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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隨著人類基因組於2000年6月的初步解碼，各國政府、產業以及學術界莫不

戮力發展基因科技，以爭取其在生醫產業發展的有利位置。更重要的是，基因科

技的研究與應用，使得生命本質原本屬於未知與偶然的機會(chance)，逐漸成為

可以治療、改造與利用的選擇(choice)，同時也帶來基因科技在生物醫學研究無

限的潛力與商機。

基因科技研究與應用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於解讀及利用基因資訊。因此基因

資訊之取得與利用，可以說是目前基因科技的核心。基因科技的發展，有賴於基

因資訊的利用與研究。同時，基因資訊的利用對於公共利益的增進，也具有重要

性。例如，基因資訊可以應用於法醫學，協助司法鑑定與犯罪偵查，有效地打擊

犯罪。然而，基因資訊的取得與利用又涉及資訊來源者之個人權利，我們如何在

保護個人基因資訊與個人基因資訊的合理利用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是當前基

因科技的研究與應用之重要法律問題。

此外，從基因科技應用的角度而言，人體除了承載著勞力、知識與人格以外，

每個人的身體也是一個蘊含豐富基因資訊與可作各種利用的人體組織的儲藏

庫。這些新的使用價值相對於原本就由市場機制分配的勞力、知識、甚至人格（例

如公眾人物的名譽權、肖像權等等），其獨特之處在於身上帶著這些基因的人，

與有能力開發、保存與使用這些基因的人之間，處於極度資訊不對稱(imbalanced
information)的地位。既有市場機制無法公平且有效率地分配這些基因，因此遭遇

『市場失靈』的困境。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基因科技開發出基因各個面向的價值，

但對於基因作為一種資源的使用衝突與分配原則，我們應該透過何種法律與經濟

的分配原則，如財產原則(property rule)、責任原則(liability rule)或禁制原則(rule of
inalienability)等來處理，以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正義呢？

本子計畫擬從法律與經濟的分析角度，就基因資訊的蒐集、公開、與利用，

基因資訊庫的建立與管理，基因資訊對於個人隱私權與人格權的衝擊，基因的存

在本身的價值與使用價值，分析基因資訊與基因市場的分配機制。「經濟效率」、

「正義原則」、「社群自治」及「權利本位」代表四種設計基因市場與基因資訊

利用的理念基礎，也各自隱涵不同的制度條件、決策機制與規範基礎。然而，無

論單獨採用哪一種模式，均無法圓滿地提供基因產權分配的所需的制度典範，本

研究計畫將在上述四個模式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尋求一個能具有高度制度量能

(institutional capacity-building)的制度典範，作為發展設計基因市場與基因資訊利

用，並緩解其於倫理、法律、與社會面衝擊的最適市場機制。

關鍵字：基因資訊、基因隱私權、人格、基因專利、基因市場、基因產權、財產

原則、責任原則、不對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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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With the sequencing of human genome in June 2000, governments, industries,
and academia worldwide have been responding vigorously to the new field of
bio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biotechnology has turned
“chances” into “choices” and created a new market for biotechnology and 
biomedicine. Beneath the surface of an emerging gene market lies in a set of complex
and intersecting issues between market functions, the allocation of gene entitlements,
and social and ethical implications.

Some of the acute legal issues re concerned with the utilization of genetic
information. On the one hand, a proper utilization of genetic information may
attribute greatly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genetic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enhancement of public interests.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the attainment and
utilization of genetic information are also of greater concern about right to privacy
and personal integrity. How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a proper use of genetic
inform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freedom and right to privacy has become
the key issue.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netic technology and market, human genome may have
its market value and thus be propertied for further utiliz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Are
there any possibilities that we may employ “market” as a strategy to tackle the issues 
associated with gene patenting and the allocation of gene entitlements? Should we see
gene or genetic code as a species of property or entitlements for further
commercialization? Should researchers, industries, owners and users have an equal
access to genes? What are the roles universities,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industries
may play in the emerging gene market?

In conclusion, this project argues that law and economic analysis and three
distributive rules it generates, property rule, liability rule, and rule of inalienability,
can help us in resolving related issues concerning the utilization of genetic
information. Admittedly,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some acute issues that cannot be
tackled only in the perspective of law and economic analysis. The project, thus, seeks
to find a reflexive, proper, and marketable way in which genetic utilization and
distribution may be handled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biotechnology and an
institutional paradigm may be built up in pursuit of both social justice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Keywords：Genetic Information, Right to Privacy, Gene Patenting, Genetic

Entitlements, Property Rule, Liability Rule, Imbalance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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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基因科技(genetic technology)，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作全球性的突破進展，

不但開啟了嶄新的基因市場、給予科技產業另一種的發展可能性，根本改變人類

面對疾病、遺傳與生殖的想法與作法，還預示著帶給人們過去僅能在科幻小說中

無法實現想像的科學進步。不過，基因科技一方面帶來科學進步、增進人類福祉，

另方面也同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衝擊著我們既有的法律體制、倫理標準與社會

生活，迫使我們必須重新建構一個能夠整合基因科技發展與相應價值理念的新制

度典範(institutional paradigm)。

事實上，在全球由民間或政府主導的基因科技發展計畫中，都一直不斷強調

要對於基因科技在倫理、法律、與社會面向的影響與正負面衝擊(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Genetic Technology，ELSI)，進行研究與評估，希望藉

由ELSI的研究，在清楚界定基因科技在倫理、法律與社會各個面向的具體衝擊，

從而對基因科技作出往前促進(facilitate)、向後阻擋(impede)、或暫時延緩

(decelerate)的決定。

問題是，基因科技在科學、產業、醫學與社會的龐大社群主導下快速發展，

同時要求ELSI的學術研究族群，對於新一波的基因革命的衝擊作出判定。然而，

在學術社群尚未能發展出一套系統性的研究方法，以具體指出基因科技的正負面

衝擊之前，要並對基因科技作出如前所前述的發展性的重大決策性建議。這決

定，不僅是奢談，也並不合乎理性決策原則。正是因為這樣的決策壓力與研究限

制，目前既有的ELSI研究社群，往往直接仰賴「市場經濟」(market efficiency)、
「正義原則」(justice)、「權利本位」(rights)、或「社群自治」(community)等當

代學術社群討論社會正義的基礎理念(fundamental principles)，逕自選擇單一或幾

個實質價值，從這些價值立場出發，對基因科技作出是非對錯的價值判斷以及發

展與否的決策建議。這些實質理念的討論，雖有相當的學術意義，但價值取向的

研究，往往易流於學術偏執，也無法真正從制度上對基因科技的相關議題作出具

體回應。

此一整合性計畫的長期目標，即希望超越一般對基因科技衝擊的價值研究，

涵蓋整合的制度條件(integrated institutional capacity-building)、動態的決策機制

(dynamic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與論辯的規範基礎(deliberative normative
foundations) 等面向，為基因科技樹立一個制度典範。此一制度典範，預期能發

揮類似「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在工業革命與環境價值所發揮的整

合功能，並非從價值上一昧地促進(facilitate)或完全阻擋(impede)基因科技的發

展，而是承認實質價值理念並非絕對，從基因科技發展的制度條件、決策機制與

規範基礎著眼，更動態地不斷強化制度能力，增加科技、產業、學術社群與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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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面對基因科技負面衝擊的制度量能，設計一套合宜的制度典範，以避免無法

轉圜的錯誤決策。

在前述整合型研究計畫的架構與長期目標設定之下，本子計畫則進一步以目

前基因科技發展過程中，最為科技產業與研究族群所關心，並直接衝擊其短期與

長期利益的「基因資訊與基因市場」(Bioinformatics and Gene Market)的議題，進

行系統性的研究。事實上，隨著基因科技的快速發展，基因科技在生物醫學研究

上展現無限的潛力與商機。然而，在此一潛在的基因產業與市場的無限商機背

後，隱藏相當複雜的市場與產權分配、倫理與社會衝擊的嚴重問題。

2. 研究目的

在總計畫「建構基因科技制度典範」所規劃的研究目標下，本子計畫係從「基

因資訊」與「基因市場」的面向，來建構基因資訊的決策機制與制度典範。詳言

之，本計畫探討基因資訊在「資訊來源」、「資訊解讀」以及「資訊利用」等三

面向的互動關係，並進一步思索如何透過「經濟誘因」或「市場機制」等基因產

權化的面向，使基因資訊的提供與利用能夠同時兼顧基因隱私的保護以及對於基

因資訊的有效利用。這些研究目標，計畫分三年逐步完成，並未改變。茲分述如

下：

第一年的研究目標在於釐清基因資訊的定義(definition)與性質(nature)。本研

究分析國際相關規範，發現「基因資訊」(genetic information)有定義上的歧異性

與多樣性。「基因資訊」究僅指基因所帶有之遺傳資訊，或尚包括無須特定儀器

及明顯可知如膚色、髮色等遺傳資訊，或甚至應該包括個人或家人所帶有之遺傳

性疾病的病史資料等等，在各國與國際間規範並不一致。將「基因資訊」作愈廣

義的處理，固然可以有效達到保護個人隱私的功能，但在法律規範與制度設計

上，卻往往會引發過渡規範而無法達成對於基因資訊的有效利用以促進科技發展

與研究創新。

第二年的研究目標，則著重「資訊來源者（個人或團體）、資訊解讀者（研

究族群或醫療團隊）以及資訊利用者（政府機關與生技產業）」的三面向的互動

關係上，探討基因資訊的制度典範，希望能在保障個人隱私、維護研究自由、以

及促進公共利益等多元利益間求取平衡。在基因資訊的來源以及取得的相關議題

上，基因篩檢或檢測(genetic screening or testing)以及「告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等機制為計畫探討的重點。詳細研究成果與論文發表情形如後述。

第三年的研究目標，則是在第二年所建立基因資訊的制度典範上，進一步思

索如何透過「經濟誘因」或「市場機制」等基因產權化的機制，使基因資訊的規

範更能夠兼顧基因隱私的保護以及對於基因資訊的有效利用。本計畫希望探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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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資訊在「資訊」與「產權」上的雙重特色，以及此一雙重特色背後所彰顯在規

範上相互補充或替代的可能性(interchangeability)1。本子計畫 將從「禁制原則」

(rule of inalienability)、「財產原則」(rule of property)以及「責任原則」(rule of liability)
等法律經濟分析的三大原則2來分析基因資訊在取得、利用甚至是保護上，可能

採行的替代途徑(alternative approach)。

3. 文獻探討

隨著人類基因組於2000年6月的初步解碼，各國政府、產業以及學術界莫不

戮力發展基因科技，以爭取其在生醫產業發展的有利位置。更重要的是，基因科

技的研究與應用，使得生命本質原本屬於未知與偶然的機會(chance)，逐漸成為

可以治療、改造與利用的選擇(choice)。基於基因科技在生物醫學研究無限的潛

力與商機，我國政府的「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畫」(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for Genomic Medicine)，也整合了國家資金、人才與設備等資源，冀望能夠統籌

發展國內基因科技研究，加速提昇國內基因醫學與基因產業的發展與國際競爭

力，成為繼資訊產業以後，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利基。然而，在此一潛在的基因

產業與市場的無限商機背後，隱藏相當複雜的市場與產權分配、倫理與社會衝擊

的嚴重問題。

基因科技研究與應用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於解讀及利用基因資訊。因此基因

資訊之取得與利用，可以說是目前基因科技的核心。在基因資訊相關議題的研究

上，可以區分三個不同的層次。首先，是基因資訊的蒐集，在此一階段，主要的

法律與倫理議題會環繞在基因資訊的「所有者」(bearer)是否對於基因資訊擁有

「所有權」、「人格權」、或其他「產權」，進而使基因資訊的取得必須經由授

權、同意或其他程序？若肯認須經由相關的授權與同意，「誰」來決定須要「誰」

的同意？是否須經具有相同基因之親人之同意？此一階段的相關議題，在基因檢

測、生物晶片、以及醫療資訊等具體制度操作之中，不僅困擾專業團體、產業部

門，即令政府部門或一般人民，在面對如何處理相關基因資訊的給予或取得時，

往往也不知所措。也因此，此一階段的相關法律問題的定性與處理，以及相關決

策機制的規劃設計，為本研究最明顯而立即必須處理的部分。本研究也擬針對此

議題，除了本研究的內部人員，另外網羅國內相關ELSI研究人才組成ELSI專業

諮詢小組(ELSI Review Board)，在本研究所設置之台灣ELSI網站中，提供對於基

因資訊蒐集與使用相關法律倫理議題的專業諮詢。

1 See Madison Powers, Genetic Information, Ethics, 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 Overview, in
ENCYCLOPEDIA OF ETHICAL, LEGAL, AND POLICY ISSUES IN BIOTECHNOLOGY 405-13 (Thomas H.
Murray & Maxwell J. Mehlman eds. 2000,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 葉俊榮，「出賣環境權」：從五輕設廠的十五億「回饋基金」談起，收於「環境政策與法
律」，台大法學叢書(63)，月旦出版，台北（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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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資訊相關議題的第二個層面，則涉及基因資訊的使用與公開。在此一階

段，基因資訊的公開與利用往往具有高度的公共性與公益目的。例如，基因資訊

可以應用於法醫學，協助司法鑑定與犯罪偵查，有效地打擊犯罪。然而，基因資

訊的取得與利用又涉及資訊來源者之個人權利，個人或某特定團體是否對於其等

之相關基因資訊享有隱私權？或者，其可以基於人性尊嚴與人格權保護的主張，

要求其相關基因資訊不被使用與公開？我們如何在保護個人基因資訊與個人基

因資訊的合理利用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是當前基因科技的研究與應用之重要

法律問題。

第三個層面，則是有關基因資料庫的安全與管理，以及政府可否針對特定族

群（如原住民）或是以全民為對象，建立基因資料庫的問題，以及此種資料庫是

否可允許跨國交換使用的問題。此一議題，最大的挑戰，來自政府建立基因資料

庫的正當性基礎，究竟政府取得部分族群或全民之基因資訊的目的合在？單純為

促進公益或矯正市場失靈的理由，可以正當化政府對於基因做為人體私密資訊的

一部份的入侵嗎？然而，若不將基因資訊定位為人格或隱私的一部份時，而僅定

位為財產或其他產權時，政府對於此種財產價值的「徵收」與「管理」，則早有

憲法上支持理由。

從基因資訊的研究出發，我們可以發現，對於因為基因科技的突破進展，所

帶來有關基因科技的使用與分配問題，與「基因」在法律、倫理、社會各層面的

定位有關，但更與「基因」是否可以（或應該）從市場與經濟分析的方法，對於

基因的存在本身的價值與使用價值，分析其相關的分配與決策機制？未來人體基

因組應如何使用及設權？對於基因的使用與研究，在研究者、業者、來源者、及

使用者之間，究竟應如何作適當調配？大學、研究機構、科技產業與基因市場的

角色為何？各個利益關係人或團體對於基因互相有何「權利」或「使用優勢」？

從市場、產權分配、經濟與科學進步的相關角度，我們又應該如何看待這些問題？

事實上，因為基因科技的突破進展所衍生基因產權分配與科技應用等問題，

不僅攸關基因研究與科技產業的發展可能性，更直接衝擊著人類對於身體與身體

價值的想像與價值體系，當然也更直接挑戰規範人類對於身體以及身體產權的擁

有與利用的法律價值體系。基因、基因序列、或其他與某一基因特殊內涵相關之

資訊，可否為專利申請之標的？是否允許基因專利的考量標準何在？是因為基因

以及其同時蘊藏的相關資訊為某一特定人、某一特定族群、或全人類所擁有？抑

或考量的觀點並非為「權利」(rights)或「社群」(community)，而是從科技與經

濟的考量，認為過早承認基因專利，反而有礙基因科技的進一步發展？從而，是

否給予基因專利，應該從市場與經濟的觀點，作最適之分配？然則，市場的存在

與有效運作，必須以所交換對象的產權歸屬確定同時亦可商品化

(commercialization)為前提，否則非常容易產生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的現象，

而無法達成原先提供最適發展基因科技的經濟誘因的制度目的。如此一來，問題

又回歸到原點，究竟「誰」才該「擁有」基因(Who owns 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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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因科技應用的角度而言，每個人的身體也是一個蘊含豐富基因資訊與可

作各種利用的人體組織的儲藏庫。這些新的使用價值相對於原本就由市場機制分

配的勞力、知識、甚至人格（例如公眾人物的名譽權、肖像權等等），其獨特之

處在於身上帶著這些基因的人，與有能力開發、保存與使用這些基因的人之間，

處於極度資訊不對稱(imbalanced information)的地位。此一資訊對稱問題，不但

構成基因市場的困難，更重要的是，其也造成了認定基因產權歸屬分配(property
or entitlements allocation)與政策決定上的優勢判定的困難。基因、基因序列、或

其他與某一基因特殊內涵相關之資訊，可否為專利申請之標的？是否允許基因專

利的考量標準何在？是因為基因以及其同時蘊藏的相關資訊為某一特定人、某一

特定族群、或全人類所擁有？既有法律與經濟體系中，對於資源衝突的解決與使

用分配的原則，如財產原則(property rule)、責任原則(liability rule)或禁制原則(rule
of inalienability)等，是否可以適用於基因產權分配與基因市場的操作？如果可

以，是否需要作必要的修正？抑或應該用如何的判定標準？此外，這些價值的產

權(entitlement)應該以何種方式、透過何種架構、由誰來決定如何分配，最符合

經濟效率與社會正義，也是必須加以考量一併解決的問題。

本子計畫擬從法律與經濟的分析的角度，就基因資訊的蒐集、公開、與利用，

基因資訊庫的建立與管理，基因資訊對於個人隱私權與人格權的衝擊，基因的存

在本身的價值與使用價值，分析基因資訊與基因市場的分配機制。關於基因資訊

與基因市場的研究，本計畫認為應迴避傳統法學對於「財產權」(property)的限定

性的概念，而應該從更能為市場與經濟分析方法接受的「產權」(entitlements)或
公共選擇上的「優勢判定」來進行研究，方能使基因研究不受限於既有法制與傳

統財產權想像的框架，以進行使用基因權利的理論探討。

4. 結果與討論

在前述為期三年的研究目標下，本計畫第三年的研究重點有兩個。第一個是

繼續協助整合型計畫探討基因科技的規範機制，尤其是相關制度與程序的設計。

此一部分的研究成果，也發表在 2004 年 11 月第七屆國際生命倫理學年會，相關

內容參閱本計畫另外提出之出國心得報告與發表論文。第二個則是本子計畫第三

年的預期研究重點， 希望從基因資訊的「產權」特色，運用法律與經濟分析的

原則，來基因資訊在取得、利用甚至是保護上，可能採行的替代途徑(alternative
approach)。以下將詳細討論此部分之研究成果。

首先，要探討基因「產權化」的相關問題，必須要觸及人類基因與專利之間

的複雜議題，以及是否承認人類基因或其相關序列可以專利化等。自從人類基因

組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於 1990 年成立，關於人類的基因序列是否可以專

利，便一直是國際間一項高度爭議的議題。究竟什麼是專利？人類基因序列與專

利有何關係？科學家、學術研究團體、科技產業或部分基因科技的先進國家為什

麼會希望人類基因序列可以申請專利？這背後潛藏了什麼樣的利益？又會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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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問題？後述的相關探討，部分為本計畫已發表論文（參見：張文貞、牛惠之，

2003，〈淺談人類基因專利：科技發展、倫理與法律的三角習題〉，《應用倫理

研究通訊》，27 期，頁 42-47。），部分為即將與本計畫其他共同主持人所合著

《人、基因、新世界》一書，探討基因科技所引發相關倫理、社會與法律議題的

部分章節內容。

4.1.人類基因與專利

4.1.1.專利制度之內涵

要瞭解基因與專利的關聯性，當然必須先對專利有所認識。所謂專利，主要

是指對有一定運用價值的科學技術或發明，提供一定的保護。這種保護主要包含

兩層意義，第一是對於研發者的鼓勵與保護，以避免其努力所得的成果被他人盜

用；另一方面則是使得研發者願意公開研究成果與技術內容，使社會可以分享這

項發明的智慧與技術，提昇整體產業的技術水準。

在這種制度之下，要獲得專利的保護，研發者需要透過一定的程序，以其發

明或創作，向主管單位提出專利申請（在台灣是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經過審查

認為符合專利法之相關規定後，該項技術或發明便被授與專利權。專利權的內容

主要是在於肯定專利權人對於該項技術的排他權利；任何人如果需要運用這項技

術或發明以從事研究或商業行為，都必須獲得專利權人得同意；而同意的內容通

常都涉及一定的金錢，作為享用這項技術或發明以獲取利益的對價。在專利權的

保護之下，任何第三人如未經專利權人同意，運用該項技術製造、販賣、甚至使

用因此而製造的產品，都構成對專利權的侵害；並可能因而吃上官司，而必須對

專利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一項成功的技術方法或發明，通常不會只有伴隨一項專利。事實上，一個產

品或發明可能同時涉及數十個甚至上百個專利，這些專利可能同屬一人，但也可

能分屬於不同人所有。不論如何，要運用這些技術或發明，都需要向專利權人给

付權利金，而權利金的多寡，則未必有公定的行情，而需視雙方議價之結果。不

可諱言，權利金是專利制度最吸引研發者的主要理由之一，因為一項成功的技術

可能可以為專利權人帶來相當可觀的專利權利金。由此可知，專利制度固然可對

於專利權人提供相當妥善的保護，但專利也可能引發某種程度的資源或技術壟斷

之結果。為避免這種情形，專利權通常都有一定的時間限制，如17到20年；在這

段期間結束之後，專利權便告終止。此後，其他人便可直接運用這項技術，研發

或生產其需要的產品，以避免因為專利權利的行使期間過長，反而造成權利濫用

的情形，不但影響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並限制了科技的發展與產品的提升。

由於專利制度之主要目的在於鼓勵與保護發明成果，因此專利保護的對象需

要是發明，而不能僅是單純的發現。例如，發現細胞中的粒線體，是不能獲得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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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但發明顯微鏡以觀察細胞構造，則製造顯微鏡所涉及的技術，或有此生產

的產品，都可能是可以被專利的對象。由此可知，對自然現象的發現，雖然需要

人為的努力，但通常並不受專利保護；此外，自然法則如四時節氣、科學原理如

達爾文演化論、天然存在物如礦產、營業方法如超級市場的開架式設計、或數學

公式、一般的問診與醫療方法、課程設計等，通常也不受專利的保護。相對地，

倘若一項研發的成果被認定屬於發明，包括其方法（能產生一系列、具體結果的

動作、過程或步驟）、或是機械的裝置、製成品、或是改良或改進一項產品效能

的方法或產品本身等，都是可以獲得專利保護的對象。

儘管如此，並不是所有的發明（方法或產品）都能獲得專利的保護。一般而

言，一項發明要能申請專利，必須具備「新穎性」、「進步性」(或稱非顯而易

見性)以及「產業利用性」（或稱實用性）等三項特性。新穎性通常指一項申請

專利的發明或創作，必須是全新的、不曾被人發現或使用過的；因此，只要能證

明一項發明已經存在，例如一項發明曾經被先民或其他國家、族群的人所使用，

這項發明就不能被專利所保護。因此，在確認新穎性時，通常以沒有關於這項技

術的文字記載為判斷依據。

新穎性關切的，是一項技術是否和先前技術相同(有無相同技術)；相對地，

進步性關切的，則是一項發明與其他發明在程度上的差別；也就是後來的技術或

後來的發明，是否改進了先前的技術或先前的發明。儘管如此，單純的進步並不

夠滿足進步性的要件。這是因為如果這種改善方法是顯而易見的，則對於這種人

人都能想得到且做得到的進步，便沒有透過專利予以保障的必要性；因此，進步

性要求的不僅是程度上的進步，更要達成這項進步的方法不是顯而易見的。

至於產業可利用性，主要是指一項發明在產業上能夠製造或使用，並且具有

能夠產生積極效果的特質。這是因為專利制度原本的目的，就在於滿足產業上的

運用，故一項發明縱使具有新穎性或進步性，但不能被產業使用，也不具任何意

義，故也不會受到專利制度的保護。

必須強調的是，一項發明縱使滿足了前三項要件，也可能因為其他原因而無

法獲得專利保護，這些原因通常是國家基於公共利益或產業政策等因素而做的例

外規定。其中最常見的是違背公序良俗的發明，這包括發明的過程或結果破壞了

公共安全、侵犯了基本人權、違反道德、涉及不人道的動物運用、引發對於自然

環境的破壞等各類原因。例如當發明所獲得的利益，與動物或環境因此而遭受的

危害並不相當時；或是一項發明的成果令社會大眾感到厭惡，這項發明便可能因

此不能獲得專利的保護。

4.1.2.和人類基因相關的專利類型

在對於專利制度有了初步的認識之後，我們接著要進一步討論人類基因組計

畫、人類基因和專利之間的關連性。整體而言，人類基因研究發展的過程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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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申請專利的類型，可能包括有：方法專利、以基因科技製造的基因片段專利，

或基因序列專利等，通常前二者的爭議較低，而人類基因序列專利的爭議性最高。

關於人類基因的可專利性，首先的問題便是，基因原本即存在於生物界，單

純「發現」某一基因序列片段的功能與特質，似乎並非發明；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某一基因序列片段是否能取得基因專利，便成為一項頗具爭議的議題。此一問題

不但涉及基因專利發展所引發的各種倫理、法律與社會的爭議，也與各國原先專

利制度所隱含的價值立場有關，故各國對此有不同的態度。

首先，利用基因技術來改變遺傳物質，這些基因或基因片段，就已經不是自

然的產物，而為人類製造出來的產品；因此，這些被製造的基因片段可能成為物

質組合專利的客體。同時，用以改變、運用基因或製造基因片段的方法，也有可

能獲得方法專利；換言之，當用以發現基因、解讀基因序列、或轉殖基因的方法

等，符合新穎性、進步性以及產業利用性的要件，且沒有涉及公序良俗的違反時，

理應獲得方法專利的保護。

至於被解讀出的基因序列，是否可以當作專利保護的客體，則較有爭議。一

方面，人類基因組序列的解碼，是無數科學家的研究結晶，似乎應對於這些科學

家投注的心力予以肯定；然而，也有不同的聲音指出，人類基因組的定序，究竟

是否屬於符合前述專利制度所稱具有新穎性、進步性或可利用性的「發明」，或

者其實是一種像是萬有引力定律般的「發現」？此外，也有論者從公序良俗等原

則，主張人類基因序列倘若可以申請專利，似乎有將人類基因「客體化」的風險，

而與人性尊嚴有違。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爭議還沒有完全告一段落之前，前述參與人類基因組

定序的相關國家及科學家就已達成協議，宣布他們不會對此申請專利。不過，這

並沒有完全消弭了人類基因序列專利的爭議。因為隨著人類基因組的定序，許多

更細部的基因序列片段以及其功能的研究也就如雨後春筍般的展開，這些研究希

望透過專利制度的保護，能挹注其研發所需的龐大資金，但這也進一步帶出儘管

人類基因組不能專利、但個別的序列或片段是否可以專利的爭議。亦即，在何種

條件或情況下，人體基因序列的片段本身、相關特性或功能，可以符合前述專利

要件，被認為具備「可專利性」而可以取得專利呢？

基因是否可以專利的爭議，最早是從微生物專利的爭議開始。1972年，微生

物學家Ananda Chakrabarty就以細菌的新菌種申請專利。他利用遺傳工程的技

術，改變假單胞菌屬（Pseudomonas）的菌種，使其可以吞噬原油的複合成分，

對於控制漏油有相當的功效。美國專利局針對培育細菌的方法，授予發明專利，

但對於細菌本身的發明，則駁回了專利申請，理由是微生物為自然界的生物，依

美國專利法相關規定，生物並非專利保護客體，不得予以專利。

不過，當此案上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時，法院卻作出相反的決定，認為微

生物本身可以成為專利的對象。（Diamond v. Chakrabarty, 447 U.S. 303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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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為，當初國會在制定專利法時，對於「可專利性」與否的問題，基本上是

採取相當寬鬆的立場，此由「任何太陽下由人類製成的物品（anything under the
sun that is made by man）」的法律文字即可一窺究竟。從而，法院主張，物品發

明是否具可專利性，取決於其究係為自然產物（products of nature）抑或「人為

的發明（human-made invention）」，至於物品本身是否有生命，是否存活，則

在所不問。由於本案的影響，使得美國的生物科技更為加速發展。實證資料顯示，

本案判決後，美國專利局核准相關菌種專利的件數便急遽上升。

1990年，當時任職於美國國家衛生院的Venter博士（其也就是Celera的創辦

人）發明了迅速排序並辨識基因的技術－表達序列附籤（expressed sequence tag，
簡稱 EST 排序法）。表達序列附籤，係指與某一完整基因互補的DNA
（complementary DNA, cDNA）片段，其長度約為150-500個鹼基對，通常具體功

能未明，且無法對應出具功能性的蛋白質產物，僅能做為標幟或鑑別某完整基因

的探針。Venter博士於1992年以4448項EST序列提出專利申請，但兩度被駁回。

美國專利局之所以駁回他的申請，主要是認為該發明缺乏實用性、申請範圍不明

確、不具新穎性、缺乏進步性等，但並未對「人類基因是否得為專利保護客體」

此一重要問題，作出任何明確的看法。如前所述，在美國國家衛生院完成部分人

類基因組的定序後，也曾經想要申請專利來保護其研究成果；但立即引發各界爭

議，認為人類基因組序列的定序研究成果，應該歸屬全體人類所有；而非由少數

科學家、企業或組織獨占。這個爭議後來因為美國專利局以程序理由駁回國家衛

生院的申請而告終，使我們沒有機會進一步從實體法律上釐清有關人類基因組序

列專利的相關爭議。

那麼，在何種條件或情況下，人類基因序列的片段本身、相關特性或功能，

可以符合專利要件呢？在過去，因為我們認為人類基因是自然的產物，而非製造

出來的產品，所以不符合專利法的要件。但是，互補DNA技術的出現，使得這

個問題有了一些突破。所謂互補DNA，是指利用反轉錄酵素，針對人體中的訊

息RNA（mRNA）進行反轉錄（reverse transcription），所合成的DNA片段，這

些合成的DNA片段，因為與訊息RNA之序列互補，所以可以被植入載體之中，

以表現出原基因之功能。而由所有的訊息RNA 反轉錄所合成的互補DNA，便包

含了所有正在表現的基因。因此，科學家不但可將所有的互補DNA做成資料庫，

以進行相關研究，也因為互補DNA可以表現出特定蛋白質，並經由特定抗體篩

選之所以也可以用於製造基因晶片，以從事相關之基因篩檢。由於互補DNA並

非基因在細胞內表現的型態，而且能夠藉由使用某些酵素，以人工的方法創造出

來，意即在自然狀態下並不會有這樣的DNA片段或基因片段存在，所以可能符

合前面所提到的可專利性的要件。雖然各界對於人類基因可否申請專利，仍有不

同的態度，但專利實務上已經有一些DNA序列開始獲得專利。歸納而言，目前

人體DNA序列片段可以申請專利形式有三種：DNA物質組合專利（或結構專

利）、功能（或使用）專利、以及方法專利。DNA物質組合專利，是對經分離

及純化或改變的DNA序列之專利，如經純化所得的一種描述製造紅血球生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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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ythropoietin）的DNA序列或具有探測功能或可以被追蹤的標記基因(genetic
marker)等（。DNA功能專利，為利用DNA作為特定用途的專利，如使用BRCA1
及BRCA2基因突變，來檢測當事人罹患乳癌風險的專利。DNA方法專利，則為

針對使用分離、純化、分析、改變、合成DNA之技術或方法，所授予之專利，

例如針對製作乾燥紅血球生長素的方法，授予專利。儘管如此，關於人類基因專

利的爭議尚未停歇，下一節中將針對這些爭議進行討論。

4.2.人類基因與專利的相關爭議

4.2.1.基因專利化=身體商品化？

人類基因的專利化所引發的首要爭議，便是此是否使人被商品化，而有違反

人性尊嚴。有論者認為，人的基因組與個人本體（identity）密切連結，基因組在

形塑生理學上的、行為的、心理學上的人類特徵上扮演重要的因果角色。而且，

基因組在我們的社會中也有重要的象徵性意義，許多人視個人基因組為個人的象

徵。因此，人類基因組作為身體的一部份具有「特殊地位」，承認人類基因的可

專利化，無異是容許人類的商品化，而有違人性尊嚴。當然，這樣的說法也仍有

待探究，如前所述，目前在人類基因與專利的相關議題上，可受專利保護的主要

還是DNA的功能或方法專利，人類基因序列或其片段的專利仍存在有相當大的

爭議。不過，根據「滑坡效應」（slippery slope）的觀點，可能有人會認為，一

旦我們開始使用市場的語言去描述身體，這將使我們改變對身體的態度及信念；

而當我們的態度及信念逐漸可以接受將身體視為商品，我們會發現這些市場語言

是更可以為我們所接受；這將進一步改變、強化我們的態度及信念；最終，我們

將視身體為一完全的商品。因此，為了阻止此種可能使人類商品化下滑的最有效

方法，便是在一開始就禁止任何的商品化，不論人體器官的買賣或是人類DNA
功能與方法的專利，皆應加以拒斥。

對於這樣的觀點，有學者認為，其實我們的社會早就已經接受部分的身體商

品化，人類DNA的專利化不過是這整個趨勢中的一部份而已，不應過於強調其

道德上的負面評價，而應以「合理的風險」或「可接受的威脅」來思考此一問題。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實質的證據能具體指出人類DNA專利對社會

和文化造成傷害；其對人性尊嚴所造成的威脅也不比其他諸如人工協助生殖等科

技來得更大。容許人類基因專利化所產生的負面因素，往往並非來自道德或倫

理，而是其他制度性或經濟的因素。當然，對特定的人類基因或DNA專利是否

會對人性尊嚴造成影響或威脅，我們仍須持續關心，也必須以更審慎的態度來面

對此一問題。

4.2.2.基因專利的大餅如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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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專利的許可，可以為專利權人帶來相當可觀的專利授權金。人類DNA
特定序列、功能或方法專利的研發，往往需要取得一般人或病患的檢體，倘若研

究人員或醫師因此發明而獲益，這些檢體提供者或是病患，是否可以主張分享一

定的利潤呢？這個問題，美國加州最高法院在著名的判決- Moore v.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曾經表示意見：該法院基本上否定了組織樣本提供者或

病患可以分享後來的專利利潤的主張。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該判決中提出不

同意見的Mosk法官指出，加州大學獲得專利的生技產品之所以獨特，還是因為

Moore的檢體；因此Moore要求分享研究者或醫師由此一專利所獲得的利益，是

非常正當的請求。病患所提供的來源細胞，是該產品後來成為獨特發明的重要因

素，病患是一個必要的貢獻者。有學者因此進一步主張，在允許人類基因專利的

情況下，既然科學家、研究機構或生技產業可能從取自其他人身上的組織來加以

獲益，就必須同時創造一個兼顧衡平分配的機制，使相關利潤分配兼顧這些細胞

或組織樣本提供者。

不過這樣的主張，仍然必須面對許多挑戰。貢獻基因素材的人是不是真的這

麼不可或缺？在同一家族乃至類似族群成員的身上，也可能有相同的基因。貢獻

基因素材的人對於研究成果究竟有什麼樣實質的貢獻？他的「貢獻」不過是來自

一種偶然的天生條件，如果沒有研究人員或醫師投入後續的研究與努力，這樣的

「貢獻」並無法真正成為後來可以發展出相當利潤的「發明」。

除了研發者與檢體提供者之間利益分配的問題之外，專利權人與其他研發者

間的利益分配不當，有時也可能反過來成為進一步研究發明的阻礙。詳言之，當

上游的基因專利大量增加時，就會影響到下游相關產品的研發，因為研究者必須

與各個特定基因專利擁有者進行談判；如果某一基因專利持有者希望該基因相關

發明皆由己所出，就可以拒絕與其他研究者進行溝通。這裡牽涉到所謂「基因灌

木叢」的概念：當某一產品的各個部份分別由多個獨占者取得時，產品的價格就

會增高；其中任何一個獨占者都可以阻礙整個基因治療產品的研發，造成沒有效

率的情況。此外，在基因專利申請與許可的過程中，因為基因科技的快速發展與

激烈競爭，可能往往同時有好幾個研究者在對同一的基因專利或相關的應用進行

研究，如果過早對前階段的研究成果授予專利，可能會阻礙其他下游研究者的進

一步研發。許多國家也開始關心這樣的問題，在一定條件下，允許非商業領域的

研究者使用特定專利，免除其專利侵權責任。

4.2.3.醫生病人諜對諜？

基因專利的承認也可能會影響醫病關係的互動。在前述美國加州最高法院

Moore v.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oore一案中，法院雖然認為病患

並無權請求利潤分享，但該案的醫師一方面未告知病人使用其組織樣本，也沒有

讓其瞭解將來可能的商業利益，還是違反了醫師對於病人的告知後同意義務。從

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基因專利的承認，某程度會改變醫師與病人之間、研究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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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研究者間的互動關係。醫師或研究者是否會因為過度關注可能的研發利益，而

影響醫療服務的品質，犧牲病患或被研究者的權益，也成為一項必須注意的課題。

4.2.4.我的基因和別人有什麼關係？

根據一項針對原住民與一般大學生就遺傳研究商業利益歸屬看法的調查顯

示：部份人認為自身的遺傳物質屬於大自然所有，不應該賣錢；但部份人則贊同

自身的遺傳物質可藉由商業化來換取利益。至於這個利益應該歸屬何人，看法也

有分歧。多數原住民比較認同將利益回饋給所屬族群；反觀一般大學生則較無法

接受自己所屬的族群來享受這些利益，反而比較可以接受將這些利益與家人分

享。如果我們認為基因專利的利益分配，是一種社會價值取捨的結果，那麼不同

族群的認知與選擇，是否應成為考量的因素？倘若將基因專利的利益分配給提供

基因素材的人或族群，是在回應某種公平正義的要求，其實我們也可以在承認基

因專利的同時，經由特定的制度設計讓這些提供基因素材的病人或族群可以獲得

利益。例如，不少學者即主張，當醫師或研究者針對某些具有特定遺傳疾病的族

群進行研究，而獲得相當成果甚至取得專利授權時，應該將這些研發成果回饋給

這些特定病患或族群，甚至可以在事前就與這些族群就將來利潤的分享與醫療的

回饋作成協議。如此一來，基因專利的承認，不但不會剝削這些弱勢的病患族群，

反而可能為他們帶來某程度的衡平。

4.3.人類基因與專利的既有規範

儘管爭議不斷，但隨著智慧財產權規範逐漸國際化，世界主要國家對人類

DNA序列片段可否專利的問題，逐漸趨向一致。有關專利規範的國際化，最早

可以追溯到1883年的巴黎產業財產保護公約（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1883）與專利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1970），

根據這兩個公約，會員國間互相承認彼此授予的專利權，開啟了專利國際化、一

致化之門，但這兩個公約並沒有提到任何有關DNA或基因序列可否專利的問題。

在國際規範目前沒有明文規定的情形下，基因可否申請專利的問題，便仰賴

各國內國法規範。有鑑於歐洲與美國生技產業的強大實力，歐盟法與美國法的相

關規定，受到最廣泛適用，也引起最多討論。兩者對於基因可專利的立場，同中

有異，異中有同，主要表現在下列三個問題：1）人類基因的可專利性問題，2
）對於人類基因專利的「產業利用性」，以及3)人類基因專利發明或發現的「進

步性」的問題。

在美國法下，專利的保護原則上限於應用科學的發明，而排除基礎科學研

究、自然法則、自然現象、抽象理論或存在於自然界之物的發現。但由於上述法

則解釋上較為寬鬆，只要有相當程度的人工介入，就能將自然的產物轉變為可專

利的物體。歐洲各國對於人體基因是否可專利的態度，表現在歐洲專利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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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EPC）與歐盟的生物科技法（E.U. Biotechnology
Directive）。歐洲專利公約第52條後段，規定不得申請專利的幾項物品，包含科

學理論、合成生物、展現心智能力的方法、及資訊的呈現；歐洲法與美國法的不

同點在於，某些發明在歐洲法令下，會因本質屬不可專利，而被排除在專利範圍

之外；例如，法國智慧財產權法就宣告「人體與其組織、產物、及有關全部或一

部基因結構的資訊」具不可專利性。相對而言，美國法則認為，任何發明只要符

合基本要件都可以申請專利，因此比較容易取得專利。

至於台灣的規範，2004年，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發布「專利審查基準」，其第

二篇第十一章「生物相關發明」部份，規定了微生物可以為專利的客體。因此，

含有遺傳訊息，並可自我複製或於生物系統中複製的「生物物質」，只要符合專

利的相關規定可以成為專利的客體。在生物相關發明之發明標的例示中，該標準

詳細列出了載體、重組載體、基因、DNA序列、蛋白質、抗體、疫苗及生物晶

片。在發明的認定上，該基準認為「自然界存在之物如經人為操作，而由自然界

分離、製備並可顯現技術效果者，則為發明，例如經分離或純化之微生物或蛋白

質或DNA序列。」

4.4. 替代制度的思考：折衷補償制度的初步提出

如前所述，雖然各界對於人類基因序列以及相關利用的專利化或產權化的爭

議不斷，但各國為了取得競爭優勢、占有市場先機卻某種程度地在規範上予以放

行。然而，由此所引發的人體物化以及分配正義的問題，卻無法妥適解決。對此，

學界不斷有相關努力，希望在既有專利制度之外，發展出一個可以兼顧鼓勵科學

創新、市場發展以及公平正義的規範模式。在這些努力當中，2002 年，Charlotte
Harrison 教授在《新英格蘭法律與醫學期刊》所發表的一篇大作，提到一個折衷

補償模式最為學界所重視。3 本計畫參考 Harrison 教授在此文中所提出的模式，

並進一步以法律經濟分析中的責任原則來嘗試作一些修正。此外，從更寬廣的面

向來探討人體組織的權益保護與補償的議題，本計畫主持人並指導台大國家發展

研究所研究生撰寫相關論文（參見：吳佩玲，2005，《論生技年代下人體組織的

權益保護與補償》，張文貞教授指導，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4.4.1.理論依據—責任原則

折衷補償模式的理論基礎，來自於法律經濟分析中的「責任原則」(liability

rule)。在法律的經濟分析中，責任原則是指介於「財產原則」(property rule)和「禁

3 Charlotte Harrison, Neither Moore nor the Market: Alternative Models for Compensating
Contributors of Human Tissue, 28 Am. J. L. and Med. 77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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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原則」(rule of inalienability)間的一種權益保障方式。4Calabresi & Melamed是依據

政府的干涉程度來區分這三種原則：仰賴市場機能的財產原則、政府中度干涉的

責任原則及政府高度干涉的禁制原則。5 以下將對此折衷的補償方法的理論基

礎—責任原則，做一概略地介紹。

關於權益6的歸屬與保障，Guido Calabresi和A. Douglas Melamed曾在1973年
提出一個雙層的分析架構。第一層在決定權益於當事人間的歸屬，其所依據的標

準有三：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所得分配(distributive goal)和其他公正考

量(other justice reasons)；第二層則在決定權益的保障方法，有三種保障權益的方

法可供選擇：財產原則(property rule)、責任原則(liability rule)和不可轉讓原則

(inalienable rights)。至於哪一種才是適當的保障方法，選擇的標準有：經濟效率、

所得分配和其他公正考量。

1) 財產原則

財產原則是指，若其他人想要從權利持有人手中得到該項權益，則他必須以

權益持有人同意的相對價格與之交易。換言之，這是一種讓雙方透過談判協商，

議定彼此主觀上能接受的對價，而去改變權益歸屬狀態的方式。這種保障權益的

方式，所採取的是最少量的政府干涉：法律只須決定最初的權益歸屬，而不再決

定權益的價值。法律在決定權益歸屬之後，就開放讓交易的雙方自由決定這項權

益對他們的價值，並且賦予權益持有人拒絕出賣其權益的權利。

2) 責任原則

責任原則是指，未得到原權益持有人之同意下的權益移轉是被允許的，但前

提是必須依法對原權益持有人做適當的補償。因為有時候透過協商來議定權益價

值的成本相當大，很可能大到即使權益的移轉能使所有相關的人事物獲利，該權

益移轉也不會發生。若此時能事先為該權益決定一個客觀的價值，則移轉的成本

可望降低，移轉的可能性也將會提高。而關於權益之客觀價值的決定，為降低移

轉的成本，故係由政府部門為之，而非由交易群體本身協商得到。責任原則最常

見的例子，就是公用徵收的補償及意外事故的賠償。因此，這種保障權益的方式，

4 See Guido Calabresi & A. Douglas Melamed, Property Rules, Liability Rules, And
Inalienability: One View Of The Cathedral, 85 Harvard Law Review, 1111 (1972)

5 Id. at 1105-1106.
6 國內法學界對於entitlement一詞的中文翻譯，一直未取得共識，學者葉俊榮傾向譯為「優

勢」，學者王文宇則翻譯為「權能」。

參見葉俊榮，〈出賣環境權：從五輕設廠的十五億回饋基金談起〉，《環境政策與法律》，
台北：月旦，頁49 (1993)；參見王文宇，〈從經濟觀點論保障財產權的方式〉，《民商法理論與
經濟分析》，台北：元照，頁38 (2000)。

又Calabresi和Melamed本篇文章所稱之entitlement應係兼指權利、資格、資源，或是對於權
利(資格、資源)之界定。參考林紋鈴，商品化的身體---從買賣市場的實際存在探討有關人體器官
取得之管制政策。本文在此則配合文章的題目與內容，將entitlement一詞譯成「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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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採取的是中度的政府干涉：法律不只決定權益的歸屬，而且還決定權益的價

值，而該權益在一定的客觀價值之下，是可以被移轉或侵害的。

3) 禁制原則

禁制原則之下，權益是不允許被移轉的，即使雙方都有交易的意願亦同。進

一步言，這種保障權益的方式，也同時是一種對權益本身的限縮及管制。禁制原

則，因限制或禁止自由交易，所以乍看之下好像將破壞效率，但從很多現實上的

例子可以得知，這些對自由交易的限制或禁止反而更能促進效率的達成。這種保

障權益的方式，所採取的是最大量的政府干涉。政府不僅決定誰被賦予原始的權

益或決定權益的價值(例如侵害他人權益時應付出的補償額)，甚至還禁止某些情

況下的交易。

4.4.2.制度設計：客觀補償

4.4.2.1.客觀補償標準

制度設計的核心是一個一個公平的、客觀的補償標準。在這個模型之下，人

們具有是否無償提供其組織及其相關基因資訊來供研究或營利使用的選擇權。換

言之，面對基因資訊取得的需求，他可以選擇接受或拒絕。當相關基因資料被無

償提供時，研究人員對其使用，原則上毋庸付出對價。但倘若營利使用者對相關

基因材料或資訊的使用以及其所發揮的商業效用，超過法定的標準時，則會被要

求付出相當的金額，作為對組織或基因資訊提供者的補償。

此種「商業效用標準」的建立，應由法律或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的命令為

之。而此一標準的執行與適用，也應該交由一個專業獨立的委員會7來加以負責。

這個委員會同時也會依據前述的商業效用標準來計算補償給人體組織或基因材

料或資訊提供者的金額。這個金額，可能是一個特定的數額，也可能是占該公司

收入或利潤的特定百分比。

在Harrison所提出的模型之下，前述依法建立、專責補償的委員會，會在某

種生物科技產品即將上市前，要求銷售該生物科技產品的公司提出一份關於該生

物科技產品在研發或製造過程中，與人體組織使用情形相關的報告。這份報告可

以協助委員會檢視各種條件並決定，在該生物科技產品研發和製造過程中，對人

體組織的使用是否達到法定的商業效用標準。如果確定對人體組織的使用已達到

法定的商業效用標準，那麼委員會就會估算出一個適當的、對人體組織提供者的

補償金額。Harrison還指出，他所提出的模型不只可適用在衍生自人體組織的生

物科技產品上，也可適用在衍生自人體組織、並提出專利申請的發明上。

7 關於委員會一詞，Harrison原本是使用tribunal一字。但究其發揮之功能與行使公權力的內
容，在我國法與相關制度的理解上，本文認為將其翻譯成「委員會」較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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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配套措施—研究單位與營利機構的義務

研究單位與營利機構應妥善地、機密地爲其所取得的之人體組織及其基因資

訊做好保存與編碼的工作。爲人體組織編碼的好處是，除了可方便研究的進行

外，更可作為追蹤人體組織提供者的管道。透過對人體組織進行編碼，一旦該人

體組織被認定達到法定補償的標準時，則該人體組織提供者就可因此被查出而予

已通知。

在Harrison所提出的參考模型中，在某種生物科技產品即將上市前，銷售該

種生物科技產品的公司會被要求提出對任何達到法定商業效用標準之人體組織

的使用情形，此即所謂的效用報告。效用報告可以促使委員會檢視各種條件，以

決定實際上該法定之商業效用標準是否真的被達到，並據以估出一個適當的補償

金額給人體組織提供者。

4.5. 小結

前述之折衷補償模式，無論在理論基礎上或制度設計上，似乎可以對傳統權

利體系思考下的疑慮與批評加以回應，兼顧基因科技在發展過程中的相關需，也

是目前解決生物科技產業利益之歸屬與分享最佳的方式。不過，此一折衷補償模

式畢竟是從理論演繹而來，究竟在實際適用上是否能發生效果，甚至是否會帶來

哪些更具體的管制難題，也都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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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計畫成果自評

在總計畫「建構基因科技制度典範」所規劃的研究目標下，本子計畫係從「基

因資訊」與「基因市場」的面向，來建構基因資訊的決策機制與制度典範。亦即，

本計畫探討基因資訊在「資訊來源」、「資訊解讀」以及「資訊利用」等三面向

的互動關係，並思索如何透過「經濟誘因」或「市場機制」等基因產權化的面向，

使基因資訊的提供與利用能夠同時兼顧基因隱私的保護以及對於基因資訊的有

效利用。這些研究目標，在這三年的研究期間，皆已陸續完成。

本計畫今年（第三年）的研究重點有兩個。第一個是繼續協助整合型計畫探

討基因科技的規範機制，尤其是相關制度與程序的設計。此一部分的研究成果，

發表在 2004 年 11 月第七屆國際生命倫理學年會：Wen-Chen Chang, Hsiu-I Yang,

& Jiunn-Rong Yeh, 2004,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Bioethics and Bio-law: A
Due-Process Approach, paper presented to“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Bioethics”, held in 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Nov. 9-12, Sydney, Australia.

第二個研究重點則是希望探討基因資訊的「產權」特色，運用法律與經濟分

析的原則，來基因資訊在取得、利用甚至是保護上，可能採行的替代途徑

(alternative approach)。對此，本計畫基於法律經濟分析的責任原則(liability rule)
具體提出折衷補償制度，希望建立一個事後客觀補償的標準，來調整基因資訊與

材料利用者與提供者之間不公平的關係，以及社會一方面希望發展科技享受科技

成果、另方面也不希望見到特定族群權益被剝奪的基本問題。

關於此部分的研究成果，本文除已發表論文（參見：張文貞、牛惠之，2003，
〈淺談人類基因專利：科技發展、倫理與法律的三角習題〉，《應用倫理研究通

訊》，27 期，頁 42-47。）。並將部分內容，發表在即將與本計畫其他共同主持

人所合著《人、基因、新世界》一書的部分章節。此外，並指導碩士論文（參見：

吳佩玲，2005，《論生技年代下人體組織的權益保護與補償》，張文貞教授指導，

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後續亦將相關計畫成果進一步投稿學術期刊。

關於基因利用的折衷補償模式，雖然在理論基礎上或制度設計上，可以認為

是解決生物科技產業利益之歸屬與分享最佳的方式。不過，此一折衷補償模式畢

竟是從理論演繹而來，究竟在實際適用上是否能發生效果，甚至是否會帶來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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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體的管制難題，也都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深入分析。這也是本計畫階段性

任務完成之後，還可以繼續進行的後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