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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國 94 年我國植物品種及種苗法修法，將實質衍生品種納入權利範圍。實

質衍生品種應具備三個要件，(1)自起始品種或該起始品種之實質衍生品種所

育成者；(2)與起始品種相較，具明顯可區別性；(3)除因育成行為所生之差異

外，保留起始品種基因型或基因型組合所表現之特性。但在實際判斷是否屬實

質衍生品種時，因「實質」尚無明確的定義，仍有許多疑義。因我國尚未訂定判斷基準，

因此有進一步探討實質衍生品種定義及判斷方式之需要。對於實質衍生品種在判斷是否

屬實質衍生品種時，主要決定於品種間遺傳組成的相似程度，而產生新品種的育種方式

並非所論。如可以表型判斷，則可不考慮 DNA 測試結果。本文並以國際植物新品種保

護聯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UPOV)針對

UPOV 1991 公約中實質衍生品種提出的解釋註解，進一步探討農業衍生品種之定義，以

及相關權利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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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聯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UPOV)在 1991 公約(the 1991 Act of the UPOV convention)中導入實質衍生品種

(Essentially Derived Varieties)為品種權保護的客體。而依 1991 公約第 14(5)(b)條之規定，

實質衍生品種之定義如下1： 
(1) 主要衍生自一個起始品種，或主要衍生自一個起始品種衍生而來之品種本身，

同時保有起始品種的基因型或其基因型組合所致的實質特徵的表現，  
(2) 其與起始品種可明顯區別，且 
(3) 除了因衍生過程所致的差異外，其與起始品種在起始品種基因型或其基因型組

合所致的實質特徵的表現吻合。 
    同樣地，我國於民國 94 年植物品種及種苗法修法時亦將實質衍生品種納入品種權

範圍，並於第 25 條第三項定義實質衍生品種應具備下列要件： 
(1) 自起始品種或該起始品種之實質衍生品種所育成者。 
(2) 與起始品種相較，具明顯可區別性。 
(3) 除因育成行為所生之差異外，保有起始品種基因型或基因型組合所表現之特性。 
 

                                                       
1  Under Article 14(5)(b) of the 1991 Act of the UPOV Convention, for the purpose of subparagraph (a)(i), a variety 

shall be deemed to be essentially derived from another variety (“the initial variant”) when 
(i) it is predominantly derived from the initial variety, or from a variety that is itself predominantly derived from the 
initial variety, while retaining the expression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that result from the genotype or 
combination of genotypes of the initial variety, 
(ii) it is clearly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initial variety and 
(iii) except for the differences which result from the act of derivation, it conforms to the initial variety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that result from the genotype or combination of genotype of the initial variety. 

22

農業衍生品種之品種權問題探討



 

 

    因應 UPOV 1991 公約，各國陸續將實質衍生品種併品種之保護範圍，但如何界定

實質衍生品種之範圍仍是全新的經驗，亦尚無足夠案例或證據來檢討其影響。本文從

UPOV 1991 公約及我國法律規定，以及 UPOV 針對實質衍生品種提出的解釋註解，進

一步探討農業衍生品種之相關問題。 
 

2. 實質衍生品種之判定 
    如何判定實質衍生品種，除了特殊性狀外，依 1991 公約之規定在基於「實質上是

否仍然保有原始品種的基因型的特徵」，而決定是否為實質衍生品種。對於實質衍生品

種的判斷，主要決定於品種間遺傳組成的相似程度，而產生新品種的育種方式則並不會

影響判斷。但就目前的各種育種技術而言，誘變育種、回交育種、基因轉殖、以及異交

作物的族群選拔等比較容易得到實質衍生品種，經由雜交後選拔的方式則較不會。但何

謂「實質上」，如以「基本的」或「不可或缺的」這類抽象的解釋來定義，反而可能衍

生糾紛，因此以量化的方式來判定應較為可行。從 1991 年迄今，隨著實際案例及判定

基準之發展，對於實質衍生品種漸漸出現較具體之判定方式。 
 

2.1 ASSINSEL 之策略建議 
   針對於實質衍生品種，植物品種保護國際育種者協會  (ASSINSEL，The Intern. 
Association of Plant Breeders for the Protection of Plant Varieties)提出建議策略，將基因組

(Genome)相似性百分比設定兩個門檻，一為低門檻另一為高門檻，當兩品種的基因組相

似性低於低門檻時，則判定為兩者間不具實質衍生關係，稱為綠色區域；當兩品種相似

性高於高門檻時，則判定為兩者間具實質衍生關係 (除非可確定並非來自相同之起始品

種)，稱為紅色區域；介於兩門檻間的即為灰色區域，也就是無法明確判定者，則由雙

方進行協商或接受仲裁，此時被懷疑是實質衍生品種的擁有者則須清楚交代其育種材料

及過程，甚至應提出育種紀錄作為參考。 
    舉例來說，如有一受品種權保護之品種 A 具有一主要性狀，另有一品種可能係自該

品種作為起始品種，經自然或誘發突變、回交、體細胞組織變異或基因工程改變、或因

起始品種變異所衍生之品種 B，如實質衍生關係的低、高門檻設定為基因組相似性 75%
及 90%，當品種 B 與品種 A 導致主要性狀的基因組相似性達 90%以上，則判定為品種

B 為品種 A 的實質衍生品種；而如品種 B 與品種 A 導致主要性狀的基因組相似性不到

75%以上，則判定為品種 B 並非為品種 A 的實質衍生品種；如兩品種基因組相似性介於

75%及 90%之間，則由雙方進行協商或仲裁協議，參圖 1。 
    ASSINSEL 亦不排除以外表型來測定兩品種間的差異，但以基因組相似程度來判定

較為可靠，也比較容易進行，即使落入灰色區域也可以雙方進行協商或仲裁而達成協

議，可以減少糾紛。但這種判定策略仍有瓶頸，例如因兩個門檻的設定會因植物品種不

同而異，高低門檻如何界定亦會有爭議。 
    根據 ASSINSEL 的策略建議，育種者應有至少下列四點注意事項： 

(1) 慎選育種親本：在進行育種計畫前，應先確定所有親本材料皆屬合法取得；若

使用有品種權的品種作為親本材料，則應對所育成的新品種主要性狀加以判斷

是否屬於該親本之實質衍生品種。 
(2) 瞭解育種方式的本質：雖然育種方式並不能用以判定實質衍生品種，但以例如

誘變或回交等較易產生實質衍生品種的方式育種時，則須格外小心。 
(3) 充分掌握品種基因組資訊：如以基因組相似性作為判定實質衍生品種的量化基

礎，為預防被控侵權或防止他人侵權，對於市場上各品種導致表型、生理及分

子變異的基因組資訊，以及育種材料的變異性、育種歷史、及品種權與否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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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掌握；當然也應具備這些評估技術，才能避免風險。 
(4) 妥善記錄育種過程：即使知悉界定實質衍生品種的基因組相似性的門檻，但這

種評估方式仍可能落入不確定的灰色區域，而需要雙方提出育種材料及育種過

程資料加以佐證。通常舉證責任會落在被控侵權的一方，必須提出所使用的育

種親本並非該具品種權的品種，因此育種材料及過程必須確實記載，並須符合

法律效力的格式。 
 

2.2 荷蘭滿天星品種權爭議之案例 
     2002 年荷蘭海牙民事法院出現了第一個植物品種權涉及實質衍生品種的案例，係

關於滿天星 (Gypsophila paniculata L. )品種權的爭議。以色列籍花卉品種公司

DANZIGER “DAN” FLOWER FARM( 下簡稱「 DANZIGER 」 ) 擁有滿天星品種

「Dangypmini」的歐盟植物品種權，而荷蘭籍花卉品種公司 ASTÉE FLOWERS B.V. (下
簡稱「ASTÉE」)擁有滿天星品種「Blancanieves」及「Summer Snow」的歐盟植物品種

權。DANZIGER 認為 ASTÉE 所育成的兩個滿天星品種為其「Dangypmini」品種權的實

質衍生品種，但僅提出對於「Blancanieves」的 DNA 檢測結果。 
    在 2005 年 7 月 13 日荷蘭海牙民事法院作出判決，認為 DANZIGER 未能提出針對

「Summer snow」的 DNA 檢測結果，無法證明「Summer snow」是衍生自「Dangypmini」，
因此其對「Summer snow」的侵權主張是不合理的。而關於「Blancanieves」，則應判定

其是否與保有「Dangypmini」之實質特徵。判決中指出植物品種所表現的傳統特性已足

夠判斷是否屬實質衍生品種，因此無需將兩造提出的 DNA 檢測結果併入考慮。基於二

品種之基因型並不相同，且根據檢驗報告，在表型上，「Blancanieves」具有一些與

「Dangypmini」不同的特性，這些特性也就是所謂的「實質特徵」，是來自於

「Blancanieves」本身的遺傳特徵，「Dangypmini」並沒有這些遺傳物質，不符合實質

衍生品種的第三個要件：保有起始品種基因型或基因型組合所表現之特性。因此判定

「Blancanieves」並非突變自「Dangypmini」，不能宣稱「Blancanieves」是「Dangypmini」
的實質衍生品種。 
    本案經上訴，2009 年 12 月 29 日判決中針對「Blancanieves」及「Summer snow」

是否屬「Dangypmini」的實質衍生品種，維持 2005 年海牙民事法院的原判決。 
 
2.3 依 UPOV 1991 公約規定的判定 
    上述案例是第一個基於歐盟植物品種法規定有關實質衍生品種的判決，而歐盟是參

考 UPOV 公約所制定的，特別是依第 14 條第五項 (b)對於實質衍生品種的定義。判決

中提出三個論點： 
(1) 基於 UPOV 1991 公約第 14 條第五項 (b)(i)及(iii)之規定，實質衍生品種其基因

起源必須來自起始品種，但因衍生過程所造成特性的改變則可以忽略。也就是

說「Blancanieves」並不需要擁有起始品種的所有實質特性才能稱為實質衍生品

種。 
(2) 從立法沿革而言，該等相關法條的立法理由顯示「實質衍生」意謂「實質衍生

品種」和「起始品種」的差異不能太明顯。在開發新品種的過程中即使衍生自

一具品種權之品種作為起始品種，但並不能代表所育成的新品種一定是品種權

品種之實質衍生品種。而「Blancanieves」與「Dangypmini」在表型上具相當之

差異。 
(3) 針對起始品種的品種權延伸到實質衍生品種，是對可區別的植物品種所有權的

例外條款，在解釋上應較為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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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Blancanieves」與「Dangypmini」在 21 個檢測的特性中有 17 個表現型不相

同，「Blancanieves」與「Dangypmini」的差異數大且明顯，並非差異甚小到需要爭辯

是否為實質衍生品種的程度。而針對「Summer Snow」，則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其有被

判定為「Dangypmini」的實質衍生品種之虞，因此最後判定「Summer Snow」及

「Blancanieves」均非「Dangypmini」的實質衍生品種。 
 

2.4  UPOV 1991 公約中實質衍生品種的解釋註解草案 
    2011 年 9 月 23 日管理及法律委員會諮詢組(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Committee 
Advisory Group)針對實質衍生品種的解釋註解(explanatory notes)草案，對於實質衍生品

種的定義以舉例的方式解釋，但也說明其並不能包括所有的例子。主要內容如下： 
(1) 如圖 2 所示，品種 B 是實質衍生自起始品種 A，且主要衍生自起始品種 A，也

可是間接衍生自起始品種。B 保有 A 的實質特徵表現，可與起始品種 A 明顯區

隔，且具與 A 實質特徵吻合之特徵，但可忽略因衍生過程所生的差異，因此 B
是 A 的實質衍生品種。 

(2) 如圖 3 示，品種 C 是主要衍生自品種 B，而品種 B 則是主要衍生自起始品種 A
本身。B 保有 A 的實質特徵表現，可與起始品種 A 明顯區隔，且具與 A 實質

特徵吻合之特徵，但可忽略因衍生過程所生的差異， C 雖主要衍生自 B，但仍

是 A 的實質衍生品種。亦即，實質衍生品種無論是否直接衍生自起始品種，只

要具備如第 14 條第五項 (b)所列實質衍生品種的要件。 
(3) 如圖 3 示，主要衍生自 A(起始品種)或 B(實質衍生自 A 的品種本身)的品種，無

論是直接或間接衍生自品種 C 或 D 或 E 或...，只要具備如第 14 條第五項 (b)
所列實質衍生品種的要件，品種 C 或 D 到 Z 都可視為是 A 的實質衍生品種。 

(4) 也可以間接方式得到實質衍生品種，例如使用雜交品種育種，亦可能得到由雜

交品種的親本之一而得實質衍生的品種。 
(5) 起始品種(A)與實質品種(B 或 C 等)的關係與植物育種者是否同意授權無關。品

種 A 對於品種 B 或 C 等終究都是起始品種，而品種 B 或 C 等終究都是品種 A
的實質衍生品種。然而如果起始品種為受品主權保護的品種，可延伸至實質衍

生品種。 
    至於起始品種及實質衍生品種的權利範圍，只要符合法律規定具有品種權者，育種

者即具有法律授予的品種權範圍，如 1991 公約第 14(1)至(4)條所列之權利2。 舉例如下： 

                                                       
2
  Under Article 14(1) to (4) of 1991 Act of the UPOV Convention, the scope of the Breeder's right covers the following:  

  
(1) [Acts in respect of the propagating material]  
  (a) Subject to Article 15 or Article 16, the following acts in respect of the propagating material of the protected 

variety shall require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breeder:  
   (i)   production or reproduction (multiplication),  
   (ii)  conditioning for the purpose of propagation,  
   (iii)   offering for sale,  
   (iv)   selling or other marketing,  
   (v)   exporting,  
   (vi)   importing,  
   (vii)  stocking for any of the purposes mentioned in (i) to (vi), above.  
  (b) The breeder may make his authorization subject to conditions and limitations.  
(2) [Acts in respect of the harvested material] Subject to Article 15 and Article 16, the acts referred to in items paragraph 

(1)(a)(i) to paragraph (1)(a)(vii) in respect of harvested material, including entire plants and parts of plants, obtained 
through the unauthorized use of propagating material of the protected variety shall require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breeder, unless the breeder has had reasonable opportunity to exercise his right in relation to the said propagating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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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圖 4 所示，當育種者 1 具有起始品種 A 的品種權，育種者 2 具有實質衍生品

種 B 的品種權，則販售實質衍生品種 B 時必須同時得到育種者 1 及育種者 2 同

意始可以對起始品種 A 品種及實質衍生品種 B 品種行使第 14(1)至(4)條所列各

項行為 (舉販售行為為例，代表第 14(1)至(4)條所列須獲育種指須獲同意的各項

行為)。 
(2) 如圖 5 所示，若育種者 1 的起始品種 A 品種權終止或自始並無品主權保護，則

販售實質衍生品種 B 時不再需要育種者 1 的授權，但如實質衍生品種 B 品種權

仍有效，則須得到育種者 2 同意對實質衍生品種 B 品種權的授權。 
(3) 值得注意的是，品種權僅及於受保護的起始品種的實質衍生品種；如是衍生自

並非起始品種的衍生品種，不受品種權保護。例如圖 4 中，當育種者 1 的起始

品種 A 的品種權及於實質衍生品種 B，以及實質衍生品種 C 至 Z。然而實質衍

生品種 C 雖主要是衍生自品種 B，但育種者 2 對於實質衍生品種 B 的品種權則

不能及於實質衍生品種 C。同樣地，育種者 2 及 3 的實質衍生品種權不能及於

實質衍生品種 D 至 Z。 
(4) 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起始品種身並無品種權保護，則其實質衍生品種亦

不受保護；如是衍生自並非起始品種的衍生品種，不受品種權保護。例如圖 5
中，如育種者 1 的起始品種 A 並無品種權，或品種權已終止，則販售實質衍生

品種 B 並不需要得到育種者 1 的同意，販售實質衍生品種 D 至 Z 亦同。 
 

3.  我國植物品種及種苗法修法相關規定 
    我國於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於民國 94 年修法，併入 UPOV 1991 公約中主要的規定。

當然亦將實質衍生品種併入權利保護範圍內。主要是以從屬品種之方式規定如第 25
條：  
  「前條品種權範圍，及於下列從屬品種： 
    一、實質衍生自具品種權之品種，且該品種應非屬其他品種之實質衍生品種。 
    二、與具品種權之品種相較，不具明顯可區別性之品種。 
    三、須重複使用具品種權之品種始可生產之品種。 
    本法修正施行前，從屬品種之存在已成眾所周知者，不受品種權效力所及。 
    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之實質衍生品種，應具備下列要件： 
    一、自起始品種或該起始品種之實質衍生品種所育成者。 
    二、與起始品種相較，具明顯可區別性。 
    三、除因育成行為所生之差異外，保留起始品種基因型或基因型組合所表現之特

性。」 
    相關實質衍生品種的定義與 UPOV 1991 公約第 15(5)(b)條規定類似，但實際的認定

基準尚無定論。 
    有關植物品種權之權利範圍則規定於第 24 條，與 UPOV 1991 公約第 14(1)至(4)條
規定類似： 

                                                                                                                                                                         

(3) [Acts in respect of certain products] Each Contracting Party may provide that, subject to Article 15 and Article 16, the 
acts referred to in items paragraph (1)(a)(i) to paragraph (1)(a)(vii) in respect of products made directly from harvested 
material of the protected variety falling within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2) through the unauthorized use of the said 
harvested material shall require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breeder, unless the breeder has had reasonable opportunity to 
exercise his right in relation to the said harvested material.  

(4) [Possible additional acts] Each Contracting Party may provide that, subject to Article 15 and Article 16, acts other than 
those referred to in items paragraph (1)(a)(i) to paragraph (1)(a)(vii) shall also require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bree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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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種權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對取得品種權之種苗為下列行為： 
     一、生產或繁殖。 
     二、以繁殖為目的而調製。 
     三、為銷售之要約。 
     四、銷售或其他方式行銷。 
     五、輸出、入。 
     六、為前五款之目的而持有。 
     品種權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利用該品種之種苗所得之收穫物，為前項

各款之行為。 
品種權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利用前項收穫物所得之直接加工物，為第

一項各款之行為。但以主管機關公告之植物物種為限。 
前二項權利之行使，以品種權人對第一項各款之行為，無合理行使權利之機會時

為限。」 
  並於第 26 條中明定品種權效力不及的行為： 
     「品種權之效力，不及於下列各款行為： 
       一、以個人非營利目的之行為。 
       二、以實驗、研究目的之行為。 
       三、以育成其他品種為目的之行為。但不包括育成前條第一項之從屬品種為目

的之行為。 
       四、農民對種植該具品種權之品種或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從屬品種之種

苗取得之收穫物，留種自用之行為。 
       五、受農民委託，以提供農民繁殖材料為目的，對該具品種權之品種或其從屬

品種之繁殖材料取得之收穫物，從事調製育苗之行為。 
       六、針對已由品種權人自行或經其同意在國內銷售或以其他方式流通之該具品

種權之品種或其從屬品種之任何材料所為之行為。但不包括將該品種作進

一步繁殖之行為。 
       七、針對衍生自前款所列材料之任何材料所為之行為。但不包括將該品種作進

一步繁殖之行為。 
    為維護糧食安全，前項第四款、第五款之適用，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植物物種為

限。 
    第一項所稱之材料，指植物品種之任何繁殖材料、收穫物及收穫物之任何直接加工

物，其中該收穫物包括植物之全部或部分。 
    第一項第六款及第七款所列行為，不包括將該品種之可繁殖材料輸出至未對該品種

所屬之植物屬或種之品種予以保護之國家之行為。但以最終消費為目的者，不在此限。」 
    除依前段 UPOV 的方式定義實質衍生品種及界定權利範圍，舉例如甲公司針對品種

A 申請品種並獲經審查核准權利予以保護，而乙公司利用品種 A 經育種育成品種 B，若

品種 B 保有 A 的實質特徵，符合第 25 條第二項規定的實質衍生品種之要件，則品種 B
是品種 A 的實質衍生品種，而若品種 B 符合新品種的定義以及權利保護的其他要件，

亦可申請品種保護而獲品種權保護，但乙公司實施品種權時尚須先得到甲公司的授權；

反之，甲公司也要得到乙公司同意才能販賣實質衍生品種 B。而如第三人擬販賣實質衍

生品種 B，須經甲公司及乙公司雙方的同意才能販賣。 
4. 結論 
    根據 UPOV 的規定，實質衍生品種的定義仍未將量化標準併入。UPOV 雖在 1991
公約及陸續會議將實質衍生品種的定義及權利保護範圍一一釐清，但針對各品種尚須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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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種間界定實質衍生品種與起始品種間遺傳組成的相似程度門檻，以及累積各品種的

基因組及基因標記資料，為建立各品種實質衍生品種的判斷基準所需的龐大且艱鉅的工

作才剛要開始。 
 

 
 

 
 

28

農業衍生品種之品種權問題探討



 

 

 

 

2012種苗科技暨產業發展研討會專輯

29



 

 

 
 

參考文獻 
郭華仁，黃玉婷，1999，植物育種者權利法的擴權：實質衍生品種，台灣花卉園藝雜誌，

146，54-57。 
台大種子研究室，2006，植物種苗電子報，第 0022 期，第三版

(http://e-seed.agron.ntu.edu.tw/0022/22slaw.htm#荷蘭植物品種權實質衍生品種侵權

判例)。 
高千雯，2008，兩岸植物智慧財產權之比較-以品種權保護為中心，國立政治大學智慧

財產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http://nccui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49556) 。 
UPOV, 2011, (DRAFT) EXPLANATIORY NOTES ON ESSENTIALLY DERIVED 

VARIETIES UDNER THE 1991 ACT OF THE UPOV CONVENTION 
(http://www.upov.int/edocs/mdocs/upov/en/caj_ag_11_6/upov_exn_edv_2_draft_1.pdf) 

30

農業衍生品種之品種權問題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