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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DABUS案的最新進展初探以 AI機器作為發明人的國際實務見解 

 
 

一、前言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技術

在近幾年來有了突破性的發展，不僅廣泛應用於

各種領域的技術上，更進一步利用 AI 機器來進

行發明創造，甚至已經開始由 AI 機器獨立完成

發明創造。自 2018年 10月 17日起，Stephen L. 

Thaler 教授 (下稱 Thaler教授) 將 AI機器所自

行創造的兩項發明陸續向各國提出專利申請。

Thaler 教授指出該些專利申請案之發明人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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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格法益方面似乎又有所不妥？因此，

DABUS 案一提出就引發各界的討論。雖然

DABUS案在歐洲、英國、德國、美國、韓國、

台灣、中國目前暫時都是取得負面的結論，但在

南非與澳洲則有了正面的消息，因此又釀起了一

波討論。 

本文擬整理DABUS案目前在各國的最新發

展並從其審理意見初探以 AI 機器作為發明人的

國際實務見解，至於各主要國家目前對於發明人

之相關法規的整理，有興趣的讀者可逕行查閱本

所第 33期「從 DABUS案淺談以 AI機器作為發

明人之疑問與衝擊」之文章。 

 

 

二、各國審理情況及實務見解 

(一)、歐洲 

1. 案情發展： 

歐洲專利局於 2020/1/27 發出決定書對

DABUS案處分不受理； 

歐洲專利局上訴委員會於 2021/12/21 駁回

上訴申請。 

2. 主要理由： 

從 EPC 立法歷程可以得知歐洲專利公約的

權利主體僅限自然人和法人，且專利申請的發明

人僅限自然人。 

AI 機器不是人類，發明人必須是自然人 

(Natural Persons) 是國際間的標準。 

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19條第1項規定，

發明人應具備完整「地址」及「姓、名」。單純

幫一個機器取名字，並不會使之符合歐洲專利公

約施行細則的發明人要件。 

自然人因為有生命而擁有人格，而法人的法

人格則是來自於法律擬制 (Legal Fiction)。這些

法律擬制的人格來自於立法者的授權或者眾多

司法判決的演進，而 AI 機器並不具有此般的法

律擬制人格。 



 

Page. 2 www.sundial.com.tw 

發明人需要承擔許多法律責任與義務，諸如

取得專利權後衍生的法律權利。專利所有權還涉

及更新專利、更新記錄等動作，這些都是 AI 機

器無法做到的。AI機器也無法利用雇傭關係或繼

承來轉讓其權利。 

AI機器與未成年人也不同，未成年人僅是其

權利行使須由成年人代行，未成年人的權利及人

格仍是完整的，可以完整行使，但是 AI 機器則

不具備任何權利。 

(二)、英國 

1. 案情發展： 

英國智慧財產局於 2019/12/4 做出駁回決

定； 

英國高等法院於 2020/9/21判決駁回； 

英國上訴法院於 2021/9/21 判決 AI 機器不

能作為發明人在該國申請專利； 

目前申請人已上訴至英國最高法院。 

2. 主要理由： 

根據法律，只有人類才能擁有權利，機器不

能擁有權利。AI機器不是人類。 

法院強調，判決並非認為 DABUS並不具有

發明概念，而是認為即便 DABUS完成發明，但

由於 DABUS不是自然人，而不符合發明人之定

義。 

即使對發明人之定義給予退讓，承認

DABUS可為發明人，亦不代表 DABUS具有擁

有財產之能力，更不可能說明 DABUS具有能力

可將專利權讓與 Thaler教授。 

即使 Thaler教授為 DABUS的所有人，亦不

表示其具有專利申請權，因為系爭專利並非發明

人所申請，Thaler教授亦沒有自發明人受讓專利

申請權。 

最終，法院認為較有可能取得專利權之方式

是依據 Thaler 教授擁有完成發明的 AI 機器

DABUS，而以 Thaler 教授為發明人來申請專

利。 

3. 少數不同意見： 

DABUS 案在上訴法院主要由伯斯大法官、

萊恩大法官及阿諾德大法官進行審理，其中伯斯

大法官有一些不同意見如下。 

伯斯大法官認為在考慮 Thaler 教授是否有

權根據第 7條申請並被授予專利時，伯斯大法官

建議起始立場是讓 Thaler 教授推定有權。他解

釋說，第 7(4) 條規定提出申請的人應被視為有

權獲得專利的人。類比於雇主針對雇員發明，

Thaler 教授可以作為權利的第一所有者 (一旦

專利成立)。 

伯斯大法官認為更指出如果申請人出於善

意而無法確定發明人，則申請不太可能受到損害。

沒有理由認為法律對申請人強加了任何比陳述

他們對發明人是誰的真實信念更高的義務。伯斯

大法官認為根據 Thaler 教授的真實信念將

DABUS列為發明人，他已遵守了法律的規定。 

(三)、德國 

1. 案情發展： 

德國專利商標局於 2020/3/24 做出駁回決

定； 

德國聯邦專利法院於 2021/11/11判決 AI機

器不具專利發明人資格 (尚非終局審判)。 

2. 判決理由： 

法官說明這項系爭發明確實有得到 AI 的幫

助，但儘管 AI機器在系爭發明研發過程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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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但法官仍認為專利發明人

必須為自然人。 

專利發明人必須包含自然人，但 AI 機器可

以作為共同發明人列入發明人名單之中。法官指

出，雖然此項發明得到了 AI機器的輔助，但 AI

機器仍不可以作為單獨發明人被寫入專利申請

書中。 

(四)、美國 

1. 案情發展： 

美國專利商標局於 2020/4/22駁回審定； 

美國聯邦地方法院於 2021/9/2 判決不得以

AI機器作為發明人 (尚非終局審判)。 

2. 判決理由： 

35 U.S.C 115(a) 規定依第 111條或第 371

條規定提出之專利申請案應包括發明人的名

字。 

根據 Burroughs Wellcome Co. v. Barr Labs. 

Inc 判例，自然人才有展現心智形成的行為，發

明者必須是自然人而不得是公司或主權國家。 

根據 Beech Aircraf Corp. v. EDO corp.判例，

只有自然人得作為發明人。 

專利法規及聯邦巡迴法院判決先例中均已

明確要求發明人必須是自然人。 

MPEP更明訂：發明概念是創造行為在心智

部分的完整表現，是發明人在腦海中形成對於發

明明確且永久的構想，並於之後可以被實施。

MPEP使用心智 (mental)、心神 (mind) 等字眼，

即表示構想必須源自於自然人。 

法官表示「對於 AI 機器在法律下是否有資

格成為創作者」，明確的答案就是「不行」。 

AI機器的創作不能獲得專利權，認為這種權

利「只能保留給人類」。法律僅允許「個人」擁

有專利，而人類才屬於「個人」，機器並不是人

類。 

法官更指出，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未來 AI

細緻複雜的程度可能可以媲美公認的發明人資

格，但這樣的時刻目前尚未到來。一旦時機成熟，

將由國會決定如何擴大法律的適用範圍。 

(五)、韓國 

1. 案情發展： 

韓國智慧財產局於 2021/5/27 駁回專利申

請。 

2. 主要理由： 

韓國智慧財產局於 2021/6/3 在官網發佈了

韓國首例將 AI 機器作為發明人的專利申請的審

查意見，認為AI機器作為發明人違反了專利法，

要求其將發明人修改為自然人。申請人若不同意

修改，將導致專利申請無效。 

由此可知，韓國專利局也是採取 AI 機器不

得作為發明人的立場。 

(六)、台灣 

1. 案情發展： 

智慧財產局於 2020/6/29處分不予受理； 

經濟部訴願會於 2020/12/2訴願駁回；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於 2021/8/30 判決 AI

機器不得作為發明人。 

2. 判決理由： 

法官表示發明人應為自然人。創作為人類精

神活動成果的統稱，依不同創作的內容及性質可

能得以不同的權利型態予以保護。此外被告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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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逐條釋義第五條【專利申請權】中第 13 頁第

2段敘明「由於法人之研發工作，係透過自然人

進行，所以本法所稱之發明人、新型創作人及設

計人，均僅限於自然人。」專利審查基準第 1篇

第 1-2-1 亦規定：「發明人必為自然人，如有多

人時，應於申請書上全部記載。」由此可知依據

我國現行相關法規之規定，發明人不僅應為就申

請專利範圍之技術特徵進行精神創作而有實質

貢獻之人，且應為自然人。 

法官進一步認為AI機器不是法律上之「人」。

人之所以可以行使權利能力及為行為能力，要透

過意思表示為之，而意思表示是指表意人將其所

欲發生一定私法上效力之意思，表現於外部的行

為。就本件審判長所詢：「原告對『人』的定義

為何？」原告訴訟代理人答稱：「法律上規範的

人是自然人、例外是法人，此為法規上的規定。」

因法人非依民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不得成立

（民法第 25條），然 DABUS並非依我國法律所

設立之法人，所以，本件要探究的是 DABUS是

不是我國法律上之自然人。原告訴訟代理人復稱：

「因 DABUS在法律定義上非法人及自然人，原

告自無法受其委任，但對 DABUS得否擁有專利

申請權利與擁有權利能力仍得去探討。」綜上所

述，可知本件 DABUS非我國法律上之非法人及

自然人，而此亦為原告訴訟代理人所自承。 

法官說明系爭申請案有專利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之適用，應不予受理。原告雖然亦質疑無

國籍可否作為處分之依據，惟由原處分內容可知，

被告不僅因為無國籍而為不受理處分，係因發明

人非自然人，導致申請文件欠缺才為處分不受理，

若發明人為自然人不會僅因無國籍而受到不受

理處分，可知本件爭點應在於 DABUS若不是我

國法律上之自然人，系爭申請案有無專利法第

17條第 1項之適用。 

又原告雖主張國外有認為 AI 創作應受到保

護，但由其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法律分

析及各國處分書觀之，除南非外，其他國家對於

AI為發明人之案件均屬於不受理或核駁。因為專

利權應保護自然人所為之精神創作，本件人工智

慧 DABUS 在我國法律上被視為「物」，屬於權

利客體，不能成為權利主體，無享受權利能力與

資格，是以，本件欠缺自然人為發明人情況下，

應認原處分所為不受理並無違法。 

(七)、中國 

1. 案情發展： 

國家知識產權局審查中。 

2. 審查意見： 

國家知識產權局就DABUS案的發明人身份

問題簽發了補正通知書，指出將 DABUS作為發

明人不符合專利法實施細則第十三條以及專利

審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4.1.2節的規定。 

雖尚未完成審查，但可以得知國家知識產權

局也是採取 AI機器不得作為發明人的立場。 

3. 修法實務： 

此外，2020年 11月 10日，國家知識產權

局發佈《專利審查指南修改草案（第二批徵求意

見稿）》，以回應科技快速發展對於專利審查規則

的新訴求。修改草案敘明：「發明人應當是個人，

請求書中不得填寫單位或集體，以及人工智慧名

稱，例如不得寫成 “XX 課題組” 或 “人工智慧

XX” 等」。從該草案可以發現官方更欲通過法律

條文明確拒絕將 AI機器作為發明人。 

(八)、南非 

1. 案情發展： 

南非公司暨智慧財產權委員會(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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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mission, CIPC) 

核可了專利的申請並於 2021/7/28頒發專利。 

2. 各界評論： 

QUARTZ、富比士等媒體的報導則指出，南

非並沒有實質的專利審核系統，官方也沒有給出

核准專利的理由。專利的獲取在南非是非常容易

的事情，如果南非官方有確實檢查和審理的話，

那麼這項專利申請就不會被通過了。 

(九)、澳洲 

1. 案情發展： 

澳洲智慧財產局於 2021/2/9駁回申請； 

澳洲聯邦法院於 2021/7/30 判決 AI 機器可

以作為發明人； 

澳洲智慧財產局已表明對聯邦法院提起上

訴。 

2. 判決理由： 

發明人 (inventor) 在法條中沒有特別定義，

專利法並未明確拒絕 AI 機器可以是發明人，發

明人「inventor」只是一代理名詞 (agent noun)，

可以是人或事物 (an inventor is an agent noun; 

an agent can be a person or thing that invents.)。

字尾有「or」或「er」，如電腦 (Computer)、控

制權人(controller)、管理者 (regulator)、經銷商 

(distributor) 等都是代理名詞、行為者的意思。

代理名詞可以為人或物。AI機器是產生了發明，

那它就可以被稱為發明人 (inventor)。 

Inventor 這字的意義也可能隨時代而不同，

如同 computer的定義，在過去是指進行計算的

人，後來變成計算機，現在則是指根據一系列指

令執行數學計算的電子裝置。 

讓 電 腦 有 發 明 人 資 格  (computer 

inventorship) 可鼓勵電腦開發更多創造性的機

器，讓其他人享受這類機器輸出的便利，並帶來

新的科技優勢。更何況由機器自動或半自動產生

可專利性的成果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所以將 AI

貼上 inventor的標籤，只是回歸事實而已。 

專利法不像是著作權法要求作者是人，或是

有精神上的權利，其立法並未排除「非人類」。 

專利局的決定混淆了所有權及專利的控制

權問題，誰可以是發明人及誰可以是專利權人，

這是兩個問題。只有專利權人必須是自然人或法

人，進而推論發明人必須是自然人是荒謬的。 

如果發明人僅可以是自然人，則會導致一些

具有可專利性的發明，因缺少自然人發明人而無

法申請專利。 

除非法律有明確規定，否則不應該認定其法

律定義，由法規的上下文涵意中無法得出人工智

慧系統無法成為發明人之結論。 

對於發明人 (Inventor) 名詞的界定，說明

名詞內涵本就隨時代而改變。如同 Computer一

開始指的是負責計算的人，後來演變成指幫助計

算的機器，最後演變成專指電腦。 

以往的詞意解釋及部分規定的描述可以解

釋發明人 (Inventor) 是指人類，但並無僅限定

為人類。 

澳洲專利法僅規定須有發明人 (Inventor) 

姓名，而不是「人類」發明人姓名。法官從立法

目的、文義解釋、歷史根源層面解析與發明人相

關的法律，並不認為法律有明確規定發明人必須

是自然人。 

法官認為人工智慧的產出如同土地或是動

植物的孳息，從孳息產出的那一刻起就屬於其所

有人。這是一種原始所有權，無須讓與過程和轉

讓證明。類推適用雇主與雇傭關係，職務上發明

屬於雇主的觀念，AI機器的擁有者自始即處於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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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地位，取得 AI機器產出的所有權利，因此 AI

機器的所有者無須證明其權利來源。 

現今在醫藥及太空科技或其他領域中，借助

AI機器進行發明已是常態。 

如果發明人僅限定為自然人，將導致許多發

明因此無法申請專利，相關專利反而傾向保密，

不利專利制度保護創新性及平衡創造者、生產者

及公眾利益的原始目的。 

澳洲專利法第 15條(1) 規定： 

「在本法限制下，發明專利只能授予以下之

人 (a person)： 

(a) 發明人 (inventor)；或 

(b) 在授予發明專利時，有權要求將專利轉

讓給該人；或 

(c) 從發明人或(b) 款之人處獲得發明之權

利 (derives title to the invention from) ...」。 

法官認為，第 15 條(1)(a) 的是規定當發明

人是人 (person) 時可成為專利權人；但是，若

發明人不是人 (既非自然人也非法人) ，只是不

能按照第 15 條(1)(a) 成為專利權人，但並不表

示，不能按照第 15條(1) 其他款成為專利權人。 

第 15 條(1)(b) 並不要求是從發明人那邊轉

讓，只規定在核准專利時，有權要求轉讓給他就

足矣。 

法官說明，假設一發明本身就有財產利益 

(proprietary rights)，可以被佔有和擁有。Thaler

教授作為 DABUS 的所有者和控制者，Thaler

教授因為佔有 DABUS、擁有 DABUS原始碼之

著作權、擁有且佔有 DABUS運作的電腦，因而

可以從 DABUS 這個發明人處獲得其權利 

(derive title from inventor)。 

澳洲專利法第 15 條(1)(b) 只有寫「申請人

有權要求轉讓給他」，而不是寫「有權要求發明

人轉讓給他」；第 15條(1)(c) 寫「申請人從他處

獲得權利」，用的是「獲得」，而不是寫「移轉取

得」，導致法條有較大的解釋空間。 

再者，少數條文雖有提到「權利繼受人 

(successor)」，法官認為那只是說，若發明人是

自然人時可適用該條文；但若發明人不是自然人

時，就不適用那些條文。 

(十)、其他 

1. 案情發展： 

日本、以色列、印度、加拿大、巴西等國尚

無審查結果。 

 

三、結語 

DABUS 案在多國的審理尚未到達終局階段，

多數國家的初步結論是拒絕AI機器作為發明人。

在各國審理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各國對於此議

題都是採取相當謹慎的態度進行審查，作成意見

時多參考了其他國家已經作成的意見。 

但在審理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了一些不同的

聲音，諸如英國伯斯大法官認為在考慮申請人時，

應讓 Thaler 教授推定有權；德國法官認為專利

發明人必須包含自然人，但 AI 機器可以作為共

同發明人列入發明人名單之中；澳洲法官也點出

在評斷 AI機器能不能行使權利時，不該混淆「誰

可以是發明人」及「誰可以是專利權人」這兩個

問題。未來在其他國家的審理過程中，這些不同

意見也可能會成為討論的焦點。 

筆者認為倘若該國在法律已有明定發明人

必須是自然人的情況下，即便仔細考慮該些不同

意見，DABUS案顯然仍難以符合該國現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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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美國法官指出未來 AI 細緻複雜的程度可能可

以媲美公認的發明人資格，一旦時機成熟，可由

國會決定如何擴大法律的適用範圍。Thaler教授

真正想挑戰的想必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是否已經

迎來修法的適當時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