣泛實施之適用結果，進而防範

緊急狀況之發生。李素華，同前註 704，頁 72-74。 
1424 陳秉訓，論申請人類之診斷、治療或外科手術方法專利之再思考，專利師，第 18 期，頁

13-14，2014 年 7 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55 

參考文獻 

 

第一節 中文部分 

 

第一項 專書 

1. 王偉霖、劉江彬，國際技術移轉制度理論與實務:兼論台灣立法與

產學研因應之策略，2010 年 9 月。 

2. 林子儀等人，憲法-權力分立，二版，2008 年 9 月。 

3. 陳敏，行政法總論，8 版，頁 966，2013 年 9 月。 

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利法逐條釋義，2014 年 9 月版。 

 

第二項 專書論文 

1. 許宗力，權力分立與機關忠誠－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心，

收錄於: 法與國家權力（二），頁 293-342，2007 年 1 月。 

2. 陳文吟，探討修改「進步性」專利要件以因應生物科技發展的必要

性-以美國法為主，載：生物科技與專利法，頁 311-345，2011 年 9

月。 

3. 陳文吟，探討基因治療相關發明專利暨其必要之因應措施，收錄於: 

生物科技與專利法，頁 183-239，2011 年 9 月。 

4. 陳櫻琴，管制革新之法律基礎與政策調適，載：管制革新，頁 1-67，

2001 年 4 月。 

5. 陳新民，憲法財產權保障與公益徵收之概念，載：憲法基本權利之

基本理論(上)，五版，頁 285-354，1999 年 6 月。 

6. 徐筱菁，國家干預經濟活動之憲法基礎與界限，載：管制革新，頁

69-112，2001 年 4 月。 

7. 湯德宗，美國權力分立的理論與實務，收錄於: 權力分立新論: 卷

一: 憲法結構與動態平衡，三版，頁 385-420，2005 年 4 月。 

8. 湯德宗，大法官有關「權力分立原則」解釋案之研析，收錄於:權

力分立新論: 卷二: 違憲審查與動態平衡，三版，頁 305-426，2005

年 4 月。 

9. 蘇永欽，部門憲法—憲法釋義學的新路徑?，載:部門憲法，頁 3-31，

2006 年 1 月。 

10. 蘇永欽，經濟憲法作為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基本規範－從昔日德國的

爭議來看今日台灣的回應之道，載：新世紀經濟法制之建構與挑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56 

─廖義男教授六秩誕辰祝壽論文集，頁 127-161，2002 年 9 月。 

 

第三項 期刊論文 

1. 王文宇，從財產權之保障論釋字第三四九號解釋，載：民商法理論

與經濟分析(一)，頁 89-129，2000 年 5 月。 
2. 宋皇志，瓶頸設施理論在智慧財產權之適用，月旦法學雜誌，第

115 期，頁 160-179，2004 年 12 月。 
3. 何美瑩、許維蓉和鄭中人，變動中的可專利客體適格性判斷標

準——「Mayo v. Promethus 案」之後，專利師，第 10 期，頁 23-56，
2012 年 7 月。 

4. 何曜任，美國法專利權濫用理論──對我國法之啟示，政大智慧財

產評論，第 9 卷第 2 期，頁 1-41，2011 年 12 月。 
5. 李治安，由 AMP v. Myriad Genetics, Inc.案談基因專利之適格性，

智慧財產評論，12 卷 2 期，頁 1-46，2014 年 12 月。 
6. 李崇僖，再探基因專利問題：美國經驗省思，第 224 期，頁 304-307，

2014 年 1 月。 
7. 李素華，競爭秩序維護與智財權行使正當性之關係—以美歐技術標

準制定按之最新發展為例，萬國法律，第 134 期，頁 23-33，2004
年 4 月。 

8. 李素華，論試驗實施例外及其在醫藥專利權適用之問題，華岡法粹，

第 37 期，頁 191-229，2007 年 3 月。 
9. 李素華，專利權行使與公平交易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利為

中心，公平交易季刊，第 16 卷第 2 期，頁 85-121，2008 年 4 月。 
10. 李素華，基因研究成果之專利保護及權利範圍──從美歐新近個案

談基因專利權對公共衛生之影響，收錄於: 2011 科技發展與法律規

範雙年刊，頁 85-87，2012 年 12 月。57-129 
11. 李素華和張哲倫，專利之制度目的及權利本質──法院在其中之關

鍵角色及功能，月旦法學雜誌，第 232 期，頁 191-222，2014 年 9
月。 

12. 李素華和謝銘洋，生技醫療產業所面對新興專利課題——基因檢測、

細胞治療與基因治療之專利保護與權利限制，台灣科技法律與政策

論叢，第 4 卷第 2 期，頁 49-100，2007 年 6 月。 
13. 吳秀明，專利聯盟(Patent Pool)與公平會之聯合行為管制(下)-以「飛

利浦光碟案」中弔詭的競爭關係為核心，月旦法學雜誌，175 期，

頁 85-101，2009 年 12 月。 
14. 吳秀明和楊坤樵，憲法與我國經濟部分之基本秩序，載:部門憲法，

頁 207-277，2006 年 1 月。 
15. 林佳和，時間、現實與規範性：憲法變遷，月旦法學雜誌，218 期，

頁 28-43，2013 年 6 月。 
16. 范建得、洪子洵和侯門，論基因專利實務發展及其評析，第 143

期，頁 373-416，2015 年 12 月。 
17. 張哲倫，專利濫用、幫助侵權與競爭法─專利濫用理論之過去與未

來，全國律師，12 卷 10 期，頁 68-86，2008 年 10 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57 

18. 張哲倫和李素華，專利法之經濟結構─經濟分析理論對於台灣專利

制度運作之啟發，月旦法學雜誌，第 234 期，頁 229-262，2014 年

11 月。 
19. 曾勝珍，以美國經驗探討基因專利之法制研究，法令月刊，62 卷

12 期，頁 168-201，2011 年 12 月。 
20. 許曉芬，歐洲專利規範中之「公序良俗」條款檢驗標準：以人類胚

胎幹細胞專利為例，中正財經法學，第二期，頁 53-89，2011 年 1
月。 

21. 陳文吟，由 Myriad 案探討因應基因專利之合理措施，專利師，第

13 期，頁 25-43，2013 年 4 月。 
22. 陳文吟, 由美國專利實務探討專利侵害之實驗免責，臺北大學法學

論叢，第 64 期，頁 85-120，2007 年 12 月。 
23. 陳英鈐，人類胚胎幹細胞專利與胚胎保護──一部 98/44/EC 指令各

自表述，科技法學評論，第 3 卷第 1 期，頁 75-132，2006 年 4 月。 
24. 陳秉訓，論申請人類之診斷、治療或外科手術方法專利之再思考，

專利師，第 18 期，頁 1-17，2014 年 7 月。 
25. 陳龍昇，「自然法則」運用與個人化醫療診斷方法專利適格性判斷

──從美國 Mayo v. Prometheus 案判決談起，高大法學論叢，11 卷

1 期，頁 163-234，2015 年 9 月。 
26. 陳昭華、鍾靜湖等人，基因有關研究工具授予專利之探討: 以基因

專利之審查為中心，台大法學論叢，第 39 卷第 1 期，頁 403-447，
2010 年 2 月。 

27. 陳櫻琴和程明修，經濟法研究之新趨勢─簡介史托伯教授一九九八

年版「經濟行政法」，月旦法學雜誌，第 67 期，頁 191-202，2000
年 12 月。 

28. 黃文儀，論方法發明之可專利性，專利師，第 16 期，頁 1-29，2014
年 1 月。 

29. 許忠信，智慧財產權之濫用與限制競爭防止法之適用-由美國法與

日本法看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全國律師，12 卷 10 期，頁

5-26，2008 年 10 月。 
30. 簡維克，「從美國 1996 年新通訊法案例探討電信市場下的不對稱管

制（下）」，萬國法律雜誌，第 123 期，頁 37-49，2002 年 06 月。 
31. 葉舜華和歐師維，抗體專利之說明書揭露——從美國 Centocor 

Ortho Biotech, Inc. v. Abbott Labs.案談起，專利師，第 8 期，頁 72-81，
2012 年 1 月。 

32. 劉孔中，公平法與智慧財產權法的衝突與調和，月旦法學雜誌，104
期，頁 93-111，2004 年 1 月。 

33. 劉孔中，以關鍵設施理論限制專利強制授權之範圍，公平交易季刊，

第 15 卷第 1 期，頁 25-58，2007 年 1 月。 
34. 劉尚志和林三元，科技法律之本質與範圍，月旦法學雜誌，第 166

期，頁 111-135，2009 年 3 月。 
35. 熊誦梅，不當行使專利權之法律效果及救濟途徑－從美國法上之專

利地痞、專利濫用及智慧財產授權準則談起，全國律師，12 卷 10
期，頁 56-67，2008 年 10 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58 

36. 蔡坤旺、沈立明和陳恕琮，先驅性發明面臨之專利挑戰，專利師，

第 9 期，頁 42-63，2012 年 4 月。 
37. 詹鎮榮，公經濟法: 第一講: 公經濟法之概念、體系與新趨勢，月

旦法學教室，75 期，頁 59-68，2009 年 1 月。  
38. 詹鎮榮，公經濟法：第二講：經濟憲法，月旦法學教室，80 期，

頁 65-74，2009 年 6 月。 
39. 詹鎮榮，電信法上不對稱管制措施之形塑及界限——最高行政法院

100 年度判字第 1860 號等系列判決評析，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16
期，頁 71-126，2015 年 3 月。 

40. 謝銘洋，方法專利侵害及損害賠償──最高法院 96 年度台上字第

1710 號民事判決評析，法令月刊，60 卷 11 期，頁 23-26，2009 年

11 月。 
41. 謝銘洋、宋皇志和李素華，從歐洲觀點看幹細胞相關發行之可專利

性，月旦法學雜誌，第 118 期，頁 63-89，2005 年 3 月。 
 

第四項 學位論文 

1. 吳珮琳，生物材料專利對科技發展之衝擊及其可能管制方式之探討

─以胚胎幹細胞為例，國立成功大學法學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

2005 年 8 月。 

2. 孫玉苓，人類胚胎幹細胞研究之法律管制及發明之專利保護，國立

交通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2004 年 6 月。 

3. 胡舜文，以哈佛鼠為核心論基因轉殖動物之可專利性及其產業利用，

國立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2005 年 8 月。 

4. 張睿麟，論製藥產業之實驗實施免責，政治大學法律科際整合研究

所碩士論文，2008 年 6 月。 

5. 黃秋蓮，專利權及著作權濫用原則與競爭法規之互動—以美國法為

借鏡，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12 年 12 月。 

6. 蔡奉真，全球化趨勢下發明專利立法政策之比較研究－以公共衛生

與發明專利為例，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5 年

6 月。 

7. 劉昱儒，專利權耗盡理論之公法研究－兼論美國最高法院 Quanta 

Computer, Inc. v. LG Electronics, Inc. (2008)判決，國立政治大學法

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位論文， 2008 年 7 月。 

8. 劉旻憲，智慧財產權之憲法保障基礎，私立東海大學法律學系研究

所碩士論文， 2012 年 7 月。 

9. 劉晏慈，KSR 案對美國生物科技專利顯而易知性審查標準之影

響—兼論對我國專利審查之啟示，頁 183-84，臺灣大學科際整合

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11 年 7 月。 

10. 顏利真，標準必要專利之競爭法議題探討─以 FRAND 授權案件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59 

中心，國立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13 年。 

11. 蘇靜雅，美國專利法上書面說明要件之探討——由產業及技術領域

區別適用觀點切入，國立交通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2012 年 7 月。 

12. 蘇柏榮, 生物材料移轉契約之研究─以財產歸屬與拒絕交易為中心，

國立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2009 年 7 月。 

 

第二節 英文部分 

 

第一項 專書 

1. BRIAN G. BRUNSVOLD et al., DRAFTING PATENT LICENSE AGREEMENTS 

(7th ed. 2012). 

2. DAN L. BURK AND MARK A. LEMLEY, THE PATENT CRISIS AND HOW 

THE COURTS CAN SOLVE IT (2009). 

3. CARLOS CORREA, INTEGRATING PUBLIC HEALTH CONCERNS INTO 

PATENT LEGISL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0). 

4. ANTH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1971). 

5. BERNALD R. GLICK et al., MOLECULAR BIOTECHNOLOGY :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OF RECOMBINATION DNA (4th ed. 2010). 

6. PHILIP W. GRUBB AND PETER R. THOMSEN, PATENTS FOR CHEMICALS, 

PHARMACEUTICALS, AND BIOTECHNOLOGY: FUNDAMENTALS OF 

GLOBAL LAW, PRACTICE AND STRATEGY (5th ed. 2010). 

7. IRINA HARACOGLOU, COMPETITION LAW AND PATENTS A FOLLOW-ON 

INNOVATION PERSPECTIVE IN TH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Edward Elgar ed. 2008). 

8. ROBERT L. HARMON et al., PATENTS AND THE FEDERAL CIRCUITS (10th 

ed. 2011). 

9. HENRY M. HART JR. AND ALBERT M. SACKS, THE LEGAL PROCESS: 

BASIC PROBLEMS IN THE MAKING AND APPLICATION OF LAW (William 

N. Eskridge Jr. & Philip P. Frickey ed. 1994). 

10. LAWRENCE LESSIG,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1999). 

11. OLIVER MILLS, BIO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MORAL RESTRAINTS 

AND PATENT LAW (Revised ed. 2005). 

12. JOSEPH P. NEWHOUSE et al., FEDERAL AGENCY ROLES IN CANCER DRUG 

DEVELOPMENT FROM PRECLINICAL RESEARCH TO NEW DRUG 

APPROVAL: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AND THE FOOD AND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0 

DRUG ADMINISTRATION (2005). 

13. RAYMOND T. NIMMER AND JEFF C. DODD, MODERN LICENSING LAW, 

2012-2013 EDITION VOLUME 1 (2012-2013). 

14. LAWRENCE M. SUNG, MEDICAL DEVICE PATENTS (2010). 

15. JAMES D. WATSON et al.,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 (6th ed. 

2008). 

 

第二項 專書論文 

1. Kenneth J. Arrow,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 in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609 (1962). 

2. Saradindu Bhaduri, Patent Biotechnology ,in HANDBOOK OF 

BIOENTREPRENEURSHIP 211 (Holger Patzelt and Thomas Brenner ed. 

2008). 

3. Kshitij Kumar Singh, Legal, Soci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Genetic 

Patents: Issues of Accessibility, Quality of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 in BIO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137 (2015). 

4. Robert Merton,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267(Norman W. Storer ed. 1973). 

5. Fiona Murray, Patenting Life: How the Oncomouse Patent Changed 

the Lives of Mice and Men, in MAKING AND UNMAK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EATIVE PRODUCTION IN LEG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399 (Mario Biagioli, Peter Jaszi, and Martha 

Woodmansee ed. 2011). 

6. John P. Walsh et al., Effects of Research Tool Patents and Licensing on 

Biomedical Innovation, in PATENTS IN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285 (Wesley M. Cohen and Stephen A. Merrill ed. 2003). 

 

第三項 期刊論文 

1. David E. Adelman, A Fallacy of the Commons in Biotech Patent 

Policy, 20 BERKELEY TECH. L.J. 985 (2005). 

2. Natasha N. Aljalian, The Role of Patent Scope in Biopharmaceutical 

Patents, 11 B.U. J. SCI. & TECH. L. 1 (2005). 

3. Lori B. Andrews, The Gene Patent Dilemma: Balancing Commercia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1 

Incentives with Health Needs, 2 HOUS. J. HEALTH L. & POL’Y 65 

(2002). 

4. Lori B. Andrews and Jordan Paradise, Gene Patents: The Need for 

Bioethics Scrutiny and Legal Change, 5(1) YALE J. HEALTH POLICY 

LAW ETHICS 403 (2005). 

5. Peter S. Arno and Michael H. Davis, Why Don't We Enforce Existing 

Drug Price Controls? The Unrecognized and Unenforced Reasonable 

Pricing Requirements Imposed upon Patents Deriving in Whole or in 

Part from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75 TUL. L. REV. 631 (2001). 

6. Atif I. Azher, Antitrust regulators and th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ompulsory licensing schemes ignoring gene therapy patients' needs, 

25 U. PA. J. INT'L ECON. L. 383 (2004). 

7. Scott Baker, Book Review: Can the Courts Rescue Us from the Patent 

Crisis?: The Patent Crisis and How the Courts Can Solve It., 88 TEX. 

L. REV. 593 (2010). 

8. Andrew S. Baluch, Relating the Two Experimental Uses in Patent Law: 

Inventor's Negation and Infringer's Defense, 87 B.U.L. REV. 213 

(2007). 

9. Ning Bao, Should We Award Mr. Sugano a Valid Patent? Rethinking 

the Federal Circuit's Rigid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in Gene 

Patents, 5 HASTINGS SCI. & TECH. L.J. 85 (2013). 

10. Dunstan H. Barnes, Technically Speaking, Does It Matter? An 

Empirical Study Linking the Federal Circuit Judges ' Technical 

Backgrounds to How They Analyze the Section 112 Enablement and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s, 88 CHI.-KENT L. REV. 971 (2013). 

11. John H. Barton, Patents and Antitrust: A Rethinking in Light of Patent 

Breadth and Sequential Innovation, 65 ANTITRUST L.J. 449 (1997). 

12. Dillon Beardsley, A Two-Front Assault On The Stem Cell Patents, 6 J. 

MARSHALL REV. INTELL. PROP. L. 501 (2007). 

13. Vanessa Bell, The State Giveth And The State Taketh Away: Patent 

Rights Under The Bayh-Dole Act, 24 S. CAL. INTERDIS. L.J. 491 

(2015). 

14. Joshua C. Benson, Resuscitating the Patent Utility Requirement, Again: 

A Return to Brenner v. Manson, 36 U.C. DAVIS L. REV. 267 (2002). 

15. Matthew S. Bethards, Condemning a Patent: Tak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by Eminent Domain, 32 AIPLA Q.J. 81 (2005). 

16. Margaret Bichler, Lesson Learned: Why Federal Stem Cell Policy Must 

Be Informed by Minority Disadvantage in Organ Allocation, 27 B.C.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2 

THIRD WORLD L. J. 455 (2007). 

17. David S. Bloch, Alternatives to March-In Rights, 18 VAND. J. ENT. & 

TECH. L. 247 (2016). 

18. Christina Bohannan, IP Misuse as Foreclosure, 96 IOWA L. REV. 475 

(2011). 

19. Bryan J. Boyle, Fishing for Utility with Expressed Sequence Tags After 

In re Fisher, 23 SANTA CLARA COMPUTER & HIGH TECH. L.J. 589 

(2007). 

20. Maureen E. Boyle, Leaving Room for Research: The Historical 

Treatment of the Common Law Research Exemption in Congress and 

the Court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Biotech Law and Policy, 12 YALE J. 

L. & TECH. 269 (2009-2010). 

21. William O'Brien, March-in rights under the Bayh-Dole Act: the NIH's 

paper tiger?, 43 SETON HALL L. REV. 1403 (2013). 

22. Yael Bregman-Eschet et al., The Ripple Eff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tem Cel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9 J. TECH. L. & POL'Y 227 (2014). 

23. Dan L. Burk and Mark A. Lemley, Is Patent Law Technology-Specific?, 

17 BERK. TECH. L.J. 1155 (2003). 

24. Dan L. Burk and Mark A. Lemley, Policy Levers In Patent Law, 89 VA. 

L. REV. 1575 (2003). 

25. Dan L. Burk and Mark A. Lemley, Biotechnology's Uncertainty 

Principle, 54 CASE W. RES. 691 (2004). 

26. Michelle Cai, Madey v. Duke University: Shattering the Myth of 

Universities' Experimental Use Defense, 19 BERKELEY TECH. L.J. 175 

(2004). 

27. Karen S. Canady, The Wright Enabling Disclosure for Biotechnology 

Patents, 69 WASH. L. REV. 455 (1994). 

28. Christopher R. Carroll, Stem Cell: The Licensing of the Stem Cell 

Patent and Possible Antitrust Consequences, 2002 U. ILL. J.L. TECH. & 

POL'Y 435 (2002). 

29. Howard F. Chang, Patent Scope, Antitrust Policy, and Cumulative, 26 

RAND J. OF ECON. 34 (1995). 

30. Timothy Caulfield, Stem Cell Research and Economic Promises, 38 

J.L. MED. & ETHICS 303 (2010). 

31. Vincent Chiappetta, Living with Patents: Insights from Patent Misuse, 

15 MARQ. INTELL. PROP. L. REV. 1 (2011). 

32. Daniel P. Chisholm, The Effect of the USPTO's Written Description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3 

Guidelines on Gene Patent Applications, 35 SUFFOLK U. L. REV. 543 

(2001). 

33. Young Chung et al.,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Lines Generated 

without Embryo Destruction, 2 CELL STEM CELL 113 (2008). 

34. Ronald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3 J.L. & ECON. 1 

(1960). 

35. Stanley N. Cohen et al., Construction of Biologically Functional 

Bacterial Plasmids In Vitro, 70 PROC. NAT. ACAD. SCI. USA 3240 

(1973). 

36. Samuel M. Cohen, Risk Assessment in the Genomic Era, 32 (Supp. 1) 

TOXICOLOGIC PATHOLOGY 3 (2004). 

37. John M. Conley and Roberte Makowski, Back to the Future: 

Rethinking the Product of Nature Doctrine as a Barrier to 

Biotechnology Patents (Part I), 85 J. PAT. & TRADEMARK OFF. 

SOC'Y 301 (2003). 

38. Sean O'Connor, The Use of MTAs to Control Commercialization of 

Stem Cell Diagnostics and Therapeutics, 21 BERKELEY TECH. L.J. 

1017 (2006). 

39. Jorge L. Contreras, Bermuda's Legacy: Policy, Patents, and the Design 

of the Genome Commons, 12 MINN. J.L. SCI. & TECH. 61 (2011). 

40. Carlos M. Correa, PROCEEDINGS OF THE 2002 CONFERENCE 

ACCESS TO MEDICIN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TERNATIONAL FACILITATION OR HINDRANCE?: Panel # 2: 

TRIPS and Access to Medicine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Patent 

System and New Technologies, 20 WIS. INT'L L.J. 523 (2002). 

41. Thomas F. Cotter, Invention, Creation, & Public Policy Symposium: 

Innovation & Competition Policy: Patent Holdup, Patent Remedies, 

and Antitrust Responses, 34 IOWA J. CORP. L. 1151 (2009). 

42. Libby Deshaie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Patenting Medical 

Biotechnology: Myriad Genetics and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As Steps 

Towards Greater Patient Access, 14 U. ILL. J.L. TECH. & POL'Y 307 

(2014). 

43. Sara Dastgheib-Vinarov, A Higher Nonobviousness Standard for Gene 

Patents: Protecting Biomedical Research from the Big Chill, 4 MARQ. 

INTELL. PROP. L. REV. 143 (2000). 

44. Amy Rachel Davis, Patented Embryonic Stem Cells: The 

Quintessential "Essential Facility"?, 94 GEO. L.J. 205 (2005). 

45. Wesley A. Demory, Patent Claim Obviousness in Jury Trials: Where's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4 

the Analysis?, 6 J. BUS. & TECH. L. 449 (2011). 

46. Alan Devlin, Improving Patent Notice and Remedies: A Critique of the 

FTC's 2011 Report, 18 MICH. TELECOMM. TECH. L. REV. 539 (2012). 

47. Julia vom Wege Dovi,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The 

Reexamination of the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Patents, 12 MARQ. 

INTELL. PROP. L. REV. 107 (2008). 

48. Rochelle Dreyfuss, Protecting the Public Domain of Science: Has the 

Time for an Experimental Use Defense Arrived?, 46 ARIZ. L. REV. 457 

(2004). 

49. Ted J Ebersole et al., Patent pools and standard setting in diagnostic 

genetics, 23(8) NATURE BITECNOLOGY 937 (2005). 

50. Mary Eberle, March-In Rights Under the Bayh-Dole Act: Public. 

Access to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3 MARQ. INTELL. PROP. L. REV. 

155 (1999). 

51. Peter Edwards, AMP v. Myriad: The Future of Medicine and Patent 

Law, 12 MINN. J.L. SCI. & TECH. 811 (2011). 

52. Rebecca S. Eisenberg, Proprietary Rights and the Norms of Science in 

Biotechnology Research, 97 YALE L.J. 177 (1987). 

53. Rebecca S. Eisenberg, Patents and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Exclusive 

Rights and Experimental Use, 56 U. CHI. L. REV. 1017 (1989). 

54. Rebecca S. Eisenberg, Genetics and the Law: Patenting the Human 

Genome, 39 EMORY L.J. 721 (1990). 

55. Rebecca S. Eisenberg, A Technology Policy Perspective on the NIH 

Gene Patenting Controversy, 55 U. PITT. L. REV. 633 (1994). 

56. Rebecca S. Eisenberg, Public Research and Private Development: 

Patent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Government-Sponsored Research, 

82 VA. L. REV. 1663 (1996). 

57. Rebecca S. Eisenberg, Business Law Forum: Nonobviousness—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Pharma's Nonobvious Problem, 12 LEWIS 

& CLARK L. REV. 375 (2008). 

58. Rebecca S. Eisenberg, Noncompliance, Nonenforcement, Nonproblem? 

Rethinking the Anticommon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45 HOUS. L. REV. 

1059 (2008). 

59. Rebecca S. Eisenberg, Prometheus Rebound: Diagnostics, Nature, and 

Mathematical Algorithms, 122 YALE L.J. ONLINE 341 (2013). 

60. Richard A. Epstein, Heller's Gridlock Economy in Perspective: Why 

There Is Too Little, Not Too Much Private Property, 53 ARIZ. L. REV. 

51 (20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5 

61. Theo I. Ogune, Esq, Judges and Statutory Construction: Judicial 

Zombism of Contextual Activism, 30 U. BALT. L.F. 4 (2000). 

62. Frank W. Eucalitto, Best Mode or (Trade) Secret Mode? The 

Evisceration of the Best Mode Requirement and Its Impact on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33 QUINNIPIAC L. REV. 199 (2014). 

63. Lillian Ewing, In Re Fisher: Denial of Patents for ESTs Signals 

Deeper Problems in the Utility Prong for Patentability, 8 MINN. J.L. 

SCI. & TECH. 645 (2007). 

64. Robin C. Feldman, The Insufficiency of Antitrust Analysis for Patent 

Misuse, 55 HASTING L. J. 399 (2003). 

65. Robin C. Feldman, The Open Source Biotechnology Movement: Is It 

Patent Misuse? , 6 MINN. J.L. SCI. & TECH. 117 (2004). 

66. Robin C. Feldman, The Inventor's Contribution, 2005 UCLA J.L. & 

TECH. 6 (2005). 

67. Ethan R. Fitzpatrick, Open Source Synthetic Biology: Problems and 

Solutions, 43 SETON HALL L. REV. 1363 (2013). 

68. Julian David Forman, A Timing Perspective on the Utility Requirement 

in Biotechnology Patent Applications, 12 ALB. L.J. SCI. & TECH. 647 

(2002). 

69. Ruth E. Freeburg, No Safe Harbor and No Experimental Use: Is It 

Time for Compulsory Licensing of Biotech Tools?, 53 BUFFALO L. REV. 

351 (2005). 

70. Rob Frieden, Regulatory Opportunism in Telecommunications: The 

Unlevel Competitive Playing Field, 10 COMMLAW CONSPECTUS 81 

(2002). 

71. Ryan Fujikawa, Federal Funding of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An Institutional Examination, 78 S. Cal. L. Rev. 1075 

(2005). 

72. Kevin J. Georgek, A Little Light on the Mayo: Justifying Reversal of 

the Federal Circuit's 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Decision, 

44 SETON HALL L. REV. 171 (2014). 

73. Damien Geradin et al., The Complements Problem within Standard 

Setting: Assessing the Evidence on Royalty Stacking, 14 B.U. J. SCI. & 

TECH. L. 144 (2008). 

74. Donna M. Gitter,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over Patenting Human DNA 

Sequ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 Argument 

for Compulsory licensing and a Fair-Use Exemption, 76 N.Y.U.L. Rev. 

1623 (20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6 

75. Marta Gladych et al., Epigenetic mechanisms of induced pluripotency, 

19 COMTEMP ONCOL (1A) (2015). 

76. John M. Golden, The Embryonic Stem Cell Controversy: WARF's Stem 

Cell Patents and Tension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Approaches to Research, 38 J.L. MED. & ETHICS 314 (2010). 

77. Paul Gormley, Compulsory Patent Licens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7 TUL. ENVTL. L.J. 131 (1993). 

78. Sharonmoyee Goswami, Caught in the Middle: Reducing the 

Uncertainty Created by the FDA and the Patent System for Genetic 

Diagnostic Test Makers, 1 NYU J. INTELL. PROP. & ENT. L. 33 (2011). 

79. Rebecca Goulding et al., Alternati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Genomics and the Activity of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 Emerging 

Directions in Research, 16 B.U. J. SCI. & TECH. L. 194 (2010). 

80. Jerry R. Green and Suzanne Scotchmer, On the Division of Profit in 

Sequential Innovation, 26 RAND J. ECON. 20 (1995). 

81. Dov Greenbaum, Academia to Industry Technology Transfer: An 

Alternative to the Bayh-Dole System for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Nations, 19 FORDHAM INTELL. PROP. MEDIA & ENT. L.J. 

311 (2009). 

82. Rebecca Greendyke, No Patent for You!: How KSR v. Teleflex's 

Nonobviousness Test Conflicts with the Scientific Method and 

Removes the Incentive to Innovate, 35 DAYTON L. REV. 413 (2010). 

83. Hillary Greene, Patent Pooling Behind the Veil of Uncertainty: 

Antitrust, Competition Policy, and the Vaccine Industry, 90 B.U.L. 

REV. 1397 (2010). 

84. Joanna M. Grigas, Defining Patent Eligibility by Extrapolating the 

Judicial Outlook of Software onto Biotechnology Patents, 18 SUFFOLK 

J. TRIAL & APP. ADV. 221 (2013). 

85. Michael John Gulliford, Much Ado About Gene Patents: The Role of 

Foreseeability, 34 SETON HALL L. REV. 711 (2004). 

86. Patrick Hagan, Reach Through Royalties as a Workaround for Patent 

Exhaustion, 2 HASTINGS SCI. & TECH. L.J. 243 (2010). 

87. Sarah Elizabeth Hagan, DNA Real Estate: The Myriad Genetics Case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Granting Patent Eligibility to Complimentary 

DNA, 35 N. ILL. U. L. REV. 205 (2014). 

88. Ren-How Harn, Keeping the Gates Open for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13 CARDOZO PUB. L. POL'Y & ETHICS J. 525 (2015). 

89. Rebecca Hays, Biotechnology Obviousness in the Post-Genomic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7 

Era:KSR v. Teleflex and In re Kubin, 10 MINN. J.L. SCI. & TECH. 801 

(2009). 

90. Christopher D. Hazuka, Supporting the Work of Lesser Geniuses: An 

Argument for Removing Obstructions to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57 U. MIAMI L. REV. 157 (2002). 

91. Michael A. Heller,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 111 HARV. L. REV. 621 (1998). 

92. Michael A. Heller and Rebecca S. Eisenberg, Can Patents Deter 

Innovation? The Anticommon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280 SCIENCE 

698 (1998). 

93. Kevin Hershey, Big And Small Fish In The Sea Of Patent Litig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AMP v. USPTO Decision And Its Effect On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 31 J.L. & COM. 185 (2012). 

94. Robert A. Hodges, Black Box Biotech Inventions: When a "Mere Wish 

or Plan" Should be Considered an Adequate Description of the 

Invention, 17 GA. ST. U.L. REV. 831 (2001). 

95. Asher Hodes, Diagnosing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26 BERKELEY 

TECH. L.J. 225 (2011). 

96. David C. Hoffman, A Modest Proposal: Toward Improved Access to 

Biotechnology Research Tools by Implementing a Broad Experimental 

Use Exception, 89 CORNELL L. REV. 993 (2004). 

97. Christopher M. Holman, Is Lilly Written Description a Paper Tiger?: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Eli Lilly and its 

Progeny in the Courts and PTO, 17 ALB. L.J. SCI. & TECH. 1 (2007). 

98. Christopher M. Holman, Mayo, Myriad, and the Future of Innovation 

in Molecular Diagnostics and Personalized Medicine, 15 N.C. J.L. & 

TECH. 639 (2014). 

99. Henrik Holzapfel and Joshua D. Sarnoff, A Cross-Atlantic Dialog on 

Experimental Use and Research Tools, 48 IDEA 123 (2008). 

100. Herbert Hovenkamp, Consumer Welfare In Competi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9 COMPETITION POL'Y INT'L 53 (2013). 

101. Eneda Hoxha, Stemming the Tide: Stem Cell Innovation in the 

Myriad-Mayo-Roslin Era, 30 BERKELEY TECH. L.J. 567 (2015). 

102. Song Huang, HIGH TECH LAW INSTITUTE PUBLICATION: THE 

NONOBVIOUSNESS REQUIREMENT FOR BIO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 RESOLVING UNCERTAINTY IN FAVOR OF 

INNOVATION, 21 SANTA CLARA COMPUTER & HIGH TECH. L.J. 597 

(200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8 

103. Wenrong Huang, Enzo's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Can It Be 

An Effective Check Against Overly Broad Biotechnology Claims?, 16 

ALB. L.J. SCI. & TECH. 1 (2006). 

104. iBRIEF, The Fate of Gene Patents Under the New Utility Guidelines, 

2001 DUKE L. & TECH. REV. 8 (2001). 

105. Keiichi Itakura et al., Expression in Escherichia coli of chemically 

synthesized genes for human insulin, 76 PROC. NATI. ACAD. SCI. USA 

106 (1979). 

106. Thomas A. Isenbarger, In Re Kubin’s Reinvigorated Nonobviousness 

Standard for DNA Patents, 2009 WIS. L. REV. 1435 (2009). 

107. Joseph Jakas, Encouraging Further Innovation: Ariad v. Eli Lilly and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42 SETON HALL L. REV. 1287 

(2012). 

108. Amy Kapczynski, Addressing Global Health Inequities: An Open 

Licensing Approach for University Innovations, 20 BERKELEY TECH. 

L.J. 1031 (2005). 

109. Mini Kapoor, Proposal for Resolution to Challenges Posed by DNA 

Sequence Pate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x Genetic Tests, 49 

HOUS. L. REV. 131 (2012). 

110. Lisa A. Karczewski, Biotechnological Gene Patent Application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USPTO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Guidelines on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31 MCGEORGE L. REV. 

1043 (2000). 

111. Dmitry Karshtedt, Limits on Hard-to-Reproduce Inventions: Process 

Elements and Biotechnology's Compliance with the Enablement 

Requirement, 3 HASTINGS SCI. & TECH. L.J. 109 (2010). 

112. Alexander E. Karu et al., Recombinant Antibody Technology, 37 ILAR 

J 132 (1995). 

113. Kevin T. Kelly, Fragging the Patent Frags: Restricting Expressed 

Sequence Tag Patenting Using the 

Enablement-Commensurate-in-Scope-with-the-Claims Requirement, 

17 TEX. INTELL. PROP. L.J. 49 (2008). 

114. Jay P. Kesan and Andres A. Gallo, Frontiers In Empirical Patent 

Law Scholarship: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atent System, 87 

N.C.L. REV. 1341 (2009). 

115. Omid E. Khalifeh, The Gene Wars: Science, Politics, and the Human 

Genome, 9 LOY. LAW & TECH. ANN. 91 (2009 /2010). 

116. Brian Kimmelblatt, Immaterial to Innovation: The Story of Ariad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9 

Pharmaceuticals, Inc. v. Eli Lilly & Co., 5 BROOK. J. CORP. FIN. & 

COM. L. 503 (2011). 

117. Stacy Kincaid, Oh, The Places You'll Go: The Implications of Current 

Patent Law on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30 PEPP. L. REV. 553 

(2003). 

118. Edmund W. Kitch,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Patent System, 20 

J.L. & ECON. 265 (1977). 

119. Günter Knieps, Deregulation in Contestable and Non-Contestable 

Markets, 23 FORDHAM INT'L L.J. 90 (2000). 

120. Jeffie A. Kopczynski, A New Era for § 112? Explori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as Applied to 

Biotechnology Inventions, 16 HARV. J. LAW & TEC. 229 (2002). 

121. Russell Korobki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tem Cell Century: 

Implications for Embryo Research, Egg Donor. Compensation, and 

Stem Cell Patents, 49 JURIMETRICS J. 51 (2008). 

122. Cara Koss, Oysters & Oligonucleotides: Concerns and Proposals for 

Patenting Research Tools, 25 CARDOZO ARTS & ENT L.J. 747 (2007). 

123. Katarzyna Kulcenty et al.,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induced 

pluripotency, 19 COMTEMP ONCOL (1A) (2015). 

124. Sapna Kumar,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Genetic Information, 65 

ALA. L. REV. 625 (2013). 

125. Stephen G. Kunin et al., Reach-Through Claims in the Age of 

Biotechnology, 51 AM. U.L. REV. 609 (2002) 

126. Anna B. Laakmann, An Explicit Policy Lever for Patent Scope, 19 

MICH. TELECOMM. & TECH. L. REV. 43 (2012). 

127. Alexander C. Larson and Douglas R. Mudd, Colloc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A. Fostering of Competition on the 

Merits?, 28 CAL. W. L. REV. 263 (1991-1992). 

128. Marshall Leaffer, Patent Misuse and Innovation, 10 J. HIGH TECH. L. 

142 (2010). 

129. Peter Yun-Hyoung Lee, Inverting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Applying Common Law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Doctrine to 

Constrain Patents on Biotechnology Research Tools, 19 HARV. J.L. & 

TECH. 79 (2005). 

130. Mark A. Lemley, The Economic Irrationality of the Patent Misuse 

Doctrine, 78 CAL. L.Rev. 1599 (1990). 

131. Mark A. Lemley, The Economics of Improvement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75 TEX. L. REV. 989 (199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70 

132. Mark A. Lemle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 90 CALIFORNIA L. REV. 1889 (2002). 

133. Mark A. Lemley, The Myth of the Sole Inventor, 110 MICH. L. REV. 

709 (2012). 

134. Mark A. Lemley and Carl Shapiro, Patent Holdup and Royalty 

Stacking, 85 TEXAS L. REV. 1991 (2007). 

135. Bradley J. Levang, Evaluating the Use of Patent Pools For 

Biotechnology: A Refutation to the USPTO White Paper Concerning 

Biotechnology Patent Pools, 19 SANTA CLARA COMPUTER & HIGH 

TECH. L.J. 229 (2002). 

136. Kate M. Lesciotto, KSR: Have Gene Patents Been KO'd? The 

Non-Obviousness Determination of Patents Claiming Nucleotide 

Sequences When the Prior Art Has Already Disclosed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86 WASH. U. L. REV. 209 (2008). 

137. Ed Levy et al., Patent Pools and Genomics: Navigating a Course to 

Open Science?, 16 B.U. J. SCI. & TECH. L. 75 (2010). 

138. Amy Ligler, Egregious Error or Admirable Advance: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Enables Federally Funded Basic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2001 Duke L. & Tech. Rev. 

37 (2001). 

139. Daryl Lim, Misconduct in Standard Setting: The Case for Patent 

Misuse, 51 IDEA 559 (2011). 

140. Scott D. Locke, Nucleotide Sequences and Recombinant Technologies: 

Trend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to 

Inventions from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22 ALB. L.J. SCI. & TECH. 

49 (2012). 

141. Eli A. Loots, PATENT: VALIDITY: WRITTEN DESCRIPTION THE 

2001 USPTO WRITTEN DESCRIPTION GUIDELINES AND GENE 

CLAIMS, 17 BERKELEY TECH. L.J. 117 (2001). 

142. Brian J. Love, Interring the Pioneer Invention Doctrine, 90 N.C.L. 

REV. 379 (2012). 

143. Andrew J. Maas, Valuation & Assessment of Intangible Assets, and 

How the America Invents Act Will Affect Patent Valuations, 94 J. PAT. 

& TRADEMARK OFF. SOC'Y 300 (2012). 

144. Michael J. Malinowski and Maureen A. O'Rourke, A False Start? The 

Impact of Federal Policy on the Genotechnology Industry, 13 YALE J. 

ON REG. 163 (1996). 

145. Chase A. Marshall, A Comparative Analysis: Current Solutions To The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71 

Anticommons Threat, 12 J. HIGH TECH. L. 487 (2012). 

146. Andrew McCoy, Biotechnology and Embryonic Stem Cell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Laws and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Nations, 8 LOY. LAW & TECH. ANN. 63 (2008-2009). 

147. Barbara M. McGarey and Annette C. Levey, Patents, Products, and 

Public Health: An Analysis of the CellPro March-In Petition, 14 

BERKELEY TECH. L.J. 1095 (1999). 

148. Charles R. McManis and Brian Yagi, The Bayh-Dole Act and the 

Anticommons Hypothesis: Round Three, 21 GEO. MASON L. REV. 1049 

(2014). 

149. Hugh McTavish, Enabling Genus Patent Claims to DNA, 2 MINN. 

INTELL. PROP. REV. 121 (2001). 

150. Robert P. Merges and Richard R. Nelson, On the Complex Economics 

of Patent Scope, 90 COLUM. L.REV. 839 (1990). 

151. Aaron Miller, Repairing the Bayh-Dole Act: A Proposal for Restoring 

Non-Profit Access to University Science, 2005 B.C. INTELL. PROP. & 

TECH. F. 93001 (2005). 

152. Lucas Miller, Has the Fight over Isolated DNA's Patent-Eligibility 

Opened a Trapdoor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o Other Extracted 

or Purified Substances?, 8 J. HEALTH & BIOMED. L. 471 (2013). 

153. Michael S. Mireles, Jr., States as Innovation System Laboratories: 

California and Stem Cell Technology, 28 CARDOZO L. REV. 1133, 1159 

(2006). 

154. Michael S. Mireles, The Bayh-Dole Act and Incentives for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Government-Funded Inven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76 UMKC L. REV. 525 (2007). 

155. Sanjukta Misra, Human Gene Therapy: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Genetic Revolution, 61 JAPI 127 (2013). 

156. Ali Mojibi,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KSR v. Teleflex on the 

Federal Circuit's Patent Validity Jurisprudence, 20 ALB. L.J. SCI. & 

TECH. 559 (2010). 

157. Leeron Morad, Stemming the Tide: On the Patentability of Stem Cells 

and Differentiation Processes, 87 N.Y.U. L. REV. 551 (2012). 

158. Carrie A. Morgan, After the Fire and Rain, Lilly Still Stands, 31 

DAYTON L. REV. 127 (2005). 

159. Jennifer Morton, BRCA1 AND BRCA2 MUTATIONS HIGHLIGHT 

THE NEED FOR IMPROVED REGULATION OF 

LABORATORY-DEVELOPED TESTS, 12 HOUS. J. HEALTH L. & POL'Y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72 

63 (2011). 

160. May Mowzoon, Access Versus Incentive: Balancing Policies in 

Genetic Patents, 35 ARIZ. ST. L.J. 1077 (2003). 

161. Janice M. Mueller, The Evolving Application of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to Bio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13 

BERKELEY TECH. L.J. 615 (1998). 

162. Janice M. Mueller, Patent Misuse Through the Capture of Industry 

Standards, 17 BERKELEY TECH. L.J. 623 (2002). 

163. Janice M. Mueller, The Evanescent Experimental Use Exemption from 

United States Paten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Implications for 

University and Nonprofi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56 BAYLOR L. 

REV. 917 (2004). 

164. William C. Mull, Using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to limit 

broad patent scope, allow competition, and encourage innovation in 

biotechnology, 14 HEALTH MATRIX 393 (2004). 

165. Brian P. Murphy and Daniel P. Murphy, Uncertain Prognosis for 

Diagnostic Methods and Personalized Medicine Patents, 20 FORDHAM 

INTELL. PROP. MEDIA & ENT. L.J. 755 (2010). 

166. Fiona Murray, The StemCell Market —Patents and the Pursuit of 

Scientific Progress, 23 N. ENGL. J. MED. 2341 (2007). 

167. Heinz Neumann et al., Synthetic biology approaches in drug discovery 

and pharmaceutical biotechnology, 87 APPL MICROBIOL BIOTECHNOL 

75 (2010). 

168. Bryan Nese, Bilski on Biotech: The Potential for Limiting the Negative 

Impact of Gene Patents, 46 CAL. W. L. REV. 137 (2009). 

169. Dianne Nicol and Jane Nielsen, The Australian Medical Biotechnology 

Industry and Access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s for Patent Law 

Development, 23 SYDNEY L. REV. 347 (2001). 

170. Jane Nielsen, Reach-through Rights in Biomedical Patent Licens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ir Anti-competitive Reach, 32 FED. L. REV. 

169 (1998). 

171. Leah Octavio, The patent eligibility of personalized medicine 

technologies, 35 J. LEGAL MED. 423 (2014). 

172. Maureen A. O'Rourke, Toward a Doctrine of Fair Use in Patent Law, 

100 COLUM. L. REV. 1177 (2000). 

173. Lisa Larrimore Ouellette, Access to Bio-Knowledge: From Gene 

Patents to Biomedical Materials, 2010 STAN. TECH. L. REV. 1 (2010). 

174. Laura G. Pedraza-Farina, Patent Law and the Sociology of Innovation,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73 

2013 WIS. L. REV. 813 (2013). 

175. Stephen Pessagno, Prometheus and Bilski: pushing the bounds of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in medical diagnostic techniques with the 

machine-or-transformation test, 36 AM. J.L. & MED. 619 (2010). 

176. S. Benjamin Pleune, Trouble with the Guidelines: On Urging the PTO 

to Properly Evolve with Novel Technologies, 2001 U. ILL. J.L. TECH. & 

POL'Y 365 (2001). 

177. Richard A. Posner, Theories Of Economic Regulation, 5(2)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335 (1974). 

178. Richard A. Posner, Legal Formalism, Legal Real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 and the Constitution, 37 CASE W. RES. L. 

REV. 179 (1987). 

179. Wolrad Prinz zu Waldeck und Pyrmont, Research Tool Patents after 

Integra v. Merck - Have They Reached a Safe Harbor?, 14 MICH. 

TELECOMM. TECH. L. REV. 367 (2008). 

180. Gary Pulsinelli, Share and Share Alike: Increasing Access to. 

Government-Funded Inventions Under the Bayh- Dole Act, 7 MINN. 

J.L. SCI. & TECH. 393 (2006). 

181. Arti K. Rai,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Biotechnology: Addressing 

New Technology, 34 WAKE FOREST L. REV. 827 (1999). 

182. Arti K. Rai, Regula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orms of Science, 94 NW. U. L. REV. 77 (1999). 

183. Arti K. Rai, Fostering Cumulative Innovation in th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he Role of Patents and Antitrust, 16 

BERKELEY TECH. L.J. 813 (2001).  

184. Arti K. Rai, Diagnostic Patents at the Supreme Court, 18 MARQ. 

INTELL. PROP. L. REV. 1 (2014). 

185. Arti K. Rai and Rebecca S. Eisenberg, The Public Domain: Bayh-Dole 

Reform and The Progress of Biomedicine, 66 Law & Contemp. Prob. 

289 (2003). 

186. Sarah R. Wasserman Rajec, Evaluating Flex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Patent Law, 65 HASTINGS L. J. 153 (2013). 

187. Heather Hamme Ramirez, Comment: Defending The Privatization Of 

Research Tools: An Examination Of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In Bio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53 

EMORY L.J. 359 (2004). 

188. Heather Hamme Ramirez, Defending The Privatization Of Research 

Tools: An Examination Of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In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74 

Bio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53 EMORY L.J. 359 (2004). 

189. John H. Raubitschekt and Norman J. Latkertt, Reasonable Pricing - A 

New Twist for March-in Rights Under the Bayh-Dole Act, 22 SANTA 

CLARA COMPUTER & HIGH TECH. L.J. 149 (2005). 

190. Jerome H. Reichman and Rochelle Cooper Dreyfuss, Harmonization 

Without Consens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Drafting a Substantive 

Patent Law Treaty, 57 DUKE L.J. 85 (2007). 

191. William E. Ridgway, Realizing Two-Tiered Innovation Policy 

Through Drug Regulation, 58 STAN. L. REV. 1221 (2006). 

192. Michael Risch, Everything is Patentable, 75 TENN. L. REV. 591 (2008). 

193. Michael Risch, A Surprisingly Useful Requirement, 19 GEO. MASON L. 

REV. 57 (2011). 

194. Megan Ristau Baca, Barriers to Innov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nsaction Costs in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2006 DUKE L. & TECH. 

REV. 4 (2006). 

195. Germán L. Rosano et al., Recombinant protein expression in microbial 

systems, 5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A(341) 1 (2014). 

196. Michael Rosensaft, The Role of Purposivism in the Delegation of 

Rulemaking Authority to the Courts, 29 VT. L. REV. 611 (2005). 

197. Dr. jur. Sandra Schmieder, Scope of Biotechnology Inven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Europe - Compulsory Licensing, Experimental 

Use and Arbitrtion: A Study of Patentability of DNA-Related 

Invention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rbitration Based Compulsory Licensing System, 21 SANTA CLARA 

COMPUTER & HIGH TECH. L.J. 163 (2004). 

198. Joshua D. Sarnoff, Government Choices in Innovation Funding (with 

Reference to Climate Change), 62 EMORY L.J. 1087 (2013). 

199. Timothy Chen Saulsbury, Pioneers Versus Improvers: Enabling 

Optimal Patent Claim Scope, 16 MICH. TELECOMM. TECH. L. REV. 439 

(2010). 

200. Kurt M. Saunders, Patent Nonuse and the Role of Public Interest as a 

Deterrent to Technology Suppression, 15 HARV. J. LAW & TEC. 389 

(2002). 

201. Mark Schankerman, How Valuable is Patent Protection? Estimates by 

Technology Field, 29 RAND J. ECON. 77 (1998). 

202. Frederick Schauer, Formalism, 97 YALE L.J. 509 (1988). 

203. Amy R. Schofield, Currents in Contemporary Ethics: The Demise of 

Bayh-Dole Protections Against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s Abuses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75 

of Government-Funded Inventions, 32 J.L. MED. & ETHICS 777 (2004). 

204. David Serafino, Survey of Patent Pools Demonstrates Variety of 

Purposes and Management Structures, 6 KEI RESEARCH NOTE 1 

(2007). 

205. Alfred C. Server et al., Reach-Through Rights and the Patentability, 

Enforcement, and Licensing of Patents on Drug Discovery Tools , 1 

HASTINGS SCI. & TECH. L.J. 21 (2008). 

206. Carl Shapiro, Navigating the Patent Thicket: Cross Licenses, Patent 

Pools, and Standard Setting, 1 INNOVATION POLICY & THE 

ECONOMY 119 (2001). 

207. Howard A. Shelanski, Unilateral Refusals to Deal in Intellectual and 

Other Property, 76 ANTITRUST L.J. 369 (2009). 

208. Jenny Shum, Moral Disharmony: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Patent 

Laws, Warf, and Public Policy, 33 B.C. INT'L & COMP. L. REV. 153 

(2010). 

209. Nicole M. Sigurdson, Reforming the Patent Act to Accommodate 

Biotechnology: Balancing Innovation with Public Access, 2011 MICH. 

ST. L. REV. 1367 (2011). 

210. Tania Simoncelli and Sandra S. Park, Making the Case Against Gene 

Patents, 23 PONS 106 (2015). 

211. Vimal K. Singh et al.,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 applications in 

regenerative medicine, disease modeling, and drug discovery, 3 

FRONTIERS IN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2A) 1 (2015). 

212. Arthur A. Smith, Jr., Legislative Developments. Implications of 

Uniform Patent Legislation 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8 J.C. & U.L. 

82 (1981-1982). 

213. Brandon Smith, The Patentability of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in. 

Light of Myriad, 96 J. PAT. & TRADEMARK OFF. SOC'Y 112 (2014). 

214. Kimberlee A. Stafford, Reach-Through Royaltie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Tool Patent Licensing: Implications Of NIH Guidelines On 

Small Biotechnology Firms, 9 LEWIS & CLARK L. REV. 699 (2005). 

215. Ashley J. Stevens, The Enactment of Bayh–Dole, 29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93 (2004). 

216. Mark Stevenso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March-In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Introducing. Uncertainty into an Era of 

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 50 ADMIN. L. REV. 515 (1998). 

217. Mark J. Stewart,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of 35 U.S.C. § 

112(1): The Standard After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76 

Eli Lilly & Co., 32 IND. L. REV. 537 (1999). 

218. Michael J. Stimson, Damages for Infringement of Research Tool 

Patents: The Reasonableness of Reach Through Royalties, 2003 STAN. 

TECH. L. REV. 3 (2003). 

219. Krista Stone, Written Description After Ariad v. Eli. Lilly: 35 U.S.C. § 

112's Third Wheel, 11 J. HIGH TECH. L. 191, 223-27 (2010) 

220. Ekaterina Strreltsova, Patent Activity in Biotechnology, 8 SCIENCE 1 

(2014). 

221. Agnieszka Stryjewska et al., Biotechnology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in 

the new drug development. Part I. DNA technology and recombinant 

proteins, 65 PHARMACOLOGICAL REPORTS 1075 (2013). 

222. Gregory Tassey, Standardization in Technology-Based Markets, 29 

RES. POL’Y 587 (2000). 

223. Rachel S. Tennis and Alexander Baier Schwab,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Antitrust Law, 29 YALE J. ON REG. 307 (2012). 

224. Andrew W. Torrance and Linda J. Kahl, Bringing Standards to Life: 

Synthetic Biology Standard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30 SANTA 

CLARA HIGH TECH. L.J. 199 (2014). 

225. Tonya Trumm, Expansion of the Compulsory Licensing Doctrine?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Inc. v. Eastman Kodak Co., 24 IOWA J. CORP. 

L. 157 (1998). 

226. John Forrest Vaubel, I'll Have Mayo With My Myriad: The Effect of 

Mayo Collaborative Services v. Prometheus Laboratories, Inc. and 

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on Patent Licensees and Licensors, 39 IOWA J. CORP. L. 639 

(2014). 

227. Diana A. Villamil, Redefining Utility in Determining the Patentability 

of DNA Sequences, 5 J. MARSHALL REV. INTELL. PROP. L. 238 (2006). 

228. Jennifer Vogel, Patenting DNA: Balancing the Need to Incentivize 

Innovation in Biotechnology with the Need to Make High-Quality 

Genetic Testing Accessible to Patients, 61 KAN. L. REV. 257 (2012). 

229. R. Polk Wagner, Of Patents And Path Dependency: A Comment On 

Burk And Lemley, 18 BERK. TECH. L. J. 1341 (2003).  

230. Allen W. Wang, Rise of the Patent Intermediaries, 25 BERK. TECH. L.J. 

159 (2010). 

231. Richard Li-dar Wang, Biomedical Upstream Patent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Case for Compulsory Licenses Bearing Reach-Through 

Royalties, 10 YALE J.L. & TECH. 251 (2007-20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77 

232. Tanya Wei, Patenting Genomic Technology - 2001 Utility Examination 

Guidelines: An Incomplete Remedy in Need of Prompt Reform, 44 

SANTA CLARA L. REV. 307 (2003). 

233. Ethan M. Weiner, Defining a Natural Phenomenon After Prometheus, 

28 BERKELEY TECH. L.J. 643 (2013). 

234. Ryan Whalen, The Bayh-Dole Act & Public Rights in Federally 

Funded Inventions: Will the Agencies Ever Go Marching In?, 109 NW. 

U. L. REV. 1083 (2015). 

235. Maryn Wilcoxson, A Lesson Learned From Myriad: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As Both An Incentive And An Alternative For Invalidating 

Stem Cell Patents, 48 IND. L. REV. 723 (2015). 

236. Tashica T. Williams, In re Fisher: Raising the Utility Hurdle for 

Express Sequence Tags, 21 BERKELEY TECH. L.J. 123 (2006). 

237. Ashley Winkled, Association of Molecular Pathology v. Myriad 

Genetics, Inc.: Determining the Scope of the Supreme Court’s Holding 

for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103 KY. L. J. 147 (2014/2015). 

238. Timothy A. Worrall, The 2001 PTO Utility Examination Guidelines 

and DNA Patents, 16 BERKELEY TECH. L.J. 123 (2001). 

239. Rui Xu, From Prometheus to Myriad to Classen, What a Messy 

Subject Matter: A Review on Recent Life Science Method Patent Cases, 

11 NW. J. TECH. & INTELL. PROP. 121 (2013). 

240. Daniel K. Yarbrough, After Myriad: Reconsidering the Incentives for. 

Innovation in the Biotech Industry, 21 MICH. TELECOMM. TECH. L. 

REV. 141 (2014). 

241. Allen K. Yu, Within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 A Disease and a Cure, 

84 S. CAL. L. REV. 387 (2007). 

242. Allen K. Yu, Why it Might Be Time to Eliminate Genomic Patents, 

Together with the Natural Extracts Doctrine Supporting Such Patents, 

47 IDEA 659 (2007). 

243. Limin Zheng, PATENT : VALIDITY: WRITTEN DESCRIPTION 

PURDUE PHARMA L.P. v. FAULDING INC., 17 BERKELEY TECH. L.J. 

95 (2001). 

244. Qin Zhang, Patent Law and Biotechnology: A Proposed Global 

Solution for the Public and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9 SW. J.L. & 

TRADE AM. 195 (2002-200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78 

第三節網際網路 

 
1. AUTM, AUTM U.S. Licensing Survey: FY 2004 Survey Summary,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immagic.com/eLibrary/ARCHIVES/GENERAL/AUTM_

US/A051216S.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2. BayhDole25, Inc., The Bayh-Dole Act at 25, (2006), available at 

https://ipmall.law.unh.edu/sites/default/files/BAYHDOLE/BayhDole2

5_WhitePaper.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3. Brigitte van Beuzekom and Anthony Arundel, OECD Biotechnology 

Statisitics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sti/42833898.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4. Chemical Heritage Foundation, Herbert W. Boyer and Stanley N. 

Cohen,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chemheritage.org/discover/online-resources/chemistry-in-h

istory/themes/pharmaceuticals/preserving-health-with-biotechnology/b

erg-boyer-cohen.aspx (last visited: 01/05/2017). 

5. Deloitte, 2014 Global life sciences outlook Resilience and reinvention 

in a changing marketplace, available at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global/Documents/Lif

e-Sciences-Health-Care/dttl-lshc-2014-global-life-sciences-sector-repo

rt.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6. Deloitte, 2015 Global life sciences outlook Adapting in an era of 

trans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global/Documents/Lif

e-Sciences-Health-Care/gx-lshc-2015-life-sciences-report.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7. Deloitte, 2016 Global life sciences outlook Moving forward with 

cautious optimism, available at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global/Documents/Lif

e-Sciences-Health-Care/gx-lshc-2016-life-sciences-outlook.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8. Ernst & Young, Beyond borders – Global biotechnology report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mercadosbiotecnologicos.com/documents/beyond_borders

_2010.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9. Ernst & Young, Beyond borders - Global biotechnology report 20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79 

available at 

http://www.biotechmd.org/wp-content/uploads/2012/06/Beyond_borde

rs_global_biotechnology_report_2011.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0. Ernst & Young, Beyond borders - Biotechnology Industry Report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ey.com/GL/en/Industries/Life-Sciences/Beyond-borders---

global-biotechnology-report-2012_Financial-performance-heads-back-

to-normal (last visited: 01/05/2017). 

11. Ernst & Young, Italian Biotechnology Report-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biotechinitaly.com/Allegati/BioInItaly2012_ENG.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2. Ernst & Young, Beyond borders - Biotechnology Industry Report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Beyond_borders/$FILE/

Beyond_borders.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3. Ernst & Young, Beyond borders - Biotechnology Industry Report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beyond-borders-unlo

cking-value/$FILE/EY-beyond-borders-unlocking-value.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4. Ernst & Young, Nordic Life Sciences sector study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nordic-life-sciences-s

ector-study-2014/$FILE/EY-nordic-life-sciences-sector-study-2014.pd

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5. Ernst & Young, Beyond borders - Biotechnology Industry Report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beyond-borders-2015

/$FILE/EY-beyond-borders-2015.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6. Ernst & Young, Beyond borders 2016: Biotech financing, available at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beyond-borders-2016-

biotech-financing/$FILE/ey-beyond-borders-2016-biotech-financing.p

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7. Ernst & Young, Beyond borders - Biotechnology Industry Report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beyond-borders-2016

/%24FILE/EY-beyond-borders-2016.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8. European Patent Office,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PO, 

(2016), available at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80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079147485351

0FFFC125805A004C9571/$File/guidelines_for_examination_part_g_

en.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19. Genentech, Our Founders, available at 

http://www.gene.com/about-us/leadership/our-founders (last visited: 

01/05/2017). 

20. Herbert Hovenkamp, Competition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 Non-Practicing Entities and FRAND 

Bidding, U IOWA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12-32 (2012), 

available at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154203 (last 

visited: 01/05/2017). 

21. Human Genome Project Information Archive, U.S. Human Genome 

Project Research Goal, (2013), available at 

http://web.ornl.gov/sci/techresources/Human_Genome/hg5yp/index.sh

tml (last visited: 01/05/2017). 

22. Human Genome Project Information Archive, Policies on Release of 

Human Genomic Sequence Data Bermuda-Quality Sequence, (2013), 

available at 

http://web.ornl.gov/sci/techresources/Human_Genome/research/bermu

da.shtml (last visited: 01/05/2017). 

23. IBISWorld, Global Biotechnology: Market Research Report,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ibisworld.com/industry/global/global-biotechnology.html 

(last visited: 01/05/2017). 

24. IBISWorld, Global Pharmaceuticals & Medicine Manufacturing: 

Market Research Report,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ibisworld.com/industry/global/global-pharmaceuticals-med

icine-manufacturing.html (last visited: 01/05/2017). 

25. James Bessen, Patent Thickets: Strategic Patenting of Complex 

Technologies, RESEARCH ON INNOVATION & BOS. UNIV. SCH. OF LAW, 

Working Paper No. 0401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researchoninnovation.org/thicket.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26. John Conley, Government Refuses to March-In Under 

Bayh-Dole--Again, GENOMICS LAW REPORT,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genomicslawreport.com/index.php/2011/01/18/government

-refuses-to-march-in-under-bayh-dole-again/ (last visited: 01/05/201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81 

27. Jeanne Clark et al.,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Patent 

Pools: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Access in Biotechnology Patents?,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dapp/opla/patentpool.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28. Jeffrey W. Thomas,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to the Bayh-Dole Act: 

An NIH Perspective, Federal Laboratory Consortium National 

Meeting, (2008), available at 

http://globals.federallabs.org/pdf/2008/Contractors_Thomas.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29. NCBI, GenBank Overview, available at 

http://www.ncbi.nlm.nih.gov/genbank/ (last visited: 01/05/2017). 

30. Nature Education, Definition of the Recombinant DNA technology, 

available at 

http://www.nature.com/scitable/definition/recombinant-dna-technolog

y-dna-cloning-gene-cloning-7 (last visited: 01/05/2017). 

31.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A New Five Year Pl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Human Genome Project, (2012),available at 

http://www.genome.gov/10001476 (last visited: 01/05/2017). 

32.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An Overview of Human 

Genome Project, A Brief Story of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enome.gov/12011239(last visited: 

01/05/2017). 

33.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An Overview of Human 

Genome Project , What Was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genome.gov/12011238 (last visited: 

01/05/2017). 

34.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ENCODE Project Data 

Release Policy (2003-2007),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enome.gov/12513440 (last visited: 01/05/2017). 

35.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New Goals For The U.S. 

Human Genome Project: 1998-2003,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enome.gov/10001475 (last visited: 01/05/2017). 

36.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Reaffirmation and 

Extension of NHGRI Rapid Data Release Policies: Large-scale 

Sequencing and Other Community Resource Projects,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genome.gov/10506537 (last visited: 

01/05/201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82 

37.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Understanding Our 

Genetic Inheritance, (2015),available at 

http://www.genome.gov/10001477 (last visited: 01/05/2017). 

38.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E.I. DuPont de Nemours and Company and Public Healt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1999), available at 

https://www.ott.nih.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dfs/oncomouse.

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39.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 for the 

Transfer of Organisms (MTA-TO) to Academic/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 (2008), available at 

https://www.ott.nih.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docs/mta-to-nih-

model-agreement.doc (last visited: 01/05/2017). 

40.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Recipients 

of NIH Research Grants and Contracts on Obtaining and 

Disseminating Biomedical Research Resources: Final Notice, 64 Fed. 

Reg. 72090 (1999), available at 

http://grants.nih.gov/grants/intell-property_64FR72090.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41.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and Public Health Service, Uniform 

Biological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 available at 

https://www.rpi.edu/dept/finance/docs/research/STANDARD_MTA.p

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42.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and Public Health Service, Uniform 

Biological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 Discussion of Public 

Comments Received; Publication of the Final Format of the 

Agreement, 60 FED. REG. 12771 (1995), available at 

http://www.gpo.gov/fdsys/pkg/FR-1995-03-08/pdf/95-5644.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43.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Office of the Director, Determination In 

the Case of Petition of Cellpro, Inc., (1997), available at 

https://www.ott.nih.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olicy/cellpro-m

archin.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44.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Office of the Director, Determination In 

the Case of NORVIR® Manufactured by Abbott Laboratories, Inc.,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ott.nih.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olicy/March-In-

Norvir.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83 

45.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Office of the Director, Determination In 

the Case of Xalatan® Manufactured by Pfrizer, Inc., (2004),available 

at 

https://www.ott.nih.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olicy/March-in-

xalatan.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46.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Office of the Director, Determination In 

the Case of Fabrazyme® Manufactured by Genzyme corporation, 

(2010),available at 

https://www.ott.nih.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olicy/March-In-

Fabrazyme.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47.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Office of the Director, Determination In 

the Case of NORVIR® Manufactured by Abbvie,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ott.nih.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olicy/March-In-

Norvir2013.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48.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Feder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Transfer Fiscal Year 2013 

Summary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2014),available 

at 

https://www.nist.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po/publications/FY

-2013-Fed-Tech-Transf-Report-FINAL.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49.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Feder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Transfer Fiscal Year 2012 

Summary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2014),available 

at  

https://www.nist.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16/09/30/federal-

laboratory-tt-report-fy2012.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50. OCED, Statistical Definition of Biotechnology from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sti/biotech/statisticaldefinitionofbiotechnology.ht

m (last visited: 01/05/2017). 

51. Public Patent Foundation, Consumer v. Watchdog Opening Brief to 

Court of Appeals, (2013), available at 

https://zh.scribd.com/doc/199062386/CW-v-WARF-Appellant-Brief-E

CF (last visited: 01/05/2017). 

52. Public Patent Foundation, Groups Challenge Stem Cell Patents That 

Loot Taxpayer Funds and Force Research Overseas, available at 

http://www.pubpat.org/warfstemcellsfiled.htm (last visited: 

01/05/201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84 

53. Sachin Chaturvedi and Krishna Ravi Srinivas, Asia-Pacific 

Biotechnology Report 2010 Survey on Biotechnology Capacity in 

Asia-Pacific: Opportunities for National Initiatives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2010), available at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8/001874/187493e.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54. Sean Brennen, After Myriad: A Heard of Elephants in the Room, 

PATENT DOCS,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patentdocs.org/2013/07/after-myriad-a-herd-of-elephants-i

n-the-room.html (last visited: 01/05/2017). 

55.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2001), 

available at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1/08/2

0010809-1.html (last visited: 01/05/2017). 

56. The White House,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 for the Heads of 

Executive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Regarding Guidelines for 

Human Stem Cell Research , (2009), availabl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memorandum-president-

heads-executive-departments-and-agencies-regarding-guidelines- (last 

visited: 01/05/2017). 

57.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Discusses Stem Cell Research , (2001), 

available at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1/08/2

0010809-2.html(last visited: 01/05/2017). 

58. The Wellcome Trust, Sharing Data From Large-Scale Bi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s: A System of Tripartite Responsibility,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genome.gov/Pages/Research/WellcomeReport0303.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59. 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 Industry Analysis, Size, Share, Growth, 

Trends and Forecast, 2010-2017, (2013),available at 

http://www.prweb.com/releases/2013/4/prweb10665733.htm (last 

visited: 01/05/2017). 

60. The Protein Data Bank, About Us, available at 

http://www.rcsb.org/pdb/static.do?p=general_information/about_pdb/i

ndex.html (last visited: 01/05/2017). 

61. Ulrich Schmoch, Concept of a Technology Classification for Country 

Comparisons - Final Report to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85 

Organisation(WIPO),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edocs/mdocs/classifications/en/ipc_ce_41/ipc_ce_

41_5-annex1.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62.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mended and 

Restated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WiCell Research 

Institute, Inc. and Public Healt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12), available at 

https://www.ott.nih.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dfs/wicell-rev.p

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63.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1995), 

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0558.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64.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2007),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antitrust-enfo

rcement-and-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promoting-innovation-and-co

mpetition-report.s.department-justice-and-federal-trade-commission/p

040101promotinginnovationandcompetitionrpt0704.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65.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What are “Biologics” Questions 

and Answers,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

ctsandTobacco/CBER/ucm133077.htm (last visited: 01/05/2017). 

66.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of Patent Applications Under the 35 U.S.C. 112, P 1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66 FED. REG. 1099 (2001), 

available at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com/sol/notices/writdesguide.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67. United Stat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Guideline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Patent Applications Under the 35 U.S.C. 112(a) or 

Pre-AIA 35 U.S.C. 112, para. 1,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 ,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63.html (last visited: 

01/05/2017). 

68.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tility Examination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86 

Guidelines, 66 FED. REG. 1092 (2001), available at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web/offices/com/sol/notices/u

tilexmguide.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69.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 TECHNOLOGY TRANSFER POLICY MANUAL: 

PHS Policy on Determinations of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Under 

PHS Funding Agreements,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ott.nih.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olicy/pdfs/607-P

olicy.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70. WIPO,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1869 U.N.T.S. 299, 33 I.L.M. 1197,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305907 (last visited: 

01/05/2017). 

71. WIPO,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21 

U.S.T. 1583, 828 U.N.T.S. 305,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8514 (last visited: 

01/05/2017). 

72. WIPO,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June 19, 1970, 28 U.S.T. 7645, 

1160 U.N.T.S. 231,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pct/en/texts/articles/atoc.htm (last visited: 

01/05/2017). 

73. 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941_2014.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74. 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941_2015.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75.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anada – Patent Protection of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Complaint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 (2000), available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7428d.pdf (last visited: 

01/05/2017). 

76. 中央研究院智財技轉處，簡介，參見於 

http://otl.sinica.edu.tw/index.php?v=2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77. 台灣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營運目標，參見於

http://www.ntuiic.ntu.edu.tw/s1-32.htm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87 

78. 林雨歆，出席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研討會報告，2013 年 7 月，參

見於

http://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_download.jspx?sysId=C10

201271&fileNo=001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79. 科技部，組織和職掌，參見於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subSite=&l=ch&menu_id=a

1866808-41b8-4863-8ddf-9091d7013622&view_mode=listView (最

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80. 科技部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業務職掌，參見於

https://www.most.gov.tw/bio/ch/detail?article_uid=bdef7d9f-da6c-4fdf

-8927-3d58271cd195&menu_id=d2f57473-12a5-4e34-956a-73c7954f

a7c2&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81. 行政院，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參見於

http://npl.ly.gov.tw/npl/report/910102/1.pdf (最後瀏覽日: 2017年 1月

5 日)。 

82. 行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2003 年 5 月，

參見於 http://www.wpeiic.ncku.edu.tw/law/挑戰 2008.pdf (最後瀏覽

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83. 行政院，臺灣生技產業起飛行動方案，2013 年 6 月，參見於

http://www.ey.gov.tw/Upload/RelFile/27/700429/9af77c52-02f7-43f3-

a47c-c30e43ed0279.pdf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84. 經濟部工業局，2015 生技產業白皮書，2015 年 7 月，參見於

http://www.biopharm.org.tw/download/Biotechnology_Industry_in_Ta

iwan_2015.pdf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85. 經濟部工業局，2016 生技產業白皮書，2016 年 7 月，參見於

http://www.biopharm.org.tw/download/Biotechnology_Industry_in_Ta

iwan_2016.pdf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86. 經濟部工業局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產業範疇，參見於

http://www.biopharm.org.tw/information_content.php?li=1 (最後瀏覽

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87. 經濟部工業局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台灣生物技術產業現況

(2011-2012)，參見於

http://www.biopharm.org.tw/information_content.php?li=2 (最後瀏覽

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8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0 年 11 月 29 日三讀通過之專利法修法總說

明及條文對照表，參見於

http://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1001129%E5%B0%88%E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88 

%88%A9%E6%B3%95%E4%BF%AE%E6%AD%A3%E7%B8%BD

%E8%AA%AA%E6%98%8E%E5%8F%8A%E6%A2%9D%E6%96

%87%E5%B0%8D%E7%85%A7%E8%A1%A8(%E4%B8%89%E8

%AE%80%E9%80%9A%E9%81%8E).doc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89.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13 年版之專利審查基準，參見於

https://www.tipo.gov.tw/lp.asp?CtNode=6680&CtUnit=3208&BaseDS

D=7&mp=1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9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我國專利法規大紀事，參見於

http://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37914202575.pdf (最後瀏

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91. 國家發展委員會，「台灣生技起飛鑽石行動方案」行動計畫，2009

年 10 月，參見於

http://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

G9yLzEwL3JlbGZpbGUvNjA5NS8xMTcxMS8wMDEyNDQ1XzEy

LnBkZg%3d%3d&n=55Sf5oqA6ZG955%2bz6LW36aOb6KGM5Yu

V5pa55qGIICDooYzli5XoqIjnlasucGRm&icon=..pdf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92. 國家發展委員會，臺灣生物經濟產業發展方案，2016 年 1 月，參

見於

http://www.bost.ey.gov.tw/Upload/RelFile/1033/2791/58634e22-f485-

43ee-8b60-47b5bfceef99.pdf (最後瀏覽日: 2017 年 1 月 5 日)。 

 


	論文封面
	空白頁 - 複製 - 複製
	掃描0001(選用)
	空白頁 - 複製
	謝辭
	空白頁
	摘要0212_Ian
	Abstract0214
	目錄(修改0202)
	0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