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修訂日期 96.05.18 編號 RM-107 

修定單位 專利委員會 
專利權管理作業細則 

版次 2.0 頁次 1  

 

7-1 

 

1.目的 

依據本所「智慧財產管理及運用辦法」，為鼓勵本所同仁發揮創意，從事各項技術

研發與改良，並據以申請專利、妥善維護並確保本所專利權，特訂定本作業細則。 

2.範圍 

2.1 本所自有專利 

指本所同仁或相關人士執行本所研究發展計畫所獲致之創新成果足以申請專利保

護，且其專利申請權依契約或法律規定歸屬本所所有者。 

2.2 代管或與他人共有專利 

指本所同仁或相關人士執行其他單位委託研究發展計畫所獲致之創新成果足以申請

專利保護，且其專利申請權依契約約定為本所與他人共有或由本所代管者。 

2.3 受讓專利 

指依契約約定受讓自他人之專利。 

2.4 例外 

法令或契約另有規定或約定，而與本細則之規定相衝突時，從法令或契約之規定或約

定。 

3.權責 

3.1 專利委員會：專利分析協助、專利構想審查、專利申請、專利維護、專利放棄處理、

專利確保、資料管理及專利諮詢等相關業務之執行。 

3.2 研發人員：專利分析、專利構想揭露 

3.3 各組/中心：專利放棄評審 

3.4 企劃室：專利獲證資訊之公開 

3.5 行政室：專利證書之保存 

4.定義 

4.1 發明人：專利內容之創意發起並對申請專利範圍有具體貢獻者，但不及於單純製作、

驗證之人員。 

5.作業內容 

專利權管理包括專利分析、專利構想揭露、專利構想審查、專利申請、專利維護、專利

放棄、專利確保等階段。 

5.1 專利分析 

研發人員於計畫規劃設計階段或計畫執行期間，得視計畫之屬性依實際需要填寫「專

利分析需求單」（表單編號 RM-107-01），由專利委員會協助研發人員執行。目的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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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研究發展主題之趨勢，作好競爭優勢分析；並對他人專利進行授權評估或予以迴避

設計，作好專利侵權風險管理。 

5.2 專利構想揭露 

5.2.1 發明人對研發所獲致之成果認為具有可專利性時，應填具「專利構想單」（表單

編號 RM-107-02），並備齊相關文件，送交專利委員會進行審查程序。 

5.2.2 專利委員會對「專利構想單」及所附相關文件做形式初審，對於資料填具不完

整或技術揭示內容不足者，應填具「專利構想檢查單」（表單編號 RM-107-03）

退回發明人補正。 

5.3 專利構想審查 

5.3.1 書面審查 

專利構想審查以書面審查為原則。對於形式初審通過之專利構想由專利委員會

之委員依據「專利構想書面審查單」（表單編號 RM-107-04）進行書面審查。委

員審查完成後，若有資料補正或有反對申請之審查意見，由專利委員會彙整審

查意見內容，要求發明人補充說明或答辯，再由提出意見之委員再次審查。若

委員全數建議提出專利申請，則由專利委員會作成建議申請之結論；若有委員

持反對意見，則召開審查會議。 

5.3.2 開會審查 

依專利構想性質有開會審查必要時，或經再次審查仍有委員有資料補正或有反

對申請之審查意見，則由專利委員會召集人召開審查會議，依據「專利構想書

面審查單」之審查要件審查，並作成結論。 

5.3.3 審查完成 

專利委員會將審查結論填寫於「專利構想單」，並送副所長及所長批示。經批示

後由專利委員會作成「專利構想審查結論單」（表單編號 RM-107-05）通知發明

人。 

5.3.4再審申請 

經審查並批示不申請專利者，發明人得於接獲「專利構想審查結論單」通知後

三個月內，填具「專利構想再審申請單」（表單編號 RM-107-06）提出再審申請。 

經審查並批示進行申請專利者，發明人得敘明理由提出變更地區、變更發明人、

放棄專利申請等之申請。 

再審之評審程序依 5.3.1-5.3.3 之方式辦理。 

5.3.5 不申請專利之處理 

經審查並批示不申請專利者，依其性質及需要，由發明人所屬組/中心採取以營

業祕密保護或公開揭露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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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專利申請 

5.4.1 申請辦理 

通過專利構想審查之專利構想，得由發明人在專利委員會之協助下自行撰寫專

利說明書，或依據專利事務所之專長及過去之服務品質，挑選合適之事務所委

辦之。專利 委員會應負責與委任事務所簽訂「委任契 約書」（ 表單編號

RM-107-07），並於個案委辦時填具「專利委辦單」（表單編號 RM-107-08）委任

事務所代為處理相關適宜。 

若因各項原因必須對個別專利案件更換承辦事務所或不續辦專利，專利委員會

須填具「專利委辦終止單」（表單編號 RM-107-09）以書面終止專利案件之委任

與受任關係。 

5.4.2校稿/修正/答辯 

專利申請期間有校稿、修正或答辯需求時，由專利委員會填具「專利稿校正記

錄單」（表單編號 RM-107-10）或「專利申請修正/答辯處理單」（表單編號

RM-107-11），交由發明人提供處理意見後，由專利委員會辦理相關程序。 

5.4.3 獲證 

專利委員會於獲得專利證書時，應以「獲證通知單」（表單編號 RM-107-12）通

知發明人、企劃室、行政室。專利證書正本由交行政室保存。獲證資訊由企畫

室定期公開於本所網站，供所內外人士查詢。 

5.5 專利維護 

5.5.1 證書 

專利證書正本由行政室負責保存。 

5.5.2標示 

專利委員會於獲得專利證書時，用以通知發明人、企劃室、行政室之「獲證通

知單」，其中應要求轉知相關人員於專利產品本身或包裝上標示專利號碼，藉以

表明專利權專有之排他性，作為求償之依據及避免第三人非惡意之侵害。 

5.5.3年費 

專利委員會負責專利年費之繳交，以維護專利權之有效性。年費之繳納須配合

5.6.2 之專利權維護/放棄評審以評估是否繳納，且以不得一次繳納全部年費為原

則。 

5.5.4異議/舉發 

本所暫准或獲證之專利若遇他人提出異議/舉發，由專利委員會填具「專利異議/

舉發處理單」（表單編號 RM-107-13），交由發明人提供處理意見後，由專利委員

會辦理相關程序。或者，本所異議/舉發他人專利時，由異議/舉發人填具「專利

異議/舉發處理單」交由專利委員會辦理相關程序。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修訂日期 96.05.18 編號 RM-107 

修定單位 專利委員會 
專利權管理作業細則 

版次 2.0 頁次 4  

 

7-4 

 

5.6 專利放棄 

5.6.1 放棄原則 

本所自有專利已不具運用價值，且無下列情形者，原則上應予放棄： 

(a)專利權權利期間未逾五年者，原則上不得放棄。 

(b)授權中或有相關技術移轉中之專利權，原則上不得放棄。 

(c)專利獲證資訊經 5.4.3.之網站公開未達三年以上之專利權，原則上不得放棄。 

專利權原屬國有而依法下放歸屬本所或屬國有信託本所代管者，依政府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5.6.2 維護/放棄評審 

符合 5.6.1 放棄原則之專利權，每年由專利委員會通知，由各組/中心填寫「專利

權維護或放棄評審單」（表單編號 RM-107-14）以自行評審各專利權有無繼續維

護之必要。 

5.6.3 放棄公告 

經 5.6.2 自行評審認為無繼續維護必要之專利權，由專利委員會彙整送所長核示

後，於所內公告，並同時以電子郵件通知全所同仁相關公告訊息。 

5.6.4 放棄異議 

同仁於 5.6.3 放棄公告之日起一個月內，得向專利委員會提起異議。 

專利委員會應審查異議有無理由，而為變更或維持原放棄之決定後，送所長核

示。專利委員會並將異議決定通知提出異議之同仁。 

5.6.5 讓與公告 

無人依 5.6.4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者，送所長核示後，對一般大眾發佈專利權

讓與公告三個月。 

5.6.6 讓與確定 

依 5.6.5 讓與公告三個月內有請求受讓者，送所長核示後確定讓與。 

若屬國有而依法下放歸屬本所或屬國有信託本所代管者，於送所長核示後，應

依相關法令辦理。經濟部科專計畫衍生專利為例，應送主管機關核准始得讓與。

請求受讓者有二人以上時，以出價最高者受讓該專利為原則。 

讓與時應以契約約定受讓人使用、實施、移轉、授權、處分或以技術作價或其

他方式運用受讓之專利權後，應將其所得利益之適當比例回饋本所，該比例依

個案實際情形議定之。辦理受讓之規費及其他相關費用由受讓人負擔。 

5.6.7 放棄確定 

依 5.6.5 公告三個月而無人請求受讓者，送所長核示後確定放棄。 

若屬國有而依法下放歸屬本所或屬國有信託本所代管者，於送所長核示後，應

依相關法令辦理。經濟部科專計畫衍生專利為例，應送主管機關核准始得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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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專利確保 

5.7.1 侵權處理 

任何人（不限本所同仁）發現他人有侵害本所專利權之虞時，應立即填具「專

利侵權檢舉單」（表單編號 RM-107-15），知會專利委員會協助處理檢舉程序。 

經檢舉而使本所減少損害或獲得賠償者，應發給檢舉人獎金，其獎金依個案實

際情形決定之。 

5.8 資料管理 

上述 5.2-5.6 之過程均以專利委員會為對外連絡窗口，並負責保存及維護專利申請歷

史檔案，以確保資料之完整性。並依據「技術資料管理作業細則」辦理資料管理。 

專利委員會有義務告知發明人之連絡人相關程序之狀態。 

專利於獲證前，資料均以機密方式處理，除發明人外，如欲查閱相關資訊應填寫「技

術資料使用申請單」（表單編號 RM-105-03），並經權責主管核准後使得查閱、複印。 

5.9 附則 

本作業細則經呈核定公告後，自公告日起實施。 

6.相關文件 

6.1 智慧財產管理及運用辦法 

7.附件/表單 

7.1 專利分析需求單 

7.2 專利構想單 

7.3 專利構想提案檢查單 

7.4 專利構想書面審查單 

7.5 專利構想審查結論單 

7.6 專利構想再審申請單 

7.7 委任契約書 

7.8 專利委辦單 

7.9 專利委辦終止單 

7.10 專利稿校正記錄單 

7.11 專利申請修正/答辯處理單 

7.12 獲證通知單 

7.13 專利異議/舉發處理單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修訂日期 96.05.18 編號 RM-107 

修定單位 專利委員會 
專利權管理作業細則 

版次 2.0 頁次 6  

 

7-6 

 

7.14 專利權維護/放棄評審單 

7.15 專利侵權處理單 

7.16 技術資料使用申請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