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體組織之資訊
現代之分子生物技術下，任何離體組織
細胞上之生物訊息均無可遁形，特別是
人體組織上所攜帶之基因序列，遂成為
吾人社會既敬畏又陌生、無從具體感知
卻又如影隨形地存在的密碼

基因序列資訊可能是基因隱私亦可能是
基因財產，二者均是人體組織上攜帶之
資訊

各自所代表之法律意義為何? 人體組織
是物理上之物，相對地基因訊息則是資
訊



對於人體組織資訊意識之抬頭
隱私權—當基因序列之資訊表彰特定之
個人時，其揭露經常涉及提供該人體組
織者(甚至其家族)之隱私權保護問題

 2000年世界醫師會大會，將赫爾辛基宣
言方針之適用範圍，擴大至「能特定於
個人之人體所由分離之組織與資訊」

其意義在於即使細胞已經離開了人體，
仍然必須在能反映所由分離者的尊嚴與
意思下被處理，不僅是從患者身上所得
出的組織，任何能特定於個人之資訊也
是同此原則



隱私以外尚有經濟性
當人體組織被資訊化以後，這樣的人體
資訊可能有兩類

 (1)專利權--與人體組織物一樣地具有使用價
值、財產價值、專利價值與操作改造後價值

 (2)隱私權--與組織所由之人密切相關者則有
隱私、名譽侵害、歧視、自我身體資訊控制
權、瞭解自我身體權利等

此種人體組織上隱私權之保護、專利權之新樣
貌，均是現代文明法治社會中所面臨之新議
題。



基因資訊可否專利?
智慧財產權是無體財產權，所保護的是抽象存
在之技術思想，與一般之有體財產權極為不同

專利權之授予原則--發現不是專利權客體，發
明才是

人體組織上所攜帶之基因序列資訊，是否得作
為專利權之標的客體?

各國原則上是採肯定之立場

但是專利之要件並不相同



國際組織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1997年先行採用
人類基因組研究之倫理規範，頒布了「人類基
因組與人權宣言」

聯合國於1999年也簽署承認此宣言

宣言謂「人類之基因組，於象徵意義上，是人
類的共有財產」

其重點在於強調，人類之基因組只是於「象徵
意義上」可視為人類之共有財產，但「實際
上」，不因此象徵意義而排除各國可將人類基
因組予以權利化(即財產權化)之可能



英、美二國
 基本態度上，承認基因序列可為專利權之客體

 專利要件上，是倫理上的問題與產業需求間調和問題

 2000年當時之美國柯林頓總統與英國布萊爾首相曾共
同發表聲明，認為DNA鹼基排列之資料應供全世界之科
學家均能使用

 百慕達會議則作出具體決定認為，人類基因組計畫所
得之資料須於24小時內登錄至公開的資料庫之上，此
亦是對於此公開之方針作再度之確認

 注意:這只是針對DNA鹼基排列之原始資料

 如果是能夠證明有用性、進步性之染色體或是已知其
機能的染色體，百慕達會議並未全盤的否定其專利之
可能，九州沖繩的高峰會議亦再度提及此事。



歐洲
歐洲的生物技術指令上亦明言(略謂)：「僅是
人類生成某一階段之人體或是僅發現其構成要
素者，並不能成為可專利之發明。從人體作分
離或是從技術過程中所生產之要素，即使該要
素之構造同於天然存在之物，亦可以給予專利
之發明。因此專利申請中，必須說明基因的全
體序列或是部分序列之產業上利用可能性。此
立場與強調發明與發現之區別以及申請專利時
必須解明其具有之機能的原則，並不矛盾。」

指令第3條：「須具備新穎性、進步性、產業
利用性



日本
日本專利法於1975年導入物質專利制度，以前
被排除在特許對象之外的微生物、化學物質於
此之後亦能夠成為專利之客體

 1980年代基因置換技術普及，運用基因轉植技
術而得到某一基因所產生之特定蛋白質，亦可
以取得專利

過去只有從大自然中藉著人為方式所採取之物
方能取得專利，現今在基因上，也同於其他化
學物質一樣，當以人為方式取出特定之基因並
能解明其用途時，可以得到專利

用物質專利方式解決基因序列之專利問題



美、日、歐三地聯合專利廳

 1990年日本美國歐洲之聯合專利廰，於其比較
研究中表示「經過精製的天然物，是透過人而
從天然之狀態分離而出或是抽取出來之物。這
樣的精製過之天然物，其精製後之狀態於天然
下是不存在的，故日本美國歐洲均不認為此屬
於發現，而認為此是生物學上的活性物質或是
化學物質，而認可其成為專利之對象。」

以化解對於用物質保護方式賦予基因序列專利
之質疑，足見其概念上係認為基因之專利是一
種物質專利，此係這三地於政策上共同決定的
方向。



我國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為專利法及其施行細則擬定
「專利審查基準」，以作為具體的細部規範

第2篇第11章為生物相關發明之專章

該章中即將DNA序列(按：包括基因序列)列為
生物相關發明之發明標的

此審查基準雖不具有法律位階，然卻可反映出
我國智慧財產局對於基因序列可專利性所持之

肯定態度。



專利法
第2條 本法所稱專利，分為下列三種： 一、
發明專利。 二、新型專利。 三、新式樣專
利。

第21條 發明，指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
創作。

第24條 下列各款，不予發明專利： 一、動、
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但微
生物學之生產方法 ，不在此限。 二、人體或
動物疾病之診斷、治療或外科手術方法。 三、
妨害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衛生者。



方法專利 or 物質專利?
人體組織衍生物可能含有「有體的價
值」或是「資訊的價值」

「有體的價值」之客體時，則動產上可
能會發生之相關問題均會隨之而來，例
如移轉、抵押等問題

「資訊的價值」不以基因序列為限多是
之

借用對物質之保護方式以保護基因資訊
之發明或發現，可能產生某些問題



以物質專利保護基因資訊之問題

 保護不足，如他人只運用基因序列訊息於電腦軟體上
進行蛋白質結構解析、或將此基因序列訊息與他種動
物基因之相互比對分析，將可能因為未實際利用、未
製造該實體之DNA片段或合成該蛋白質，導致該專利
權人不能受有效之保護。

 保護過當，曾有一家名為HGS之公司最先取得
「chemokine受容體之膜蛋白質」之物質專利，其後
他家公司發現此種蛋白質係「與HIV感染相關之受容
體」，而取得了用途與方法的專利。HGS公司雖然不
並明瞭此種蛋白質與HIV有所關連，但是由於HGS擁
有物質的專利，因此，可以從他家公司得到相關專利
上之收入，就其貢獻之比例與權利大小觀之，其適當
性即生疑義



基因轉殖作物之專利權
 美國之植物品種保護分三級
 植物專利法(The Plant Patent Act, 1930, PPA)
 植物品種保護法(The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1970,PVPA)
 實用植物專利(Utility Plant Patents)

未能取得專利權者有可能取得品種權

專利權之保護較強，可依申請人之
Claims作保護，品種權之內容則依法律

專利權排他性強，品種權免責範圍大



基因轉殖之哈佛鼠
 1988年美國給予專利

 1998年加拿大以欠缺可重複實施性為
由，拒絕給予專利

 1989年歐洲專利局認為依歐洲專利公約
動物不受專利保護，駁回申請

 1992年歐洲專利局之訴願委員會認為，
公約排除的是一特定的動物群體，並未
排除動物本身之可專利性，核准申請

 歐洲議會則持反對立場



人體組織資訊之分類
 人體組織，通常將之區分為「可辨識

(identified)」人體組織與「非可辨識
(unidentified)」人體組織二類別

 係從該人體組織上是否能夠發掘出個人資料之
角度而言之，作為人體組織之採檢、使用、保
存規範上之定性類別區分而言，確有其適用性

 但可辨識與否跟其處理方法、辨識技術高度相
關，定義上雖然清楚但操作上卻有困難

 應依資訊狀態內容上，是否已包括人體組織所
由之人的資訊，區分為「指名人體組織資訊」
與「非指名人體組織資訊」。



指名人體組織資訊(1)

 將疾病之名稱、生理症狀、病理資料
等，與人體組織之人別資料相結合後之
資訊

 不以直接附有姓名、身分證號等能夠特
定個人之識別資訊為限，只要是能與其
他資訊相結合而特定於個人時亦屬之

 當人體組織因其所特有的物質、或是人
體組織上具有特定集團所特有之物質而
能夠被特定於個人之時、或是從基因序
列中亦可能特定於某一個人時亦屬之



指名人體組織資訊(2)

 是關乎人體組織原所有人之名譽或隱私者，此
類名譽、隱私權保護之目的多在於排除社會對
於特定疾病的價值判斷，以免影響該人體組織
原所有人之人格權益，準此，此類人體資訊之
保護，論其實質是為人格權的保護

 縱攜帶該人體組織資訊(譬如基因序列等生物資
訊)之載體已脫離人體，甚或該載體之所有權已
發生變動已不屬於原該人體組織所從出之人，
但若該人體組織資訊之揭露足以表明該人之姓

名等相關資訊，仍影響該人之人格法益。



指名人體組織資訊(3)

基因資訊之特性
 「身分辨識性」

 揭露人一生體質傾向之「危險性」

 「持久性」

 經數位化後更具有「擴散性」

 資訊內容可能牽連至「家族相關危險性」

 具有「社群影響性」



非指名人體組織資訊(1)

 在細胞生理、生化、基因組之研究上是
必要的研究資源

 常須與人體組織來源者的病歷、生活習
慣等環境資訊相結合而追蹤分析

 具體言之，此類非指名人體組織資訊的
利用，是指將人體組織中帶有的生理及
病理、分子生物學資訊加以整理分析，
成立基因資訊庫、病理資訊庫等



非指名人體組織資訊(2)

 這類資訊的保護客體已脫離個人人格權
之範疇，是純粹的生物資訊

 隱私權從某個角度言之，是一種安靜的
權利，其實只要資訊不與個人資料相連
結就不會發生隱私權之侵害問題

 非指名人體組織資訊被具體應用時，經
常是與匿名化系統相連結

 匿名化系統分不可回溯、可回溯



非指名人體組織資訊(3)

 不可回溯的匿名，即以不可回復的方式
移除可供辨識的個人相關資料

 可回溯的匿名，即以編碼標示的方式處
理相關個人資料

 基因資料庫用的個人健康資料往往需要
持續更新，因而多採可回溯的匿名方式

 其定位上仍是屬於「非指名人體組織資
訊」



非指名資訊與指名資訊之交錯

 生物科技議題研究的進行上，應以運用
「非指名人體組織資訊」為主 ，實際的
情形卻經常發生許多的困難

 因為研究上性質
 必須與組織提供者的個人醫療上訊息作對照比較

 針對特定集團於特定期間內之時間系列上的追蹤分析

 有的研究是施以特定物質或是檢查方法之研究，因此
須要與個人資料作對照

 有的研究必須將結果通知本人，因而不能將所有個人
識別資料除去



實務操作上的情形觀察

 規定上
 歐洲對此之具體規範例是，要求必須使用八位數的密

碼且每三週必須變換一次

 日本研究單位依照管理規則購買高價之匿名化軟體系
統

 實際上
 電腦操作者將密碼紙條貼在電腦螢幕上

 實驗室的走廊上公然存放著附有個人識別資訊的檢體

 醫療現場的情況是院方雖然告知病患不會將個人資料
與檢查結果相連結，但是請病患寫的同意書上竟有病
患姓名與地址，並且發生將此同意書與檢體資料一同
送往研究機構



匿名化似乎太遙遠也太困難

 定義上

 非指名人體組織資訊與指名人體組織，兩者定
義上清楚分明

 實際上

 二者糾纏不清

 醫療場所中，到處充斥著個人之資訊，因為在
醫療現場中最害怕的就是發生人別的錯誤，加
上醫院內又有各單位共用資源的強烈需求，故
病患之個人資料總是一再地被標示與確認，在
此種場景下，談匿名化似乎太遙遠也太困難



小結

 使用「指名人體組織資訊」與「非指名人體組
織資訊」的類型化區分

 於該資訊與人名或人別之相連結與否，很容易
區分討論該資訊之運用或揭露是否涉及人格權
保護之議題

 然而「指名」、「非指名」二者雖定義分明，
實際運用上卻是糾纏不清地被交互使用著

 法律規範理想與實際間之調和仍須努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