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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保障及推廣國立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之研究發展成果，並鼓勵創新及提
昇研究水準，特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六條與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
運用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本校研究發展成果，係指本校支薪人員(以下簡稱本校人員)因職務
或非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究發展成果，包括因研究發展所產生具有可專利性之技
術概念、積體電路布局、產品、商標權、著作權及其衍生之權利、營業秘密、
植物品種權，以及其他技術資料。
前項研究發展成果權利之歸屬，屬著作者，應依著作權法之規定﹔屬專利者，
應依專利法之規定﹔屬商標者，應依商標法之規定；屬積體電路布局者，應依
積體電路電路布局保護法之規定﹔屬營業秘密者，應依營業秘密法之規定；屬
植物品種權者，應依植物品種及種苗法之規定。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所稱之「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究發展成果」，係指由本校編列預算，補
助、委辦、出資或使用本校實驗設備所產生之研發成果，除法律另有規定或契約
另有約定外，悉屬於本校。
本校人員非職務上之創作屬於前條第二項規定之研發成果者，應主動告知主管
單位。是否屬於職務上之創作發生爭議時，得由校長及有關當事人各指定專家
二人及共同洽訂之法律專家至少一人，組成認定小組認定之。
本校人員進行前項情形之研究工作擬使用本校之實驗設備者，應報請所屬單位
同意，並與本校訂定契約，約定研發成果之回饋比例。
第四條 本校人員職務上研發成果之專利申請及維護、使用授權、技術移轉，收益分
配、委任、信託、訴訟及其他相關事宜，由本校技轉育成中心統籌管理。
本校人員職務上研發成果之權利申請及維護，由發明人負擔全部專利費用為原
則。但經技轉育成中心評估具有研發成果推廣潛力及符合成本效益，得經技轉
育成中心專簽核准後，補助專利申請及維護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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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所稱之使用授權與技術移轉，應考量促進科學發展、人民福祉、國家利益
與安全及確保研發成果創造最大價值，符合公平、公正、公開之要求，依有
償、非專屬授權及國內優先之原則辦理。
本條所稱有償，其範圍包括權利金、衍生利益、技術股份及其他通常使用之支
付方式。
第五條 本校人員非職務上之研發成果，得向技轉育成中心提出協助技術推廣之申請。
辦理方式及權益收入分配，比照校外委託案件辦理。
技轉育成中心為配合推廣研發成果，亦得主動推薦。
第六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必要成本，包括委託校外單位推廣費用及技轉育成中心營運成
本(含人事、業務、有績效的工作酬勞等費用)等。
前項所稱技轉育成中心之營運成本係指扣除回饋資助機關、委託校外單位推廣
費用後，所獲得利益餘額之 15%。
本條資助機關不包含本校。
各級政府獎補助本校技術移轉、創業育成、產學合作發放之各項獎補助金，除
法令規定或契約約定外，其分配標準如下:
(一)發明人：40%。
(二)技轉育成中心營運費用：40%。
(三)有功人員：20%。
前項第三款所稱之有功人員應依工作酬勞發放規定核實認定之。
第七條 發明人應以個人計畫經費(需明列該科目款項)或個人自有款項，繳付專利申請
及維護費用後，本校方得進行專利申請及維護程序。
發明人於專利申請及維護期間內，不得變動前項負擔方式。
發明人申請及維護專利案，獲得相關部會補助者，發明人得以扣除相關部會補
助後之比例計算負擔費用。
本校進行專利申請及維護程序時，發明人應行分攤之專利申請及維護費用，得
由發明人與本校第一、二級單位協議分攤，並由該專利技轉收益發明人可得分
配部分，回饋部分予本校第一、二級單位。
第八條 本校研發成果移轉授權、讓與及其衍生權益收入，包含協調、調解、和解、仲
裁、訴訟等爭端解決機制所得補償金、賠償金、和解金、違約金以及其他類似
性質之收入，應扣除該研發成果之專利相關費用、回饋資助機關、委託校外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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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推廣費用、技轉育成中心之營運成本後，以下列方式進行分配：
一、以非專利形式衍生之權益收入，發明人應分配比例為 75%，本校分配比例
為 20%，發明人所屬一級單位為 1.5%，發明人所屬二級單位為 3.5%。
二、以專利形式衍生之權益收入，分配比例如下表所示。
專利費用
負擔方式

發明人分
配比例

本校分配
比例

一級單位
分配比例

二級單位
分配比例

發明人負擔全部
專利費用

80%

16%

1.2%

2.8%

專案核准本校補
助全部專利費用

65%

31%

1.2%

2.8%

本校研發成果移轉授權、讓與及其衍生權益收入，其中本校分配部分之 50%應
提撥入專利費用專用帳戶；本校分配部分及第一、二級單位分配部分，以支用專
利申請及維護相關費用為限。
發明人若於專利授權合約簽訂前，積欠該授權專利費用已逾六個月，本校得於
發明人應分配之權益收入，預扣專利授權合約期間內發明人應負擔專利費用金
額，撥入該發明人專利費用專用帳戶。該帳戶內之款項，僅限該專利申請及維護
費用之用。
發明人因離職、退休或死亡等情事未於本校繼續服務者，發明人依本辦法所得
之權益，除法令另有規定或契約另有約定外，本校應保障發明人、其法定繼承人
或其遺囑指定受益人之權益。
第九條 本校研發成果移轉授權、讓與，應本於本校發展及成本效益最大化考量，以非
專屬授權、境內製造實施為原則。專屬授權及境外製造實施，應經技轉育成中
心依相關法令進行書面評估。
本校研發成果推廣之利益迴避、移轉授權、讓與或終止維護及其他權益保障事
項另訂之。
本校研發成果欲以專利形式推廣維護時，應依成本效益分析以該專利可移轉授
權為原則，並得委託或信託發明人或第三人辦理專利申請、維護等各項程序。
第十條 發明人因可歸責於己或第三人之事由，不繼續負擔專利費用，而由本校給予補
助者，發明人不得向本校請求第八條之分配利益。原應分配發明人之利益，應
先扣除相關預支費用或欠款後，全數繳付本校。
第十一條 本校人員與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進行之合作研究及受委託進行研究，應向
學校依規定提出申請，以保障本校及研究人員之權益，並以契約約定研發成
3

果歸屬及權益收入分配，本校依約享有之權益收入，並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
之比例分配。
前項本校人員有義務向技轉育成中心即時告知研究成果之發生，由技轉育成
中心進行研發成果管理及權益收入分配之相關事宜。
第十二條 本校人員參與校外研究計畫，使用本校資源而產生之研究成果，均應向技轉
育成中心提出成果推廣申請，以保障本校及研究人員之權益，並與本校訂定
契約，載明權利義務及產生之研發成果權益收入分配。
本校依約享有之權益收入，並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之比例分配。
第十三條 本校技轉育成中心得對運用學校資源所產生之研究成果進行了解，如有侵權
或其他違法行為之情形，得提請有關單位依法處置。
發明人因抄襲、仿冒或其他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本校研發成果侵害第三人
權利，本校因此負擔任何損害賠償、損失補償或其他權益損失者，發明人應
負擔相關法律責任，惟本校得於法令許可範圍內提供最大協助。
第十四條 為協助推動技轉育成中心相關業務，由副校長、研發長、研究總中心中心主
任、各學院院長、會計主任、本校法律專家一人、技轉育成中心主任組成推
動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不定期開會。
第十五條 本校人員與技轉育成中心發生之爭議無法達成協議時，得由研究總中心中心
主任及有關當事人各指定專家二人及共同洽訂之法律專家一人，組成調解委
員會，對於相關事宜進行了解，並提出具體建議，報請校長裁決。
第十六條 技轉育成中心得接受各公私立大專校院及其他單位委託，辦理研發成果推
廣。除法令或委託合約另有約定外，技轉育成中心應於各項權益收入中收取
技術移轉服務必要成本及相關費用。
技轉育成中心得將本校研究發展成果委託校外單位辦理研發成果推廣。除法
令或委託合約另有約定外，技轉育成中心得依研發成果推廣效益及相關政府
法規規定，支付受委託單位相關費用。
第十七條

本辦法中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106 年 10 月 25 日通過之條文，自中華民國 107 年 1 月 25 日起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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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理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四條
本校人員職務上研發成
果之專利申請及維護、
使用授權、技術移轉，收
益分配、委任、信託、訴
訟及其他相關事宜，由
本校技轉育成中心統籌
管理。

1. 修正本條第二項規定一般專利
第四條
費用以『發明人負擔全部專利
本校人員職務上研發成果之專利申
費用』為原則；例外經技轉育
請及維護、使用授權、技術移轉，
成中心優化評估後推薦由校方
收益分配、委任、信託、訴訟及其
經費給予補助。
他相關事宜，由本校技轉育成中心
2. 本校專利案件朝向著重執行專
統籌管理。
利生命週期各階段(申請、審
查或維護階段)品質價值優化
本校人員職務上研發成果之權利申
評估，若經技轉育成中心進行
請及維護，若由本校負擔相關費用
本校人員職務上研發成 者，應以具有研發成果推廣效應，
優化評估後，獲評具有高度商
果之權利申請及維護， 並符合成本效益為原則。
業化價值者，得由技轉育成中
由發明人負擔全部專利
心推薦並呈送專簽核准，以校
費用為原則。但經技轉
育成中心評估具有研發
成果推廣潛力及符合成
本效益，得經技轉育成
中心專簽核准後，補助
專利申請及維護相關費
用。

方經費對專利案件費用及調查
研究、布局分析相關營運費用
補助。
造最大價值，符合公平、公正、公 3. 為配合修正草案第八條技轉權
益分配比例類型之歸類原則，
開之要求，依有償、非專屬授權及
如經技轉育成中心優化評估，
國內優先之原則辦理。
並專簽核准專利案件補助款，
本條所稱有償，其範圍包括權利金、 同一專利國別之同一階段專利
費用給予完全補助。
本條所稱之使用授權與 衍生利益、技術股份及其他通常使
技術移轉，應考量促進 用之支付方式。
科學發展、人民福祉、國
本條所稱之使用授權與技術移轉，
應考量促進科學發展、人民福祉、
國家利益與安全及確保研發成果創

家利益與安全及確保研
發成果創造最大價值，
符合公平、公正、公開之
要求，依有償、非專屬授
權及國內優先之原則辦
理。
本條所稱有償，其範圍
包括權利金、衍生利益、
技術股份及其他通常使
用之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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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第六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必要成本，包括委託
校外單位推廣費用及技轉育成中心營
運成本(含人事、業務、有績效的工作
酬勞等費用)等。
前項所稱技轉育成中心之營運成本係
指扣除回饋資助機關、委託校外單位
推廣費用後，所獲得利益餘額之 15%。
本條資助機關不包含本校。

第六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必要成本，包括委託
校外單位推廣費用及技轉育成中心營
運成本(含人事、業務、有績效的工作
酬勞等費用)等。
前項所稱技轉育成中心之營運成本係
指扣除回饋資助機關、委託校外單位
推廣費用後，所獲得利益餘額之 15%。
本條資助機關不包含本校。

各級政府獎補助本校技術移轉、創業
育成、產學合作發放之各項獎補助金，
除法令規定或契約約定外，其分配標
準如下:
(一)發明人：40%。

各級政府獎補助本校技術移轉、創業
育成、產學合作發放之各項獎補助金，
除法令規定或契約約定外，其分配標
準如下:

(二)技轉育成中心營運費用：40%。
(三)有功人員：20%。

(一)創作人：40%。
(二)技轉育成中心營運費用：40%。
(三)有功人員：20%。

前項第三款所稱之有功人員應依工作 前項第三款所稱之有功人員應依工作
酬勞發放規定核實認定之。
酬勞發放規定核實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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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配合專利法用
語及國際慣用
趨勢，爰修正
「創作人」為
「發明人」。

修正條文
第七條
發明人應以個人計畫經
費(需明列該科目款項)
或個人自有款項，繳付
專利申請及維護費用
後，本校方得進行專利
申請及維護程序。
發明人於專利申請及維
護期間內，不得變動前
項負擔方式。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七條
1. 「創作人」修正為「發明人」
。
除創作人專簽核准由本校負擔全部 2. 為 因 應 校 方 專 利 經 費 日 益 短
專利費用外，創作人應選擇下表 A、 缺，簡化行政程序，原發明人
自選 A、B、C 三種方式自費比
B、C 三種方式之一，以個人計畫經
費(需明列該科目款項)或個人自有
例、美國專利費發明人減半負
款項，繳付專利申請及維護費用後， 擔等規定，修正為不分國別、
本校方得進行專利申請及維護程
發明人負擔全部專利費用原
序。
則。
3. 刪除原第二項發明人得以專簽
除創作人經專簽核准外，於專利申
方式請求校方給予專利費用補
請及維護期間內，創作人不得變動
助，維持依『發明人全自費』及
前項負擔比例。
『通過技轉育成中心優化評估
後，由校方經費給予補助』兩
創作人申請及維護專利案，獲得相
種類型之原則。

發明人申請及維護專利
案，獲得相關部會補助
者，發明人得以扣除相 關部會補助者，創作人得以下表分
關部會補助後之比例計 攤比例再乘以「扣除相關部會平均
算負擔費用。
補助後之比例」計算負擔費用，其
餘由本校負擔。
本校進行專利申請及維
護程序時，發明人應行 創作人選擇申請美國專利時，創作
分攤之專利申請及維護 人得依第一項及第三項之分攤比例
費用，得由發明人與本 減半負擔，其餘費用由本校負擔。
校第一、二級單位協議
分攤，並由該專利技轉 本校進行專利申請及維護程序時，
收益發明人可得分配部 創作人應行分攤之專利申請及維護
分，回饋部分予本校第 費用，得由創作人與本校第一、二
一、二級單位。
級單位協議分攤，並由該專利技轉
收益創作人可得分配部分，回饋部
分予本校第一、二級單位。
專利費用 本校分攤 創作人分
負擔方式
比例
攤比例
A

80%

20%

B

50%

50%

C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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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第八條
本校研發成果移轉授
權、讓與及其衍生權益
收入，包含協調、調解、
和解、仲裁、訴訟等爭端
解決機制所得補償金、
賠償金、和解金、違約金
以及其他類似性質之收
入，應扣除該研發成果
之專利相關費用、回饋
資助機關、委託校外單
位推廣費用、技轉育成
中心之營運成本後，以
下列方式進行分配：
一、以非專利形式衍生
之權益收入，發明人應
分配比例為 75%，本校
分配比例為 20%，發明
人所屬一級單位為
1.5%，發明人所屬二級
單位為 3.5%。
二、以專利形式衍生之
權益收入，分配比例如
下表所示。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八條
1. 「創作人」修正為「發明人」。
本校研發成果移轉授權、 2. 以專利形式授權時，修正草案第七條規
讓與及其衍生權益收入，
定「發明人應以個人計畫經費(需明列該
包含協調、調解、和解、
科目款項)或個人自有款項，繳付專利申
仲裁、訴訟等爭端解決機
請及維護費用」
，爰修正權益收入分配比
制所得補償金、賠償金、
例為「全自費」及「全補助」兩種。全自
和解金、違約金以及其他
費型建議沿用本辦法第三代法比例
類似性質之收入，應扣除
(80%，且為歷代法最高比例)；全補助型
該研發成果之專利相關
參考本辦法歷代舊法(介於 60~70%)，修
費用、回饋資助機關、委
正為 65%。
託校外單位推廣費用、技
轉育成中心之營運成本
後，以下列方式進行分
配：
（一）以非專利形式衍生
之權益收入，創作人應分
配比例為 75%，本校分配
比例為 20%，創作人所屬
一級單位為 1.5%，創作人
所屬二級單位為 3.5%。
（二）以專利形式衍生之
權益收入，創作人之分配
比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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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專利費用負
擔方式
發明人負擔全
部專利費用
專案核准本校
補助全部專利
費用

現行條文

發明人
一級單 二級單
本校分
分配比
位分配 位分配
配比例
例
比例
比例
80%

65%

16%

31%

1.2%

1.2%

2.8%

2.8%

本校研發成果移轉授權、讓與及其衍生權益收入，

說明

一級單 二級單
創作人
本校分
專利費用
分配比
位分配 位分配
配比例
負擔方式
例
比例
比例
A

65%

31%

1.2%

2.8%

B

70%

26%

1.2%

2.8%

C
創作人專
簽核准由
本校負擔
全部專利
費用

80%

16%

1.2%

2.8%

60%

36%

1.2%

2.8%

其中本校分配部分之 50%應提撥入專利費用專用
帳戶；本校分配部分及第一、二級單位分配部分， 本辦法修正通過後之移轉授權、讓與及其衍生
權益收入，其中本校分配部分之 50%以及第
以支用專利申請及維護相關費用為限。
一、二級單位分配部分，應提撥入本校專利費
發明人若於專利授權合約簽訂前，積欠該授權專利 用專用帳戶，其動支方法另訂。
費用已逾六個月，本校得於發明人應分配之權益收
入，預扣專利授權合約期間內發明人應負擔專利費 創作人因離職、退休或死亡等情事未於本校繼
用金額，撥入該發明人專利費用專用帳戶。該帳戶 續服務者，創作人依本辦法所得之權益，除法
令另有規定或契約另有約定外，本校應保障創
內之款項，僅限該專利申請及維護費用之用。
作人、其法定繼承人或其遺囑指定受益人之權
發明人因離職、退休或死亡等情事未於本校繼續服 益。
務者，發明人依本辦法所得之權益，除法令另有規
定或契約另有約定外，本校應保障發明人、其法定
繼承人或其遺囑指定受益人之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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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合修正草案第四條將校方「負
擔」修正「補助」。
4. 本校獲分配部分之 50%和第一、二
級單位獲分配部分，限用於專利營
運及案件相關費用(例：調查研究/
佈局分析費、相關出差及會議、申
請/答辯/維護費)；本校分配部分之
50%撥入「本校專利費用專用帳
戶」(簡稱專利池)，第一、二級單
位部分直接分配。
5. 增訂『預扣技轉合約中專利之發明
人未來自付額』：為避免在簽訂授
權合約之後，發生因發明人未如期
支付應負擔之專利費用(該名發明人
已有欠款超過半年未清償之紀錄)，
致本校有違約之虞，爰增訂第三
項，得在發明人之權益收入分配金
額中逕行預扣，撥入發明人個人專
利池，且限定特定用途。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九條
本校研發成果移轉授權、讓與，
應本於本校發展及成本效益最
大化考量，以非專屬授權、境內
製造實施為原則。專屬授權及境
外製造實施，應經技轉育成中心
依相關法令進行書面評估。
本校研發成果推廣之利益迴避、
移轉授權、讓與或終止維護及其
他權益保障事項另訂之。
本校研發成果欲以專利形式推
廣維護時，應依成本效益分析以
該專利可移轉授權為原則，並得
委託或信託發明人或第三人辦

第九條
「創作人」修正為「發明人」
。
本校研發成果移轉授權、讓
與，應本於本校發展及成本效
益最大化考量，以非專屬授
權、境內製造實施為原則。專
屬授權及境外製造實施，應經
技轉育成中心依相關法令進
行書面評估。
本校研發成果推廣之利益迴
避、移轉授權、讓與或終止維
護及其他權益保障事項另訂
之。
本校研發成果欲以專利形式

第十條
發明人因可歸責於己或第三人
之事由，不繼續負擔專利費用，
而由本校給予補助者，發明人不
得向本校請求第八條之分配利
益。原應分配發明人之利益，應
先扣除相關預支費用或欠款後，
全數繳付本校。

第十條
1. 「創作人」修正為「發明
創作人因可歸責於創作人或
人」。
第三人之事由不繼續負擔專 2. 配合修正草案第四條校方
利費用，而由本校繼續負擔
「負擔」，修正為「補助」。
者，創作人不得向本校請求第
八條之分配利益。該項原應分
配創作人之利益，應先扣除相
關預支費用或欠款後全數繳
付本校。

推廣維護時，應依成本效益分
理專利申請、維護等各項程序。 析以該專利可移轉授權為原
則，並得委託或信託創作人或
第三人辦理專利申請、維護等
各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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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第十三條
本校技轉育成中心得對運用學
校資源所產生之研究成果進行
了解，如有侵權或其他違法行為
之情形，得提請有關單位依法處
置。
發明人因抄襲、仿冒或其他可歸
責於己之事由，致本校研發成果
侵害第三人權利，本校因此負擔
任何損害賠償、損失補償或其他
權益損失者，發明人應負擔相關
法律責任，惟本校得於法令許可
範圍內提供最大協助。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十三條
「創作人」修正為「發明人」。
本校技轉育成中心得對運用
學校資源所產生之研究成果
進行了解，如有侵權或其他違
法行為之情形，得提請有關單
位依法處置。
創作人因抄襲、仿冒或其他可
歸責於創作人之事由，致本校
研發成果侵害第三人權利，本
校因此負擔任何損害賠償、損
失補償或其他權益損失者，創
作人應負擔相關法律責任，惟
本校得於法令許可範圍內提
供最大協助。

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1. 新增第二項。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2. 為減少因新法實施所帶來
修正時亦同。
施，修正時亦同。
的衝擊或不便，使發明人得
於新法過渡期間內，加速該
中華民國 106 年 10 月 25 日通過
些專利推廣及簽約，爰增訂
之條文，自中華民國 107 年 1 月
第二項。
25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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