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施行要點
90.06.08 本校 89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91.05.03 本校 90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2.11.21 本校 92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01.23 本校 96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10.15 本校 97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09.30 本校 98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12.07 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05.13 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05.09 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12.25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06.24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03.02 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施行要點依據「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發展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要點」辦理
之。
二、 本要點適用本校人員及其它因利用本校資源或參與本校研究計畫之人所
創作之研發成果。
本要點規範該等成果之權利歸屬、商業推廣、技術移轉、授權及權益收入
分配。
三、 研究發展成果權利歸屬
(一) 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究發展成果，權利屬本校所有：
1. 以本校經費進行研究發展所獲得之成果。
2. 由政府機關補助、委辦或出資予本校進行研發所獲得之成果。
3. 本校受外界委託進行研發所獲得之成果，且依合約約定，該成果歸
本校所有者。
4. 本校人員利用學校資源所完成之職務上創作。
(二) 非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究發展成果：
1. 為確認本校人員於在校期間所完成之研發成果，係未利用學校資源
或既有研發成果之非職務上創作者，應於完成非職務上之創作時，
即以書面通知智財新創組，如有必要並應告知創作過程。
2. 智財新創組接到通知後，應簽請該人員所屬系所或單位主管確認該
創作有無用上班時間、學校資源或運用學校既有之研發成果予以判
定。
3. 若判定確屬非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發成果，權利歸屬該人員。

4. 若未為前述通知，其於在本校期間之任何創作或成果，視為職務上
所產生之研究發展成果。
5. 本校若於前述書面通知到達六個月內，未向該人員為反對之表示者，
則不得主張享有該研發成果之權利。
(三) 權利歸屬之例外：研究發展成果若係本校人員為散布其學術研究結果
之目的而創作之書籍、研究報告、文章或其它學術著作，即使有本點
第四款規定之情形，其著作權仍歸創作人享有。但若該成果係政府機
關或外界補助或委託研究者，則其權利依委託合約規定。
(四) 除前款規定之情形外，若研究發展成果為著作，例如職務上完成之積
體電路佈局、教學用之視聽著作或電腦程式著作及其手冊、說明等，
其著作財產權仍歸本校享有，著作人格權則歸創作人享有。
(五) 本校若出資委託非本校人員所完成之任何著作，智財新創組應與其簽
訂委託合約，使本校享有著作財產權。合約內容由智財新創組視個案
簽陳校長核定。
(六) 凡職務成果歸屬本校所有者，應以學校名義進行保護，不得以發明人
個人或他人名義持有。
四、 本校研究發展成果之管理及運用、專利申請及維護、使用授權、技術轉移、
讓與、收益分配、委任、信託、訴訟及其它相關事宜，由本校智財新創組
統籌管理。智財新創組得就其管理之研究發展成果，以公平、公開及有償
方式，對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構)、公營事業、法人或團體為對象進
行授權或技術轉移。在促進科學發展、人民福祉、及不影響國家利益與安
全的原則之下，確保研究發展成果被創造最大的價值。有償方式包括簽約
金、權利金、衍生利益金、技術持股、及其它業界慣用方式等。
本校研發成果權益收入，如為技術持股，除依本要點相關規定分配發明人
或創作人外，其餘股份皆歸屬校方統籌管理運用，不另分配予發明人或創
作人所屬學院、系所或所屬研究中心及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以下簡稱
產學處)。但於股份有股息或紅利等衍生收益或出售股份之收入，仍依本
要點相關規定分配予發明人或創作人所屬學院、系所或所屬研究中心及產
學處。
五、 研究發展成果之發明人或創作人，應將其研究發展成果向智財新創組提出
協助技術推廣之申請。經智財新創組評估其創造性、應用性及產業利用性
等條件，作為擬定推廣策略及保護研究發展成果方式之依據。亦得應智財
新創組之主動推薦，配合推廣研究發展成果。

五之一、本校推廣研究發展成果之權益收入，除政府相關計畫之特殊條款(如科技
部科研創業計畫、經濟部科研成果價值創造計畫等)或合約中敘明分配方
式等，需依合約規定分配該權益收入外，該權益收入應先扣除依相關法律
及依合約應回饋資助機關部分後，再依第六點至第八點、第十點至第十一
點之方式分配之。
前項分配規定，以本要點修正通過日後簽訂之技術移轉授權合約適用之。
五之二、分配予產學處部分，得運用範圍及各範圍經費分配比例如下：
(一) 專利申請、審查、證書、維持年費、規費等以及運用研發成果所
需之相關費用，包含律師、會計等專業人士諮詢費、訴訟等爭端
解決機制所需費用。經費上限為前一年度分配予產學處之研究發
展成果之權益收入及產學處歷年累計剩餘之權益收入的 20%。
(二) 參展、舉辦論壇、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來校講座、參與會議、
合作研究及實驗指導等相關費用。經費上限為前一年度分配予產
學處之研究發展成果之權益收入及產學處歷年累計剩餘之權益收
入的 25%。
(三) 為促進產學合作、技術研究、技術商品化或執行相關計畫所需之
設備費、雛型機測試及雜項費用等；個人或研究群服務產業之顧
問費、技術服務費等；交通費及差旅費。經費上限為前一年度分
配予產學處之研究發展成果之權益收入及產學處歷年累計剩餘之
權益收入的 20%。
(四) 二代健保機關負擔補充保費等依法令之相關稅捐及其他經專案簽
准支用項目之費用。經費上限為前一年度分配予產學處之研究發
展成果之權益收入及產學處歷年累計剩餘之權益收入的 10%。
(五) 專業經理人、助理、臨時工、工讀生、實習津貼、產學推廣有功
人員獎勵金或績效獎金等費用。產學推廣有功人員獎勵金或績效
獎金經產學處審核後，簽請校長核給獎金。經費上限為前一年度
分配予產學處之研究發展成果之權益收入及產學處歷年累計剩餘
之權益收入的 25%。
六、 本校非專利形式之研發成果，其推廣研發成果之權益收入在扣除應回饋資
助機關部分後，依下列比率分配之，發明人或創作人分配部份可以檢據報
銷或造冊領取方式支用。發明人或創作人：70％、所屬學院、系所：7％、
產學處：3%、學校：20%。
七、 本校專利形式之研發成果，其推廣研發成果之權益收入在扣除應回饋資助

機關部分後，依發明人或創作人選擇之申請費用分攤方案分配之。發明人
或創作人分配部份可以檢據報銷或造冊領取方式支用：
方案

權益收入分配比率

發明人或創作人專
利費用分攤比率

校方

發明人或創作人

所屬學院、系所

產學處

A

10%

40%

50%

7%

3%

B

30%

30%

60%

7%

3%

C

50%

20%

70%

7%

3%

D

100%

10%

80%

7%

3%

八、 為鼓勵發明人或創作人進行技術授權推廣，對於首次進行技術移轉(不含
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之先期技術移轉)之發明人，其第一期研發成果權益
收入在扣除應回饋資助機關部分後，依下列比率分配之，發明人或創作人
分配部份可以檢據報銷或造冊領取方式支用：
學校：5%、發明人或創作人：90％、所屬學院、系所：3.5％、產學處：
1.5%。
九、 經智財新創組評估後，決定不代為申請專利之案件，發明人或創作人仍可
以本校為專利權人，自費申請專利，在取得專利權後，可依照所選擇之專
利費用分攤方案，向技術審查委員會申請核准歸墊，將原應由校方分擔之

相關專利費用補償發明人或創作人。
十、 本校專利由校方維護三年後(若專利專責機關規定之第一期年費涵蓋期間
超過三年者，得依該期限為原則，但上限仍不得超過五年)，至校方維護
專利年限期滿之次年起之專利若有權益收入，其分配方式如下：
(一) 發明人或創作人放棄自行維護而由校方維護之專利，若有任何衍生收
入，將全數轉入校務基金由學校統籌運用。
(二) 發明人或創作人自行負擔維護費用之專利，若有任何衍生收入，其權
益收入在扣除應回饋資助機關部分後，依下列比率分配之，發明人或
創作人分配部份可以檢據報銷或造冊領取方式支用：
原選定

發明人或創作人

方案

專利費用分攤比

權益收入分配比率
校方

率

發明人或創作

所屬學院、系

人

所

產學處

A

10%

30%

60%

7%

3%

B

30%

20%

70%

7%

3%

C

50%

10%

80%

7%

3%

D

100%

5%

90%

3.5%

1.5%

十一、 本校人員與校外機關、團體、或個人進行之合作研究、及受委託進行之
研究，應以契約約定研發成果歸屬及權益收入分配，本校依約享有之權
益收入依本要點辦理，並有義務向智財新創組及時告知研究成果的發生
及權益收入分配合約內容，由智財新創組進行研發成果管理及權益收入
分配之相關事宜。
本校與其他學校或研究機構共有之專利，若有任何歸屬本校之權益收入，
在扣除回饋資助機關部分後，依下列比率分配之，發明人或創作人分配
部份可以檢據報銷或造冊領取方式支用：
方案

權益收入分配比率

發明人或創作人
專利費用分攤比

校方

發明人或創作

所屬學院、系

人

所

率

產學處

A

10%

40%

50%

7%

3%

B

30%

30%

60%

7%

3%

C

50%

20%

70%

7%

3%

D

100%

10%

80%

7%

3%

E

0%

75%

15%

7%

3%

十二、

本校人員參與外界研究計畫，凡有使用本校資源之合作關係，應與本
校訂定契約約定研發成果歸屬及權益收入分配，本校依約享有之權益
收入，依本要點辦理。而產生之研究成果，均應向智財新創組提出成
果推廣申請，以保障本校及研究人員之權益。

十三、 本校研發成果，得公開徵求廠商辦理技術移轉。
十四、 技術移轉授權合約內容要點包括：
(一) 合約依據、技術名稱、內容及範圍。
(二) 有關專利權與技術資料保密之規定。
(三) 研究成果移轉授權金及其相關衍生利益金。
(四) 不能履行合約或違約之規定。
(五) 合約有效期限、終止、修訂及續約之規定。
(六) 其他個案所須的項目。
十五、

本校智財新創組得對運用學校資源所產生之研究成果進行了解，如發
現有侵權行為之情形，得提請有關單位依法處置。

十六、

本校人員與智財新創組發生之爭議無法達成協議時，得由副校長，提
出五人之專案小組名單，經校長核可後，對於相關事宜進行了解及提
出具體建議，報請校長裁決。

十七、

本校人員因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究發展成果，若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
逕行接受委託研究等相關情事，得比照本要點第十五點相關規定辦
理。

十八、

智財新創組得接校外單位委託，辦理研發成果推廣，以合約方式載明
服務費收入，以支應智財新創組服務成本。

十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