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 DABUS案淺談 AI機器作為發明人之疑問與衝擊 

 

一、前言 

近年來，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技

術快速發展，在許多領域都有相當大的突破。各國

人工智慧技術的專利申請案也逐步推升。AI機器除

了可以實現這些發明的創作內容以外，AI機器似乎

也能夠自行創作出發明？Stephen L. Thaler (下稱

Thaler) 陸續於 2018及 2019年向歐洲、英國、美

國、以色列等國家提出兩件專利，Thaler 指出該些

專利之發明人係名為 DABUS的 AI機器。從對於發

明提供實質上貢獻的角度來看，DABUS似乎應為發

明人，但在道德方面、人格法益方面似乎又有所不

妥？因此，DABUS案一提出就引發各國專利界的討

論，美國 USPTO更針對相關 AI議題公開徵求各方

意見，以因應逐漸浮現的問題。 

本文擬從 DABUS 案討論各主要國家對於發明

人之相關法規，並進一步探討未來法規應如何因應

AI機器所創作的專利申請案。至於各主要國家對於

AI相關發明的實體審查規定，有興趣的讀者可逕行

查閱第 31 期「淺析人工智慧之申請策略-從歐洲與

日本之新規定談起」及第 32期「人工智慧之醫療診

斷發明於各主要國家的專利保護」之文章。 

 

二、DABUS案現況 

(一 )、歐洲專利申請案 EP18275163、

EP18275174： 

該些歐洲專利申請案目前被官方駁回，其審查

歷程概述如下： 

申請人Thaler於2018/10/17及2018/11/7分別

向歐洲專利局 (European Patent Office, EPO) 提

出 EP18275163 “Food container” 以 及

EP18275174 “Devices and Methods for Attracting 

Enhanced Attention” 兩件專利申請案，指出發明人

與申請人為不同人，發明人為名稱為 DABUS的 AI

機器。申請人於 2019/9/24請求申請案提早公開後，

此二申請案皆已於 2019/11/6提早公開。 

EPO發函指出該些申請案未依據 Article 81與

Rule 19提出發明人指定書，並啟動聽證程序 (Oral 

proceeding)。 

於聽證程序中，申請人 Thaler強調法規並未排

除人工智慧不得作為發明人，也未明確表示發明人

必須為「人」。並且，任何一個人在接收到一些基本

知識的教導後，經過思考而自行創作出發明時可以

作為發明人。基於相同理由，DABUS也應該是可以

作為發明人。再者，該發明由 AI機器所創作，申請

人有義務向公眾公開真實的發明者。

 

https://register.epo.org/espacenet/regviewer?AP=18275174&CY=EP&LG=en&DB=REG
https://register.epo.org/espacenet/regviewer?AP=18275174&CY=EP&LG=en&DB=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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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EPO於 2020/1/27做出駁回決定，主要

理由是 DABUS 並不是「人」，不具有法律賦予自

然人之權利，故不得享有姓名表示權，亦無法行使

任何權利。且 AI 機器僅為他人所擁有，無法簽署

雇傭契約而為受雇人，故 AI 機器無法讓渡任何權

利予他人。因此，該些專利申請案未依據 Article 81

與 Rule 19提出發明人指定書，而不得獲准專利。

對此，申請人已於 2020/3/13提出訴願，此案目前

尚待訴願會進行審理。 

值得注意的是，發明人指定書不合法的問題屬

於程序上的形式問題，無關於實體上的可專利性要

件審查，且究竟誰為真正的發明人等議題須由法院

進行判斷。 

 

(二 )、英國專利申請案 GB201816909、

GB201818161： 

該些英國專利申請案目前也同樣被官方駁

回，其審查歷程概述如下： 

申請人 Thaler於 2018/10/17及 2018/11/7分

別向英國智慧財產局 (United Kingdom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UKIPO) 提 出

GB201816909 “Food container” 以 及

GB201818161 “Devices and Methods for 

Attracting Enhanced Attention” 兩件專利申請

案，指出發明人為名稱為 DABUS 的 AI 機器，且

申請人係自 AI機器取得申請專利之權利。 

UKIPO 發函指出該些申請案不得以機器的名

稱作為發明人，應指明「人 (a person)」為發明人，

UKIPO 並要求申請人提出有關如何自發明人取得

申請專利之權利的陳述書 (Form 7s)，且說明若未

於指定期限前提出必要文件將導致該些申請案視

為撤回。對此，申請人針對以下三個議題請求聽證 

(hearing)，同時亦請求申請案提早公開。 

1. 非人類的發明人  (non-human inventor) 

是否符合現行法令下之發明人？ 

2. 申請人是否可基於其為 AI 機器的擁有者

身份逕而取得申請專利之權利？ 

3. 官方會一直等到指定期限之後將該些申請

案視為撤回？或先行處理上述議題？ 

經聽證後，UKIPO 於 2019/12/4 做出駁回決

定，而此二申請案後續分別於 2019/12/25 及

2020/1/1 提早公開。UKIPO 駁回的主要理由是

DABUS並不是「人」，不符合英國專利法第 7節及

第 13 節所訂之發明人；再者，縱使該發明是由

DABUS 所創作，申請人亦無法僅僅基於其為

DABUS 的擁有者來合法取得申請專利之權利。據

此，該些申請案將依細則第 10(3)條之規定於指定

期限後視為撤回。對此，申請人已於 2019/12/18

上訴至專利法院，此案目前尚待法院進行審理。 

 

(三)、美國專利申請案 US201916524532、

US201916524350 、 及 以 色 列 專 利 申 請 案

IL26860419、IL26860519： 

申請人Thaler於2019/7/29向美國專利商標局 

(USPTO) 提 出 US201916524532 及

US201916524350兩件美國專利申請案。而後，申

請 人並於 2019/8/8 向 以色 列專利 局提出

IL26860519 “Food container” 以及 IL26860419 

“Devices and Methods for Attracting Enhanced 

Attention” 兩件專利申請案，並分別主張前述 EP、

UK 及 US 對應案之國際優先權，該些以色列專利

申請案遂於 2019/10/31公開，目前尚待審查中。 

 

https://register.epo.org/espacenet/regviewer?AP=18275174&CY=EP&LG=en&DB=REG
https://register.epo.org/espacenet/regviewer?AP=18275174&CY=EP&LG=en&DB=REG
https://register.epo.org/espacenet/regviewer?AP=18275174&CY=EP&LG=en&DB=REG
https://register.epo.org/espacenet/regviewer?AP=18275174&CY=EP&LG=en&DB=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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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從此案例來看，EPO 及 UKIPO 對於申請人

Thaler 所提出的有關適格發明人認定之實質理由

並未正面答覆，最終皆是以有關發明人指定書或陳

述書不合法等形式問題予以駁回。預料申請人

Thaler以DABUS作為發明人在其他國家的申請案

應該也不容易挑戰成功，但已引發全球專利界對於

此議題的重視與討論，例如： 

1. 各國的規範中，是否有明定發明人必須為

「自然人」？對於發明人資訊所採的審查要求為

何？ 

2. 任何一個人在接收到一些基本知識的教導

後，經過思考而自行創作出發明時可以作為發明

人，但 AI機器能不能同理作為發明人呢？ 

3. 對於由 AI機器自行創作之發明，其適格發

明人的認定是否仍應從對發明具有實質上貢獻的

角度來探究真正的發明者何？ 

4. 對於由 AI機器自行創作之發明，是否可基

於 AI機器的擁有者身份來取得申請專利之權利？ 

 

 

三、各主要國家關於發明人的現行規定 

(一)、我國 

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敘述「申請發明

專利者，其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一、發明名

稱。二、發明人姓名、國籍。…」 

根據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一篇第二章第3點關

於「發明人」的規定，其敘述「發明人必為自然人，

如有多人時，應於申請書上全部記載…發明人姓名

欄位應載明中文姓名。」按照立法當時的時空，「發

明人必為自然人」主要係為了排除法人，並未考慮

到 AI機器能夠對發明具有實質貢獻的情況。 

根據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一篇第三章之規

定，其敘述「專利申請人，指具有專利申請權而具

名提出專利申請之人，其得為自然人或法人。發明

人 (新型專利為新型創作人、設計專利為設計人，

以下同)，指實際創作發明 (新型、設計) 之人，其

必為自然人。」且「申請人應於申請書上載明發明

人之姓名，至於申請書所載之發明人是否為真正之

發明人，應由專利申請案之申請人自負相關法律責

任，專利專責機關不作實質認定。」 

我國智慧財產法院 102年度民專上字第 23號

判決指出「按發明人係指實際進行研究發明之人；

發明人之姓名表示權係人格權之一種，故發明人必

係自然人。發明人須係對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之技

術特徵具有實質貢獻之人。所謂『實質貢獻之人』

係指為完成發明而進行精神創作之人，其須就發明

所欲解決之問題或達成之功效產生『構想』

（conception），並進而提出具體而可達成該構想

之技術手段。構想是在發明人心中，具有明確、持

續一定的想法且應為完整可操作之發明，未來並可

真正付諸實施，而無須過度之研究或實驗。」 

綜上，我國對於發明人雖有定義為實際創作發

明之人且必為自然人，但專利專責機關對於發明人

資訊僅審查是否於申請書上載明發明人姓名、國

籍，是否為實際創作發明之人並不作實質審查。一

般認為審查「是否於申請書上載明發明人姓名、國

籍」包含了審查「必為自然人」之要求。 

 

(二)、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專利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規定「發

明、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的請求書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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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明下列事項：（一）發明、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

計的名稱；（二）申請人是中國單位或者個人的，

其名稱或者姓名、位址、郵遞區號、組織機構代碼

或者居民身份證件號碼；申請人是外國人、外國企

業或者外國其他組織的，其姓名或者名稱、國籍或

者註冊的國家或者地區；（三）發明人或者設計人

的姓名；…」 

根據中國大陸審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4.1.2 節關於「發明人」之規定，其敘述「發明人

應當是個人，請求書中不得填寫單位或者集體，例

如不得寫成「××課題組」等。發明人應當使用本人

真實姓名，不得使用筆名或者其他非正式的姓名。

多個發明人的，應當自左向右順序填寫。不符合規

定的，審查員應當發出補正通知書。申請人改正請

求書中所填寫的發明人姓名的，應當提交補正書、

當事人的聲明及相應的證明文件。」按照立法當時

的時空，「發明人應當是個人」主要係為了排除單

位或集體，並未考慮到 AI 機器能夠對發明創造的

實質性特點作出創造性貢獻的情況。 

中國大陸專利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規定「專利

法所稱發明人或者設計人，是指對發明創造的實質

性特點作出創造性貢獻的人。在完成發明創造過程

中，只負責組織工作的人、為物質技術條件的利用

提供方便的人或者從事其他輔助工作的人，不是發

明人或者設計人。」 

根據中國大陸審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4.1.2 節關於「發明人」之規定，其敘述「專利法

實施細則第十三條規定，發明人是指對發明創造的

實質性特點作出創造性貢獻的人。在專利局的審查

程式中，審查員對請求書中填寫的發明人是否符合

該規定不作審查。」 

綜上，中國大陸對於發明人雖有定義為對發明

創造的實質性特點作出創造性貢獻的人且應當是

個人，但對於發明人資訊僅審查是否於申請的請求

書上載明發明人的姓名，是否為對發明創造的實質

性特點作出創造性貢獻的人並不作實質審查。一般

認為審查「申請的請求書上是否載明發明人的姓

名」包含了審查「應當是個人」之要求。 

 

(三)、歐洲 

歐洲專利公約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EPC) Article 81有關指定發明人 (designation of 

inventor) 之規定，其敘述「歐洲專利申請案應指

定發明人；若專利申請人並非發明人、或並非唯一

發明人，則須檢附一份發明人指定書，用以陳報發

明人，並包括敘明歐洲專利之權利來源的陳述」。 

根據 EPC施行細則 Rule 19之規定，發明人

指定書必須敘明發明人姓、名、及完整地址，並包

含 EPC Article 81所指之陳述內容，且由申請人(或

其代表人)簽署。歐洲專利局將不會針對指定發明

人之正確性進行驗證或實質審查，僅針對發明人指

定書之上述資訊是否完備進行審查，若有遺漏或其

他資訊不完備之情事，將據以通知申請人回覆。 

綜上，歐洲並未明定發明人必須為自然人，但

由於Rule 19規範發發明人指定書必須敘明發明人

姓、名及完整地址，故審查上認為發明人必須為自

然人。 

 

(四)、英國 

根據英國專利法第 7段之規定，其第 1款敘述

任何個人可以單獨或與他人一起作為發明人，第 2

款係有關可成為專利權人的情況，第 3款述及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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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有關之發明人是指發明的實際構思者  (actual 

deviser)，且第 4 款述及在沒有任何相反依據的情

況下，提出專利申請之人被認為是表面上有資格取

得專利之人。 

英國專利法第 13 段係有關述及發明人 

(mention of inventor) 之規定，其第 1款係敘述發

明人或共同發明人應有權利於專利公開或公告文

獻中被述及，其第 2款係敘述專利申請人應向專利

局提交一份陳述書 (Form 7s)，指定發明人，且若

專利申請人並非發明人、或並非唯一發明人，應敘

明專利申請之權利取得來源；否則申請案將被視為

撤回。 

英國專利局於 2019/10/28 已更新專利程序審

查基準 (Formalities Manual) 第 3.05節，明定不

接受 AI 機器作為發明人，應依法指明「人 (a 

person)」為發明人，否則依英國專利法第 13段第

2款將導致申請案被視為撤回。 

英國專利局更於 2020/4/1 對專利實務審查基

準 (Manual of Patent Practice) 新增第 7.11.1節

及第 13.10.1 節，敘明其於 2019/12/4 針對以 AI

機器作為發明人的申請案  (Stephen L Thaler’s 

application) 所做出 BL O/741/19的駁回決定及其

理由，說明依據英國專利法第 7段及第 13段所訂

之發明人必須為自然人 (natural person)，DABUS

是一部機器而不是「人」，故不符合英國專利法第 7

段及第 13段所訂之發明人；再者，擁有 AI機器的

所有權並未包含於專利法第 7段第 2款所述可成為

專利權人的情況，故擁有 AI 機器之人無從合法取

得申請專利之權利。 

綜上，英國已明定發明人必須為自然人，且更

進一步明定不接受 AI 機器作為發明人，且專利申

請權無法從 AI機器合法取得。 

 

(五)、美國 

根據美國專利法 35 U.S.C. §100(f) 關於

「inventor」一詞之定義，其敘述「發明人指的是

創造或發現所請發明的個人或群體」。 

美國專利法 35 U.S.C. §116 規定每一發明人

必須簽署宣誓書 (oath)，實務上係將簽署宣誓者推

定為發明人。依據美國專利審查基準 MPEP 

2137.01關於 Inventorship之規定，發明人必須對

發明的構想 (conception) 有貢獻，但不需要由發

明人將構想付諸實踐 (reduction to practice)。此

外，Monsanto Co. v. Kamp, 269 F. Supp. 818, 824 

(D.D.C.1967) 判例指出「發明人必須是對最終解

決方案  (final solution) 做出原始貢獻 (original 

contribution)者」。 

因此，專利申請人需確定每位發明人對該專利

有貢獻，若發現有「不適格發明人」時，可以「宣

誓書」證明錯誤且非出於欺瞞意圖(intention to 

deceive)，就可以更正發明人資訊。但如果到了訴

訟時，如果法院判定漏列發明人或將非發明人列為

發明人的行為具有欺瞞意圖時，專利將被宣判為無

效。PerSeptive Biosystems, Inc. v. Pharmacia 

Biotech, Inc., 225 F.3d 1315 (Fed. Cir. 2000) 判

例指出「不正確列名發明人資訊，除了可能使專利

無效外，也可能會構成不正行為，而使專利無法實

施」。 

USPTO 於 2019/8/27 發出「請求對人工智慧

發明申請專利發表評論 (Request for Comments 

on Paten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ventions)」，

其中USPTO請求社會大眾針對發明人可否為非自

然人發表其看法。 

https://law.justia.com/cases/federal/district-courts/FSupp/269/818/1800898/


 

三達智慧財產權事務所 
SUNDI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irm 

 

Page. 6 www.sundial.com.tw 

綜上，美國對於發明人有定義為對最終解決方

案做出原創性貢獻的個人或群體，不正確列名發明

人資訊，除了可能使專利無效外，也可能會構成不

正行為，而使專利無法實施。然而，針對發明人可

否為非自然人之議題，USPTO 希望收集各界意見

來決定是否需要因應人工智慧技術來做修正。 

 

四、關於 AI機器作為發明人的討論 

1. 按照 DABUS 案之申請人 Thaler的看法，

任何一個人在接收到一些基本知識的教導後，經過

思考而自行創作出發明時可以作為發明人，AI機器

應該也能夠同理作為發明人。對於此部分看似相當

有道理，但從立法政策來看，若准許 AI 機器作為

發明人或共同發明人將衍生以下問題： 

(1) 即使是具備創造能力的 AI機器，不見得具

備文件簽署能力。所謂文件簽署能力是指決定是否

要進行簽署的思考判斷能力，而不是單純的簽字動

作。若不具備文件簽署能力，則無法提供發明人宣

誓書，亦無法簽署契約書而成為雇傭契約的受雇人

或讓渡契約的讓渡人，故專利權及專利申請權無法

從 AI機器合法取得。 

(2) 即使是具備創造能力的 AI機器，也不見得

具備實施專利權能力。實施專利權的態樣包含授權

他人來收取權利金、限制他人進行製造販賣等。然

而，具備創造能力的 AI 機器不見得具備此等思考

能力，將使得專利權形同虛設，甚至阻礙技術發展。 

(3) 發明人的姓名表示權主要是保護發明人的

名譽權。然而，具備創造能力的 AI 機器並不見得

具備情緒感知能力，名譽權對於 AI 機器來說並沒

有實質上的法益。 

綜上，筆者認為 AI 機器作為發明人在法制上

有許多不妥之處。即使做出創造性貢獻者的確為

AI機器，但在立法政策上也宜例外排除。 

2. 另一值得思考的問題是，AI 機器被例外排

除於發明人後，那麼誰才是發明人？直接禁止這類

發明的申請恐怕會阻礙技術的發展。倘若 AI 機器

之操作者提供一些訓練資料給 AI機器，讓 AI機器

自行創作出發明時，操作者可否作為發明人呢？ 

筆者認為 AI 機器所創造之發明對於社會來說

是有貢獻的，在專利制度的法理上仍應保障其專利

申請權，以促進技術的發展。AI機器之所以具備創

造能力，應歸因於開發 AI演算法之人，而非 AI機

器之單純操作者或訓練資料提供者。雖然開發 AI

演算法之人對於所請專利申請案的特定內容並沒

有貢獻，但 AI 機器之所以能夠創作出此發明係歸

因於開發 AI 演算法之人，故在立法政策上可考慮

例外明定開發 AI 演算法之人屬於對發明創造的實

質性特點作出創造性貢獻的人，得以為適格發明

人。 

 

五、結論 

在人工智慧的潮流下，科技發展進入另一個嶄

新的層次，專利制度即將面臨到更多元的思考。英

國專利局率先針對 AI 機器作為發明人的議題做出

明確的規定，而明訂不接受以 AI機器作為發明人，

且擁有 AI 機器之人無從合法取得申請專利之權

利。美國也開始廣納各界意見，期望專利制度能夠

更適切於人工智慧發展的情況。本文所討論 AI 機

器作為發明人的議題僅僅是冰山一角，人工智慧發

展對於專利制度可能會帶來更多的衝擊與討論，有

興趣的讀者可以按照 USPTO發布之「請求對人工

智慧發明申請專利發表評論  (Request for 

Comments on Paten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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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ions)」提出一些建言，以期專利制度與人工 智慧技術的發展取得雙贏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