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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專利檢索流程與分析方法之探討與革新 

 

製作專利地圖需要正確、客觀的邏輯架構、分析方法所組織的模型報表與

圖形及其對應解讀的方式，並透過專利檢索工具快速、有效率地擷取正確的資

料，但在進入專利檢索之前，需要先從使用者的需求來釐清檢索目的，並且以

大量的非專利資料、市場資料，例如產業新聞、產業分析報告、產品、公司年

報、財務報表、重大訊息揭露所提供的資訊，整理並界定、限縮檢索的範圍，

排除誤差的因素，減少檢索結果的雜訊，提高檢索結果的正確率，並且使得解

讀專利說明書更有效率；在專利地圖的檢索結果轉化成報表與圖形的同時，也

需要專利資料的法律狀態作為支援，例如申請、駁回、答辯、維護、失效、授

權、訴訟、鑑價、作價投資的狀況、保護的年限，如果有需要的話，可進一步

補充科技文獻如雜誌、期刊、論文的標題、作者背景、本文，從中檢驗新穎性

的本質或是作為專業人才的雇用與佈局；加入了多樣性的非專利資訊後，可以

讓專利地圖的呈現，不至於太過偏向專利數量的重複排列組合與堆積而欠缺貼

近市場事實的連結性。 

專利地圖的製作方式以專利檢索作為必要的客觀工具，因此首先描寫專利

檢索的背景現況，並在本章第一節提出專利檢索的流程分析；專利檢索的需求

起初是在各國的專利主管機關在審查新申請的專利時，必需根據專利的三個要

件，新穎性、進步性、非顯而易見性，檢視新專利跟舊有的專利、公開的技術

文獻、論文、期刊所揭露的技術是否有所創新突破，專利審查員根據本身特殊

領域的專業背景檢索發明基本要素在申請日之前的所有相關文獻，包括專利文

獻與非專利文獻作為對照新穎性的先前技藝（prior-art）為基礎，過去是以手動

檢索利用定期出版的專利公報按照分類號、日期、或是專利權人、發明人名作

為搜尋的條件，而去進行紙件複本的翻閱，利用人工的手動檢索的方式會存

在，主要受限於整體專利文獻電子化、網絡化的基礎環境過於落後，而且手動

檢索的方式時間的過度消耗以及資料過多可能遺漏，這樣的檢索方式以從主流

走向歷史；隨著科技的進步，計算機運算速度提升、網路頻寬基礎環境成熟、

搜尋引擎與擷取功能的平台與系統陸續的推出、專利文獻儲存的方式電子化、

網絡化、國際化，資訊科技的成熟帶動了利用搜尋引擎與資料庫檢索的語法來

檢索並擷取遠端的專利文獻資料做統計分析的趨勢；然，資訊技術已經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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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一直沒有好的系統或產品出現，問題出在缺乏智慧財產的經營與管理的實

務觀念、方法、特定專門技術（domain know-how）融入專利檢索的流程、專利

地圖的分析架構。 

本章第一節的部份將解析專利檢索的流程與方法，專利檢索的流程不外乎

如下「釐清檢索的目的、界定檢索的範圍、善用檢索的工具、客觀的檢索方

法、呈現檢索的結果」幾大步驟，雖說看似簡單，然而其中的思考邏輯先判斷

使用者的需求在哪裡為出發點，希望能從專利檢索的結果中獲得什麼功用為基

礎，找出需求之後，方能開始進行技術本質的拆解與專利的對應，否則將會徒

增不少白工，也達不到任何作用。 

第二節的部份提出新的專利分析方法，分別界定表格的組成、不同的欄位

定義、資料來源、操作方式、限制條件，並且與前章所探討的使用者需求做連

結，新設計的報表與模型以產品結構、技術結構作為專利檢索的核心，利用樹

狀階層關係展開產品或系統的模組、元件、結構、製程和對應的衍生技術，清

楚地界定檢索標的，搜尋正確的專利資料後，還需要客觀可靠的分析方法，利

用智慧資源規劃方法論，從使用者的需求對應設計報表所需的欄位和非專利資

料來源，設定表格的定義，最後在解讀表格中數字與欄位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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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專利檢索流程 

 

本論文以上述為基礎，提出以下見解與看法，將專利檢索的流程概念抽象

簡化成「釐清檢索的目的、界定檢索的範圍、善用檢索的工具、客觀檢索的方

法、呈現檢索的結果」五大步驟，期望對專利檢索的現況困境有所突破；針對

以上流程詳述如下。 

 

一、釐清檢索的目的： 

瞭解問題乃是進行專利檢索的首要步驟，專利檢索者必須在專利檢索進行

之前，定義問題所在與確定所需要的資訊，並且對所欲檢索之領域相關知識有

透徹地理解，由於專利檢索工作可以是專利資訊需求者親自來執行，亦經常委

由檢索專家代勞，因此，當檢索者並非資訊需求者本身時，如何釐清資訊需求

者的問題，清楚掌握其需求，即顯得格外重要，而參考晤談便是檢索者為資訊

需求者進行專利檢索前，不可或缺的過程。參考晤談最重要的目的是在找出原

始的資訊需求，但資訊需求者對於自己的問題，不見得有能力以口語或文字明

確地表達出其資訊需求，因此，如何完成一高品質的參考晤談，除有賴檢索者

對晤談的經驗與技巧外，創造力與臨場反應能力亦不可或缺。  

當然，在以晤談的方式取得對於問題的瞭解之外，專利檢索者亦須自行瀏

覽相關商情資料庫，以及生產相關產品之公司網站，以此等多方管道資訊蒐

集。如此，不僅對於問題之瞭解有相當大的助益，且有助於相關領域知識的養

成，是日後檢索工作的重要基礎
91。 

進行專利地圖的製作過程之前，使用者必須先釐清製作專利地圖的目的何

在，是為了支援研發、採購、產銷、人資、投資、法務、稅務、財務的各種決

策，還是有其他不同的項目，所需要做的專利檢索分別有著不同的關鍵字詞的

邏輯組合，報表欄位也有差異，解讀方式也根據不同報表的呈現有所不同；例

如要決定研發項目，需要展開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產品結構、營收結構來觀

察不同年代、特定領域、專利權人、發明人在不同區域中技術發展的軌跡與分

                                                 
91 陳達仁，專家論壇：專利檢索，IPO 專利商品化網站， 

資料來源： http://www.tipo.gov.tw/pcm/pro_show.asp?sn=141，2006/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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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從產業鏈與價值鏈不同段所對應技術的產值、毛利高低判斷技術佈局的關

鍵位置在何處可有較高的經濟利益，或可以檢索該領域中的專利之侵權訴訟、

授權、轉讓、技術移轉、買賣、設質等等動態訊息，研究加入技術標準的參與

制定所需要的技術與商業手段，也可從產品的電子型錄進行自動搓合比對，與

專利的權利範圍連結判定並監控競爭對手是否侵權或本身有無侵權之虞；若是

要決定供應鏈的採購廠商，則需要從產業結構的上中下游技術佈局中做完整的

檢索，只要跟擁有關鍵技術專利的廠商購買模組、元件等產品，可因為專利耗

盡原則避免授權金或侵權訴訟之問題，再加上區域部署的關係，也可以將企業

本身販賣到不同區域的產品根據市場當地是否具有該領域特殊專利的保護來採

購成本高但有專利保護的零件，或是成本低而沒專利保護的零組件來降低成本

提高利潤。 

檢索目的取決於使用者的需求，不管是企業、研發機構、學術單位或是個

人，過去的專利檢索大多透過外包給專利事務所或是其他智財專業服務業進

行，調查特定領域技術的專利權人、區域、專利分類號的分布，因為外包的關

係，企業需要專利地圖的實際目的也會有所保留的不透露，事務所本身的業務

範圍並不涵蓋研發、產銷、投資等等的項目，對於企業內部的營運機能也無法

從以上的這些專利資訊去判讀和推論，如何從報表的設計、資料來源的選擇也

只能從檢索結果與報表欄位的排列組合做出專利地圖，這樣號稱能夠滿足使用

者的需求令人質疑；而企業內部的專利部門或是法務部門處理專利事務的工程

師、分析師對專利的申請、維護具有相當程度的專業，但是不同部門的營運機

能所需要的專業知識卻相對匱乏，即使公司已經明確指定專利檢索目的，在檢

索與分析過程當中也未必能夠達到期望，這些困難點就取決在於以下的專利檢

索流程需要融入非專利資訊來交互映證、協助判斷、限縮檢索範圍、排除誤差

因素，結合商業營運的思考，來設計分析的方法與報表與系統架構。 

 

二、界定檢索的範圍： 

決定檢索的目的之後，再拆解特定產業結構以及產品組合的技術結構，概

述如下步驟；  

（一）以二維表格作為基礎分析的架構，也可在 EXCEL 中進行，將縱軸以

產業結構拆解分為上、中、下游三部份，並且在橫軸以產品、產值、地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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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初步展開表格； 

（二）根據該特定產業的上中下游分布，分別列出各段的過去與現在的主

要產品92及其對應產值93，並找出在不同地區（例如美國、中國、歐洲、日本、

韓國、台灣或其他國家）分別有哪些公司投入該特定產業94； 

 

表 4-1，檢索範圍界定表 

特定產業 

產業結構 產品 對應產值 地區 公司 

美國 公司一 … 

中國   產品一 $$$ 

…   
上游 

…     

中游      

下游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其中，該產業若已有發展中或是已經成熟的技術標準，則將技術標

準中列出的 essential patent95的專利權人在公司欄位上以不同顏色或其他方式特殊

                                                 
92 產品資料可以從產業新聞、產業分析報告、各公司產品電子型錄、廣告文宣取得，根據從下

游到中游、上游大致可將產品分類成系統產品、模組、元件、關鍵零組件。 

93 產值資料從各公司年報、產業新聞或分析報告搜尋，若無確定資料，使用預估值作為參考。 

94 調查在特定產業中有哪些公司投入，可從產業新聞、產業分析報告、或是從該技術領域的技

術標準、或是從已有的產品找出不同國家在同一產業所投入的公司，並且將屬於相同國家的公

司分類成同組，將這些公司分組列舉出來，可在進一步畫出供應鏈或是授權、訴訟關係圖。 

95 在技術標準中的主要參與制定標準的成員，或者是在其公開的 patent pool 或是標準內的專利組

合中的專利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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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明； 

（四）根據這樣的拆解模式，可以從產業結構的角度把上、中、下游各區

段參與的公司以不同國家作為群組分類，並根據可蒐集到的資料將價值鏈96還

原，也可將供應鏈的關係圖以箭頭或連結線條繪出，協助了解研究中的該特定

產業詳細概況； 

（五）將產業結構的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基本分析框架架構完成後，

此時挑選產品的需要考慮幾個重點：起初檢索的需求何在，是否跟擬定研發項

目、採購決策有緊密關連，加入價值鏈的因素檢視產品的成本結構與產值關

係，切入市場要選擇價值鏈哪一段的產品和技術，亦需要找出特定段中具有較

高商業價值的產品作為主要的分析標的（或可以選擇產值或成本比例不是最

高，競爭公司較少的產品作為利基來切入市場），主要取決於檢索的商業目的

和企業的經營策略，還須參考產品組合與產值高低的對應關係；最後選定要深

入研究的特定產品標的擺在分析表格中的縱軸展開產品組合及其對應的技術結

構； 

圖 4-1，價值鏈示意圖 

 
                                                 
96 價值鏈的呈現方式除了文字表示，也可以適當加入產品圖形以及成本所佔比例、產值等相關

資料作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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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IMMR，http://www.immr.org，2006/12/28，本研究整理。 

 

（六）決定要檢索的標的產品或系統後，可從地區和產業鏈上、中、下游

的關係來尋找生產製造地點或是銷售的市場所在，這些區域或國家也就是需要

作專利檢索的文獻資料來源，將這些區域或國家放在分析表格的橫軸欄位展

開，也要注意跟區域佈署緊密相關的專利家族； 

 

圖 4-2，產業鏈示意圖 

 

 
資料來源：周延鵬，虎與狐的智慧力：智慧資源規劃的 9 把金鑰（Beyond IP：Intelligence 

resources planning），臺北市：天下遠見出版，2006 年。頁 129。 

 

（七）從參與該特定產業的公司中，加入供應鏈的關係和參與技術標準制

定的因素來決定專利檢索時所需要特別深入研究的專利權人，挑出的專利權人

放在分析表格的橫軸欄位展開97，分析的專利權人中，因為供應鏈的關係不同，

以及預定投入研發或是取得技術的位階不同，可將其定義成競爭、合作的公

                                                 
97 在技術結構的專利檢索過程當中可能會有遺漏擁有技術卻沒推出產品的專利權人，因此，利

用這種產業結構的分析方法可以大致找到市場上的參與公司，在做專利檢索時可以回推檢索結

果作為交叉比對，使檢索結果更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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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也可以找到可能的客戶或授權、侵權對象。 

圖 4-3，供應鏈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在界定檢索的範圍這個階段，利用可蒐集的非專利資料先將產業的現況還

原，架構出產業結構的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在把上、中、下游不同段的

產品組合及對應產值列出，根據還原的產業現況，更可以協助了解在該特定產

業中除了專利之外的運作關係和概況，搭配著檢索的目的何在，則可以很清楚

的知道應該要深入研究分析探討的究竟是跟什麼產品相關的技術結構，主要需

要找的專利是哪些國家，有可能競爭或合作的廠商分別是誰，有沒有技術標準

在其中卡位，從這個角度切入讓專利檢索從一開始就切入重點，而不是單從技

術去檢索專利就想用檢索結果還原產業事實這樣有誤的邏輯；利用具有結構

化、系統化的解析方式，讓專利檢索在不管是研究什麼不同的產業、產品，都

可以套用一樣的框架與流程作進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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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用檢索的工具： 

各國的專利主管機關所提供的專利資料庫，可以在網頁遠端操作檢索的過

程，但是欠缺將資料大筆下載並匯出的功能，市面上國內外廠商所開發免費或

是需要付費的各種專利檢索或分析系統幾乎都已經克服了下載以及將資料匯出

的困難，也提供了多種的檢索方式，從最簡易的輸入特定號碼檢索（專利號

碼、申請號碼、優先權號碼等等），到列出多個專利說明書的固定欄位（標

題、摘要、專利權人、發明人、國際專利分類號、各國專利分類號、全文、申

請日、核准日等等）可供點選或留白，以及布林邏輯運算符號或者其他的運算

符號去交叉搭配組成的檢索條件處理資料庫的資料擷取，檢索結果也大多都能

匯出成不同格式的檔案以供進一步的處理或分析。 

檢索結果的頁面中如何能夠提供使用者更為方便的功能，則需要思考在專

利檢索的流程中，檢索、下載、儲存之外，是否能夠以同一個檢索條件就能擷

取到跨國、跨語言的資料庫，檢索結果除了以網頁顯示外，是否能夠提供全文

的 PDF 檔案和該專利的 file wrapper 下載
98，每次檢索後的檢索條件和檢索結果

是否能夠依照組織記憶的特性全部記錄，是否可以將檢索的條件進行排程做自

動化的更新，在下次檢索的時候，本地電腦裡已有的資料就透過讀取本地端的

資料庫或是 intranet 的資料庫，沒有的資料才到 internet 重新擷取以加快處理速

度，在檢索過程當中如果需要其他非專利資料的搜尋，是否有建立新聞、產業

分析報告、產品、財報等等不同媒體資料庫，並且提供容易操作且整合在系統

內的界面以供操作；這些種種的功能都能提供給使用者在專利檢索與分析的過

程更為便利，能夠完整提供以上功能的系統目前欠缺，因此使用者必須以擷取

資料快速正確為前提，挑選自己最習慣操作的系統進行專利檢索，至於現有系

統或是平台提供的分析功能如前所述，不是不能用，而是不完整，如果需要做

後續的分析，可以善用這些系統的檢索與擷取功能並匯出檔案與數據後，在自

己進行分析的動作。 

適當的檢索工具應提供使用者清楚的界面、加速資料檢索的過程、彙整不

同來源的資料、提供客觀正確的檢索結果，選擇適合的檢索工具、平台、系

統，可以使得檢索效率大幅提升。 

 

                                                 
98 目前 USPTO 在專利法律狀態的 PAIR 資料庫中提供電子版 file wrapper 可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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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觀的檢索方法： 

在「專利文獻與信息」99一書中所提到應用電腦作為檢索工具的方法主要分

為數種，分別為計算機檢索、技術信息檢索、專利性檢索、侵權與技術引進檢

索等等，檢索的共通特色在於根據現有已知的技術內容設定關鍵字詞、同義

詞、選定專利分類號、運用布林邏輯運算符號
100以及其他運算符號，將這些線

索組合成獨特的專利檢索條件，運用相同邏輯的資料庫檢索語法，其中這幾種

的檢索方式的差異在於已知的技術內容提供線索的多寡和檢索的目的而有不同

的應用，簡單分述如下； 

（一）計算機檢索： 

介紹檢索資料庫的基本共通語法和檢索邏輯，從根據專利說明書中的固定

欄位
101作檢索，例如專利號、申請號、優先權、標題、申請日、核准日、專利

權人、發明人、專利分類號等等，只要有以上這些欄位已知或片面的資訊或線

索即可設立對應的關鍵字詞或同義字進行檢索，然而，在檢索過程當中常會有

因為專利說明書撰寫用字的差異造成關鍵字無法擷取到完整的資料，所以在各

大系統中也都提供了「切截字元」102的功能以供字根的延伸與擴展；其中也說

明了布林邏輯運算符號和鄰詞、共存檢索103和範圍檢索104的範例，不同專利資料

庫的檢索語法及運算符號不盡相同，但不會差異太大，檢索的觀念與語法幾乎

都是大同小異。 

                                                 
99 李建蓉主編，專利文獻與信息，北京市：知識產權出版社出版，2002 年，頁 426-476。 

100 布林邏輯運算符號在專利檢索中所使用的是「and、or、not（或 andnot）」，分別代表的定義

是「與、或、非」或是「交集、聯集、差集」的概念，也就是使用「and」連結的條件必須同時

存在成立才會擷取，使用「or」連結的條件只要任一成立就會擷取，使用「not」連結的條件符

合 not 之前的條件且不符合「not」之後的條件成立才擷取。 

101 在檢索語法中把這些固定欄位稱為「控制語言」。 

102 通常以「*、#、?」三種符號作為字根（包括關鍵字詞或是專利分類號、日期）的延伸，

「*」代表 0~N 個字元，「#」代表限定一個字元，「?」代表 0~1 個字元。 

103 分為鄰詞有序、無序，共存有序、無序四種檢索方式，前兩種利用鄰詞運算符號所連結的兩

個（或以上）關鍵字詞組中間沒有其他字元（空白字元除外），後兩種則是利用共存運算符號

所連結的兩個（或以上）關鍵字詞組中間可以有 0~N 個字元，有序代表需要符合檢索條件的出

現順序都符合才擷取，無序則是無關順序；這種檢索方式可以避免只有使用 and 連結的不同條

件結果大相逕庭，不過也可以直接將需要緊密相鄰的關鍵字利用引號框在一起形成關鍵詞解

決。 

104 範圍的限制有「從…到…」、「大於或大於等於」、「 小於或小於等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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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信息檢索： 

檢索的線索只有技術本身的時候，檢索的流程與方式如以下步驟： 

1. 深入分析技術主題105，選擇主題詞或關鍵詞以及其同義詞；判斷需要檢

索的條件是產品或方法、功能性或應用性、技術的具體結構與內容，從這三種

觀點去選定適合描述或是形容技術的關鍵字詞與同義詞，然而專利說明書撰寫

的過程常會使用上位詞的概念去涵括較大的權利範圍，因此，檢索結果要完整

必須要儘可能的在檢索條件中把抽象的上位詞與其同義詞，具體的關鍵字詞與

其同義詞囊括在內；上位詞的使用方式往往取決於對於專利說明書撰寫、檢索

的熟悉度和經驗，通常尋找上位詞的基本方法，在設定關鍵字詞的初步檢索結

果中，取出專利說明書中閱讀標題、摘要、權利範圍檢視其用詞可做出上位詞

組的篩選，在閱讀數篇專利後，歸納上位詞的群組； 

2. 選擇所有可能的專利分類號；各國專利主管機關對於專利的審查，為了

管理與收藏的目的，會依照技術的本質和內容給定專利分類號，但是由於參雜

了專利審查員人為的判斷，就會產生分類不同的差異；因此，選擇所有可能的

專利分類號需要考慮到跟技術「本質」有關的分類號、技術「功能」有關的分

類號、技術「製程」有關的分類號、技術「應用」有關的分類號等不同考量，

將這些分類號利用邏輯符號「or」組合後，可在跟其他的關鍵字詞作邏輯運算

組成檢索條件進行更精確的限縮或擴張； 

3. 編制檢索條件，將主題詞、分類號運用邏輯符號組合起來；從 1、2 兩個

步驟所篩選後的關鍵字詞與分類號之後，運用前段（一）「計算機檢索」所敘

述的檢索語法與邏輯運算符號及其他運算符號，可分別對標題、摘要、專利權

人、發明人等不同的專利說明書固有欄位設定檢索條件的邏輯排列與組合，限

                                                 
105 專利的分析可分成「定量分析」、「定性分析」兩種，「定量分析」對文獻中的特徵進行科

學計量，從中提取有意義的資訊，分布的規律和發展軌跡，將零散的訊息轉化成系統化的知

識，這種定量分析方法常用在給定兩種事物之間的數值關係，建立在數學、統計的基礎上，以

數學圖表及模型的方法研究資訊的本質；「定性分析」則是一種經驗法則，對專利內容深層的

分析，需要專業背景的豐富知識來拆解產品組合中的技術結構，將產品系統按照系統產品、模

組、元件、結構、製程展開成階層式的樹狀結構，可清楚了解並協助判斷技術內容的相互關

係；這兩種的分析方法分別是從觀察外在量的變化、內在質的變化，來反應相關技術的發展狀

況，雖然彼此有所區別，但是將其配合交互使用進行全面性、系統化的分析研究則可有較客觀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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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檢索的範圍，提高檢索的準確性； 

4. 選擇要檢索的國家及地區； 

5. 根據檢索結果，瀏覽其摘要進行篩選；瀏覽的目的在於判斷檢索結果是

否為正相關，並且從中進行篩選和取得檢索相關的資訊（例如，上位詞或關鍵

字詞），初步的瀏覽標題與摘要來進行判斷，如果還欠缺判斷的線索，不必急

著閱讀繁長的說明書本文，可以在進一步的瀏覽發明背景或者實施例、附圖，

去了解這項發明解決了過去的什麼問題即可判斷是否相關； 

6. 根據需要，將相關文獻的專利說明書找出，對其進行深入分析，以此修

改檢索條件，進行擴大檢索；由於專利檢索條件有可能不夠全面或是邏輯運算

出錯導致檢索結果有誤差或是遺漏，透過 5、6 的步驟不斷修正與調整檢索條

件，可使檢索結果的正確率提升。 

在該書中也提出了根據不同用途而有些許不同的檢索方法，例如檢驗專利

要件的新穎性檢索、進步性檢索，或是侵權與技術引進檢索，實際上，檢索所

使用的檢索語法和邏輯運算，跟前段（一）「計算機檢索」、（二）「技術信

息檢索」敘述的方法都是相同的概念，差別在於檢索目的不同，檢索條件設定

時選擇的欄位和資料來源的範圍會有著明顯的差異，就像要檢驗專利的新穎

性，除了設定好的關鍵字詞組與分類號，更應強調把資料範圍收納更廣，從專

利文獻擴張到非專利文獻的收集，對於專利侵權的分析，則是架構在檢驗新穎

性的基礎，再集中調查申請日、區域與專利的法律狀態的綜合分析。 

除了中國知識產權培訓中心教材「專利文獻與信息」所提出的檢索方法之

外，在前章第一節「專利檢索的迷思」中也探討了過去習知與慣用的專利檢索

流程約可概略以下幾大步驟說明：「一、瞭解問題，二、決定珍珠，三、瞭解

珍珠，四、進行分區組合檢索，五、相關判斷，六、比對珍珠，七 、確認檢索

結果，決定是否繼續檢索」
106，該作者所提出的檢索方法與前段所敘述的「技

術信息檢索」並無二異，雖然在不同的專利檢索系統或平台上操作專利檢索，

所使用的語法和邏輯運算和其他運算的概念相同，同樣都是專注將抽象的技術

概念化為具體的控制語言、自然語言，再轉換成資料庫的檢索語法與專利資料

常用的上位詞或抽象用語作為檢索條件；針對技術細節所作專利檢索的結果有

                                                 
106 陳達仁、黃慕萱，專利資訊與專利檢索，臺北市：文華圖書出版，2002 年，頁 17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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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確性、完整性或是客觀性的差異在於以下幾點：對於技術內容的理解、專

利用語的熟稔、檢索語法的經驗、邏輯觀念的活用，以及對檢索目的與專利說

明書欄位的相互關連性，由於專利檢索需要融合對技術層面、法律層面、經濟

層面的綜合分析，從經濟層面的產業結構中，挑選產品組合後再拆解技術結

構，對應專利的分布與技術發展的軌跡，找出技術與專利和市場的連結性，也

把專利本身的法律靜態與動態的訊息作為交互補充與映證， 

客觀的檢索方法目的在於避免檢索結果有太多誤差以及有所遺漏，讓專利

檢索完整又精確，需要人力的投入與經驗的累積，還有以非專利資料與專利檢

索結果做交互論證的判斷力。 

 

五、呈現檢索的結果： 

過去，檢索結果通常以專利管理圖及專利技術圖之「專利地圖」呈現，前

者圖表有直條圖、橫條圖、立體圖、雷達圖、矩陣圖、折線圖、曲線圖、比例

圖、年代圖、引證圖、甜甜圈圖、專利家族圖等，後者主要有各種矩陣圖、分

類圖等；圖表的基礎都是基於二維表格欄位的展開，以上的這些圖形多以針對

一項技術的專利檢索條件的結果，分別用專利說明書中的固定欄位做篩選及排

序，例如，申請日、公開日、核准日、優先權、專利權人、發明人、申請國

家、國際專利分類號、各國專利分類號、引用文獻等等的欄位，並將符合條件

的專利號篩選後填入報表對應欄位中跑出統計數據，畫出圖形便於閱讀與辨

識。 

本篇論文所提出的概念有所不同，首先是針對技術的分析與拆解並非只是

單獨的一個檢索條件作為完整的專利檢索標的，而是以系統化、結構化的將該

技術或產品組合所使用的模組、元件、結構技術、製程技術以階層化方式樹狀

展開技術結構，這樣的樹狀結構在使用者界面可以使用二維表格、樹狀關連

圖、魚骨圖不同方式呈現，在完整拆解技術之後，在每個節點都有著屬於自己

獨特的關鍵詞所組成的檢索條件，將這樣的技術結構置於分析表格中的縱軸，

並且依照不同的檢索目的，選擇對應的橫軸欄位與縱軸的技術檢索條件做邏輯

運算進行進一步的資料擷取並填入表格內部。 

將表格中的檢索條件設定完成，也將數據填入後，系統的界面以不同的需

求，把對應的表格分為群組化的分頁，便利使用者在檢索之後一個動作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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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所有需要的表格，而不會因為表格數量過多造成資訊判讀的混亂；此外，

將檢索結果按照欄位的條件篩選，填入表格的動作大部分都可以透過系統自動

化完成，轉換成類似前述各種統計或是交叉分析的圖形，目前在很多軟體內也

可以輕鬆製作；但是，將專利資訊做更加值的運用，需要非專利資訊，例如產

品、財報、轉讓、授權
107、訴訟等等的市場動態訊息資料庫做資訊的連結，以

專利檢索結果的專利號為基礎，在上述的各個資料庫中檢索出符合條件的資料

回填分析的表格中，將這些具有非專利訊息的專利號以不同的方式呈現（可以

建立超連結跳出不同頁面將這些訊息按照分類排序呈現，或將其反白加入游標

移過去出現動態的註解）；在這樣的分析框架下，可以更快速的判斷檢索結果

的眾多專利號中，哪些專利在市場的運作中有較高的活動性，或許也可以反應

這些專利的重要性與價值與其他專利有所不同。

                                                 
107 授權資訊除了在企業官方網站、財報、重大訊息揭露所公佈之外，也將產業技術標準所列出

的 patent pool 或是 essential patent 納入，即使技術標準尚未成熟，但是這些在標準內的專利也是

將來作為授權或是訴訟用途來收取權利金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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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專利分析方法探討 

 

在第一節的研究專利檢索的流程之後，在本章第二節的部份探討專利分析

方法設計的概念及架構，分別界定資料來源、操作方式、表格的組成、不同的

欄位定義、 限制條件，並且與前章提出的使用者需求做連結，新設計的報表與

模型以產品組合、技術結構作為專利分析的核心，利用產品或系統的模組、元

件、結構、製程和對應的衍生技術展開具有階層關係的樹狀結構，清楚地界定

檢索標的，搜尋正確的專利資料後，還需要客觀可靠的分析方法，從使用者的

需求對應設計報表所需的欄位和非專利資料來源，設定表格的定義，最後再解

讀表格中數字與欄位的意義。 

報表的組成是二維的陣列，以縱軸、橫軸的組合展開表格，縱軸為產品組

合展開的技術結構，橫軸分別擺年度、區域、功效、專利權人、發明人、產業

結構等等不同的欄位，以一個橫軸欄位展開單獨分析專利數量的表格，也可以

利用兩個以上不同的項目交叉組合，因為這些橫軸欄位中的年度、區域、專利

權人、發明人皆為專利說明書中固定欄位，因此，將其自動化展開較為容易；

而產業結構、產品、營收都是非專利資訊，數位化的資訊也不夠結構化、標準

化，系統要自動化產出報表較為困難，功效的欄位則需要在展開表格設定檢索

條件時需要人力投入解讀和判斷，定義描述功效的關鍵詞組、上位詞、同義詞

或是專利分類號碼，因此系統雖可做到部份自動化的報表產出，卻仍然少不了

人力的操作與解讀。 

 

一、資料來源： 

專利檢索的主體目標首要是各國的專利文獻資料，尤其以市場導向為主，

製造地點為輔，因此，專利資料至少需要美國、中國、歐洲、日本、韓國、台

灣及 WIPO 資料庫為主，專利家族從 INPADOC 擷取，專利的法律狀態可從

USPTO PAIR
108或是各國專利主管機關的資料庫擷取，其他付費資料庫為輔。 

但在進入專利檢索之前，需要以大量非專利資料、市場資料，例如產業新

                                                 
108 USPTO PAIR 可查詢美國專利的法律狀態，參見：http://portal.uspto.gov/external/portal/pair， 

2006/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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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產業分析報告、公司年報、重大訊息揭露所提供的資訊，整理並界定、限

縮檢索的範圍，排除誤差的因素，減少檢索結果的誤差雜訊，提高檢索結果的

正確率，並且使得解讀專利說明書更有效率；在專利地圖的檢索結果轉化成報

表與圖形的同時，也需要專利資料的法律狀態作為支援，例如申請、駁回、答

辯、維護、失效、授權、訴訟的狀況、保護的年限，如果有需要的話，可進一

步補充科技文獻如雜誌、期刊、論文的標題、作者、本文，從中檢驗新穎性的

本質或是作為專業人才的雇用與佈局，加入了多樣性的非專利資訊，可以讓專

利地圖的呈現增加豐富性與客觀性，不至於過份偏向專利數量的重複排列組合

與堆積，欠缺與市場事實的連結性。 

由於系統操作效率與回應速度的重要性，以 Intranet 及硬碟的傳輸速度遠大

於 Internet 的速度，建立本地端的資料庫是有必要的，根據上述的資料來源描

寫，系統至少需要以專利資料庫
109為主，產業新聞資料庫110、產業分析報告資料

庫111、產品資料庫112、財務報表資料庫113、授權與訴訟資料庫114、發明人或作者

背景資料庫115、政策法令資料庫116為輔；資料庫的內容因為不同資料的結構化程

度不同，建置的困難度也不同，例如專利文獻有著固定的欄位，因此在資料結

構的設計與儲存上能夠很便利的再次使用，而產業新聞或是分析報告則是幾乎

完全不同，只能夠以標題、本文的全文關鍵字撿索作為初步的分類，利用不進

                                                 
109 專利資料庫至少須包含美國、中國、歐洲、日本、台灣、韓國等主要市場，包括 INPADOC

的專利家族資訊及 USPTO PAIR 的法律狀態查詢。 

110 產業新聞資料庫可利用 RSS 的技術將新聞摘要擷取並分類、分級。 

111 產業分析資料庫需要手動擷取、篩選並分類、分級。 

112 產品資料庫擷取各公司網站公佈的產品電子型錄，並且依照技術結構的概念以系統產品、模

組、元件的階層關係分類。 

113 財務報表資料庫至少須包括美國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的 EDGAR 資料庫，台

灣的公開資訊觀測站所公佈的年報、季報、重大訊息揭露，能包括其他國家可更完善。 

114 授權與訴訟資料庫，目前已知 yet2.com 可以付費查詢授權資料，其中訴訟案件資料庫可從

LexisNexis 或是 Westlaw 中付費擷取。 

115 發明人或作者背景資料庫，從專利說明書的發明人以及參考文獻中的雜誌、期刊、論文的作

者作交叉比對，檢視他們的背景和過去的學術發表或是發明的專利，這個資料庫可作為人力資

源的調配支援。 

116 政策法令資料庫則擷取各國對於投資、租稅、產業發展的相關規定與法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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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專利檢索的時間來更新並維護以上的這些資料庫117，可以使得專利檢索的流

程更有效率，檢索結果的分析也更為完整與客觀、豐富，對於種種不同的使用

者需求，可以將這些資訊整合提供更為加值後的專利與技術、市場動態知識。 

 

二、使用者界面及操作方式： 

貫穿專利檢索的流程，採取階段完成的步驟，導引使用者逐步完成「釐清

檢索的目的、界定檢索的範圍、善用檢索的工具、客觀檢索的方法、呈現檢索

的結果」，其中釐清檢索的目的與呈現檢索的結果有著因果關係，都是從使用

者的需求面去剖析，並且提示檢索的要點和重點的呈現，界定檢索的範圍則可

以表格或是樹狀圖的方式，配合系統內建的多個非專利文獻資料庫，分別完成

產業結構中的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並蒐集產品、產值、地區與公司的相

關資料後再深入拆解技術結構，並進行專利檢索；將不同資料庫彼此的資料在

同一個系統界面上整合，不同格式的資料也可以利用共同的線索建立連結性，

可大幅減少搜尋不同資料之間的界面與資料格式轉換時間。 

將因應各種目的的報表按照產品組合、技術結構為縱軸，橫軸分別擺上年

度、區域、專利權人等等對應檢索目的的不同欄位交叉展開後，根據不同技術

內容與橫軸欄位以布林法則的邏輯運算分別下各自獨特的專利檢索條件，專利

檢索結果以專利數量填入表格中並建立超連結，游標點選後跳至展開彙總數字

所有專利號碼的頁面或視窗，可供選擇觀看該些專利號碼的摘要、全文 PDF 或

是 file wrapper 的數位化資料，也隨時可以回到報表的畫面；進階的操作對專利

檢索結果再進一步的補充專利相關資訊或是非專利資料，例如，專利中有不同

區域的專利家族之專利號以斜體或不同顏色表示，點選可展開該技術的專利家

族，或是屬於技術標準中的專利也以特定方式標示，更可以透過將檢索結果的

專利號作為檢索條件到產業新聞資料庫、產業分析報告資料庫、產品資料庫、

財務報表資料庫、授權與訴訟資料庫尋找專利的市場動態訊息，也可將專利說

明書中的發明人或是參考文獻的作者作統合分析，來應用在人力資源上的決策

等等。 

系統的界面根據不同的決策需求，把對應的分析結果表格分為群組化的分

                                                 
117  較具有結構性的資料來源，例如，專利、財務報表可以設定系統排程自動更新並儲存，而較

無結構性的資料來源，則需要人工檢索並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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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便利使用者在檢索結果之後一個動作就可以查找所有需要的表格，而不會

因為表格數量過多造成資訊判讀的混亂；基本呈現檢索結果的方式以表格為

主，從表格的原始資料衍生其他的統計圖形、示意圖、樹狀圖、關連圖也就不

是太困難的事。 

 

三、欄位定義： 

（一）技術結構 

表 4-2，技術結構示意表 

產業鏈 

 

供應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從產品組合拆解技術結構，是一種描述性的內容分析118，所謂描述性內容

                                                 
118 技術結構的拆解方式，就是以定性分析為理論基礎。 

技術結構 

模組 元件 結構／製程 …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 

結構技術一 …   

結構技術二    

製程技術一    

製程技術二    

元件一 

…    

模組一 

…     

模組二 …     

…      

系統或

產品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可以單獨

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下游    中游    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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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是通過系統化的方法輔以專業的背景知識，把技術內容準確分解並提煉出

來；實際上根據檢索需求，對技術內容進行分析，萃取主題概念、確定主題類

型、剖析主題結構的過程，其目的是在適當的深度上分析掌握技術的中心內

容，將具體化的模組、外觀設計119列在抽象化的第一階（展開 BOM 表120），而

第二階分別展開模組、機構所使用的元件，第三階則是展開元件使用、對應的

結構技術、製程技術，按照邏輯關係向下細部展開成樹狀結構；技術結構中的

同一個子樹狀結構中的同階技術（有相同的父節點，也就是同一個模組或是元

件的下階技術）可以比較彼此的功能、效用、替代性、進入障礙，不同位階技

術可以研究技術組合與銜接的相容性，而展開完成的技術結構每一個最後一階

的技術（或製程）從概念上加以萃取、濃縮，以便設定一組恰當的關鍵字詞、

同義詞、上位詞組成各自獨特的專利檢索條件。 

技術結構的樹狀階層也可以利用抽象化的概念和觀點，看成產業結構的橫

向展開，階層數越低越接近產業鏈的下游，高則越上游，而供應鏈的方向也與

產業結構相同，觀察供應商與客戶的連結關係，從檢索範圍的界定所完成的產

業現況調查得知的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關係，以及產品、區域、公司的相

互關係，將以上的資訊與展開的技術結構交叉對應，即可清楚了解特定產業中

的各個公司的定位如何、掌握的關鍵技術、著重的產品、市場的所在。  

（二）產品結構：產品結構的細部展開即為技術結構，將技術結構拆解

完，即可得該特定產品對應產業的技術結構。 

（三）產業結構：從市場資訊來定義模組、元件、零組件、結構、製程、

技術分別屬於特定產業的上、中、下游；產業結構除了可以分析表格橫軸的方

式呈現；也可以擺在表格縱軸，分別列出上、中、下游不同的產品，在各自展

開其樹狀結構（例如界定檢索範圍時的時候將產業結構擺在表格縱軸，把產品

或其他項目擺在橫軸展開）。 

（四）年度：專利申請日
121，按照時間先後排序。 

（五）區域：不同區域或國家的專利所屬地。 

                                                 
119 如果檢索標的的系統或產品具有外觀的考量再將外觀設計單獨拉出技術結構的一個分枝，否

則一般展開技術結構並不用納入外觀設計，因為新型、新式樣的專利較容易迴避設計。 

120 BOM: Bill Of Materials，產品主要零件清單。 

121 年度抓專利申請日而不是核准日是因為專利的保護期限從申請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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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專利權人：擁有專利的公司、法人、個人。 

（七）發明人：技術的發明人。 

（八）功效：功效由專利說明書中說明解決了什麼問題來定義，其中功效

擺在橫軸時也可以抽象化展開一階和二階以上的樹狀結構，需要人工經驗的判

讀與分析。 

 

四、新設計報表： 

（一）橫軸欄位一、二階展開 

新設計的專利分析報表組成皆由縱軸擺技術結構，橫軸分別擺核准年度、

區域、專利權人、發明人做一階的展開表格；並且由以上專利說明書的幾個固

定欄位在橫軸交叉展開為二階組合（例如：年度為第一層、區域為第二層，定

義為在技術的發展軌跡與區域佈署關係），其中二階的橫軸欄位並不因為出現

的先後順序有不同的意義，因此也把定義重複的部份不再重新列出，值得注意

的是，並非二階或二階層以上的橫軸展開都具有實質上的意義，因為有部份欄

位的組合具有邏輯上的錯誤，並不能透過合併而給予表格定義；除了專利說明

書中的既有可檢索欄位之外，也列入了非專利資料的功效、產業結構作為橫軸

比較項目，其中更可以靈活的搭配橫軸欄位作三階或是以上階層的展開作更細

緻的分析研究，本論文將二階展開之定義作拋磚引玉之用。 

 

表 4-3，一、二階欄位展開檢閱分類表 

橫軸欄位一、二階展開檢閱分類表 

橫軸欄位 1.年度 2.區域 3.專利權人 4.發明人 5.功效 6.產業結構

A.年度 一階 二階 二階 二階 二階 二階 

B.區域   一階 二階 二階 二階 二階 

C.專利權人   一階 二階 二階 二階 

D.發明人    一階 二階 二階 

E.功效     一階 二階 

F.產業結構      一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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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格定義 

根據使用者需求的概念所要達成的目的與定義欄位之後，以下將列舉設計

展開後的報表，並提出表格的定義、資料來源、限制條件、所需要的非專利資

料與自動化的評估。 

 

表 4-4，專利分析方法表格定義表 

專利分析方法表格定義 

編號 橫軸欄位 表格定義 

A-1 年度 技術的發展軌跡 

A-2 年度 區域 技術的發展軌跡與區域分布關係 

A-3 年度 專利權人 專利權人技術的發展軌跡 

A-4 年度 發明人 
發明人（或雇主、專利權人要求）的技術發展

軌跡 

A-5 年度 功效 技術與功效的對應發展軌跡 

A-6 年度 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不同段技術與專利的分布與軌跡 

B-2 區域 技術的區域分布 

B-3 區域 專利權人 不同區域中，專利權人技術分布的差異 

B-4 區域 發明人 
不同區域中，發明人（或雇主、專利權人要

求）的專利分布 

B-5 區域 功效 不同區域中，技術與功效的對應分布 

B-6 區域 產業結構 不同區域中，產業結構不同段技術與專利分布 

C-3 專利權人 專利權人在特定產業中技術的佈局 

C-4 專利權人 發明人 
發明人的專業，或專利權人（雇主）要求投入

研發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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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專利權人 功效 專利權人在特定產業中技術與功效的佈局 

C-6 專利權人 產業結構 專利權人在產業結構不同段技術與專利的佈局 

D-4 發明人 發明人的專業背景及專利數量 

D-5 發明人 功效 
發明人的專業（或雇主、專利權人要求）著重

哪些技術與功效 

D-6 發明人 產業結構 
發明人的專業（或雇主、專利權人要求）於產

業結構不同段的技術與專利 

E-5 功效 特定產業不同技術與功效的對應關係 

E-6 功效 產業結構 技術功效與產業結構不同段的對應關係 

F-6 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不同段技術與專利的分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決策項目與表格對照、非專利參考資料 

根據不同橫軸欄位展開所設計的表格定義後，對應使用者需求分析結果，

探討所需的非專利資料，在比較過程當中，發現部分決策的輔助項目可以直接

透過結構化的資料來源（例如各國專利資料，有固定的欄位、標題、本文內容

等等）自動篩選後填入表格，較無結構化的資料來源則無法簡單的自動篩選，

因此必須根據具有完整結構化的專利資料中，從專利檢索結果的專利號、標

題、專利權人、發明人等不同資訊作為再次檢索的條件，進入產業新聞資料

庫、產業分析報告資料庫、產品資料庫、財務報表資料庫、授權與訴訟資料

庫、發明人或作者背景資料庫做標題或是全文的檢索，作為專利分析的映證與

補充。 

例如，在專利地圖的檢索結果轉化成報表與圖形的同時，從專利資料的法

律狀態申請、駁回、答辯、維護、失效、授權、訴訟的狀況、保護的年限，如

侵權訴訟所涉及的專利號碼，技術移轉或授權的專利號碼，這些都必須在透過

擷取公司年報及其重大訊息揭露、或是產業新聞及訴訟案件資料庫取得，經過

人工的解讀後才獲得侵權訴訟的案由、原告、被告、隸屬法院、年份、訴訟結

果、系爭產品、系爭專利等等資訊，如果有需要的話，可進一步補充科技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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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雜誌、期刊、論文的標題、作者、本文，從中檢驗新穎性的本質或是作為專

業人才的雇用與佈局；透過系統的模型表格設計雖可作為部分的決策參考，也

仍然需要人力的專業操作和分析，以完成期望達成卻有所侷限的決策參考。 

加入了多樣性的非專利資訊後，可以讓專利地圖的呈現增加豐富性與客觀

性，不至於過份偏向專利數量的重複排列組合與堆積，欠缺與市場事實的連結

性，將產業資訊、專利資訊、市場資訊相互連結，可使專利檢索與分析結果與

快速變動的市場事實緊密結合，從中發現專利的商業化程度以及其他相關的動

態訊息，檢索結果的分析也更為完整與客觀、豐富，對於種種不同的使用者需

求，可以將這些資訊整合後提供更為加值的專利與技術、市場動態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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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決策項目與分析表格、非專利資料對照表 

決策項目與分析表格、非專利資料對照表 

決策項目 輔助項目 定義 參考表格 非專利參考資料 

1.1 專利分布 
從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產品

結構、營收結構觀察才有意義

A-5, A-6, B-2, 

B-6, E-5, F-6 

產業結構則由產業新聞、產業研究報告定義；

產品結構由界定專利權人產品電子型錄人工取

得 

1.2 技術發展軌跡 

根據不同年代、特定領域、專

利權人、發明人跟技術發展的

軌跡，深入探討技術是否已經

發展成產業 

A-1, A-2, A-3, 

A-4, A-6 
N/A 

1.3 專利動態 
在特定領域專利之侵權訴訟、

授權、技術移轉、買賣、設質
N/A 

各國訴訟案件資料庫、各公司年報或重大訊息

揭露、USPTO PAIR 資料庫、USPTO Assignment 

資料庫122。 

1.研發 

1.4 專利佈局 發明人和其雇主是否做到專利 A-3, B-3, C-3, 產業新聞、產業研究報告 

                                                 
122 USPTO Assignment 資料庫可以根據 Reel/Frame Number、Patent Number、Publication Number、Assignor Name、Assignor Index、Assignee Name、Assignee Index 查詢

並搜索專利的相關轉讓資訊，參見：http://assignments.uspto.gov/assignments/?db=pat，2007/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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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局以達在特定產業中取得關

鍵位置並具有經濟利益 

C-6 

1.5 技術揭露度 關鍵技術是否過度專利化 N/A N/A 

1.6 專利權人積極性 

找出哪些專利權人對於專利的

動態（侵權訴訟、授權、技術

移轉、買賣、設質）具有積極

或是消極的態度 

N/A 
各國訴訟資料庫、各公司年報或重大訊息揭

露、USPTO PAIR 資料庫 

1.7 專利權人存活度 

找出擁有技術，卻經營不善的

新創事業，利用剩餘價值的善

後動作 

A-3 
各公司年報（財務報表）、各公司官方網站、

產業新聞、產業研究報告 

1.8 產品侵權比對 

透過產品之電子型錄進行自動

搓合比對，並與專利權利範圍

連結判定並監控競爭對手是否

侵權或本身有無侵權之虞 

N/A 各公司產品電子型錄 

2.採購 
2.1 供應商分析 供應商若具有關鍵技術之專

利，則可因為「專利耗盡原

則」，避免授權金或侵權訴訟

B-3, C-6 技術標準網站公開的 patent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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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問題 

2.2 垂直整合分析 

產業鏈中下游廠商如果想上游

整合，則可透過專利資訊做到

採購替代（併購或自行生產）

B-3, C-6 各公司產品電子型錄 

3.1 地域佈署分析 
利用專利權人在地域上佈署的

缺失，找出製造和銷售的空間

B-2, B-3, B-4, 

B-6 
N/A 

3.2 智慧財產形態分析 

利用專利權人將製造程序或營

業祕密申請的專利，找出產銷

的空間，因為難以從產品還原

工程找到侵權證據 

N/A N/A 3.產銷 

3.3 行銷合法性 
產品推出上市之前合法性之確

認 
B-3 N/A 

4.人資 4.1 人才佈局 

經由發明人的資訊，分析特定

領域在全球的人才佈局，進行

企業的全球「聚才」，發展人

力佈局及配套措施 

A-4, B-4, C-4, 

D-4, D-6 
各種網路電子版本的技術論文、期刊、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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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直接投資 

根據專利資訊，自行研發、生

產、製造、銷售，可以有效降

低可能的授權金、權利金 

B-3, C-6 技術標準網站公開的 patent pool 

5.2 併購 
評量併購與否以及併購標的之

殺價工具 
B-3, C-6 

各公司年報（財務報表）、各公司官方網站、

產業新聞、產業研究報告 

5.投資 

5.3 作價投資 
作為新創事業、合資事業、少

數股權投資之標的 

A-3, A-4, B-3, 

B-4, C-6 

各公司年報（財務報表）、各公司官方網站、

產業新聞、產業研究報告 

6.1 權利狀態 
專利權是否有效、存續以及其

他授權、讓與、設質的記錄 
N/A 

各公司年報或重大訊息揭露、USPTO PAIR 資

料庫 

6.2 技術授權 
支援權利人擬定及執行授權之

計畫；便利取得授權之規劃 
N/A 

各公司年報（財務報表）、各公司官方網站、

產業新聞、產業研究報告 

6.3 侵權訴訟 

支援權利人擬定及執行侵權訴

訟之計畫；便利侵權訴訟之防

禦及應變計畫 

N/A 
各公司年報（財務報表）、各公司官方網站、

產業新聞、產業研究報告、訴訟案例資料庫 

6.法務 

6.4 國家政策 
找出各專利所屬國對於專利申

請及維持之補貼政策（納稅減
N/A 各國獎勵發明申請制度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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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或金額補貼） 

7.稅務 7.1 租稅規劃 

權利人具有跨國研發、生產、

銷售經營，才能最佳化繳稅比

例（成本及稅務負擔）及利潤

最佳化的佈局 

N/A 各國租稅相關法令、外資投資獎勵或限制方法 

8.財務 8.1 產品營收 

利用專利的檢索結果相對應到

實際產品的營收結構，並且可

以檢視專利技術是否已經商品

化 

B-3, C-6 
產品營收從專利權人公司年報、產業新聞、產

業研究報告取得 

9.產業發

展政策 
9.1 國家產業發展政策 

定期提供政府相關單位各個重

點產業的各國發展狀況，以支

援政策修改與修訂 

N/A 
產業新聞、產業研究報告、不同國家產業發展

政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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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技術結構對應年度分布 

核准年度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年度一 年度二 年度三 …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

也可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資料來源：A-1 至 F-6 由本研究整理。 

表格定義：分析探討技術的發展軌跡。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看出投入該領域的研究產出成果的軌跡，並無法直接判斷內部的哪些專利屬於重要的或高品質的專

利，仍需要觀察專利對應產業結構的定位及區域佈署、是否在技術標準之內而定。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各個年度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可自動填入表格中並建立連結；專利家族的部份須

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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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技術結構對應年度、區域分布 

核准年度 年度一 年度二 … 

區域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區域一 區域二 區域一 區域二 區域一 區域二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

可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分析探討技術的發展軌跡與區域分佈關係。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看出投入該領域的研究產出成果與區域部署的軌跡，需要補充產業新聞、產業分析報告來進一步看

出專利數量集中區域為生產製造的產業聚落或主要市場。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各個年度與區域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可自動填入表格中並建立連結；專利家族的

部份須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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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技術結構對應年度、專利權人分布 

核准年度 年度一 年度二 … 

專利權人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專利權人一 … 專利權人一 … 專利權人一 …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可

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分析探討專利權人技術的發展軌跡。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看出專利權人投入研發的方向與產出成果的軌跡，然，專利多寡與專利權人是否利用該些專利獲得

利潤並非正相關，需要以產品資料庫、財務報表資料庫、訴訟授權資料庫作為補充。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各個年度與專利權人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可自動填入表格中並建立連結；專利家

族的部份須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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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技術結構對應年度、發明人分布 

核准年度 年度一 年度二 … 

發明人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發明人一 … 發明人一 … 發明人一 …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

可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分析探討發明人（或雇主、專利權人要求）技術發展軌跡。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判斷發明人（或雇主，專利權人要求）投入研發的方向產出成果的軌跡，發明人應不只以專利數量

評估績效，還需檢視該些專利是否經過產品化獲得利潤作為參考。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各個年度與發明人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可自動填入表格中並建立連結；專利家族

的部份須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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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技術結構對應年度、功效分布 

核准年度 年度一 … 

功效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功效一 功效二 … 功效一 功效二 …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

可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分析探討技術與功效的對應發展軌跡 。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看出該領域研究產出成果與功效相互對應的軌跡，需要補充技術標準資料庫、授權訴訟資料庫、產

品資料庫作為判斷內部的哪些專利屬於重要的或高品質的專利參考。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各個年度與產業結構不同段的特性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填入表格中，並且建立連

結；專利家族的部份須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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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技術結構對應年度、產業結構分布 

核准年度 年度一 … 

產業結構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上游 中遊 下游 上游 中遊 下游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

可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分析探討產業結構不同段技術與專利的分佈與軌跡。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看出該領域研究產出成果的軌跡與產業結構不同段的分佈，需要補充技術標準資料庫、授權訴訟資

料庫、產品資料庫作為判斷內部的哪些專利屬於重要的或高品質的專利參考。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各個年度與產業結構不同段的特性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填入表格中，並且建立連

結；專利家族的部份須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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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技術結構對應區域分布 

區域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區域一 區域二 區域三 …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

可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分析探討技術的區域分佈。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看出該領域的研究產出成果在何處佈署的軌跡，須結合產業新聞資料庫、產業分析報告資料庫方能

得知專利與區域產銷的進一步資訊。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的區域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可自動填入表格中並建立連結；專利家族的部份也須

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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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技術結構對應區域、專利權人分布 

區域 區域一 區域二 … 

專利權人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專利權人

一 
… 

專利權人

一 
… 

專利權人

一 
…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

可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分析探討不同區域中專利權人技術分佈的差異。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看出在不同區域專利權人該領域研究成果的部署，需要補充產業新聞資料庫、產業分析報告資料

庫、產品資料庫、授權訴訟資料庫來對應專利佈署的背後動機。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各個區域與專利權人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可自動填入表格中並建立連結；專利家

族的部份須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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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技術結構對應區域、發明人分布 

區域 區域一 區域二 … 

發明人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發明人一 … 發明人一 … 發明人一 …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

可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分析探討不同區域中，發明人（或雇主、專利權人要求）的專利分佈。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探討不同區域中發明人（或雇主、專利權人的要求）的專利佈署軌跡，若以發明人的國別作為區域

的欄位內容，輔以非專利文獻（如期刊、論文的作者背景資料庫）則可從中觀察人才的全球佈局，以因應人力資源的聘用調度。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各個區域與發明人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可自動填入表格中並建立連結；專利家族

的部份須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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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技術結構對應區域、功效分布 

區域 區域一 區域二 … 

功效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功效一 … 功效一 … 功效一 …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

可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分析探討 不同區域中，技術與功效的對應分布。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探討不同區域技術與功效的佈局情況，補充產業新聞、產業分析報告等市場資訊，可觀察專利是否

過度揭露，或是佈署缺失，例如，專利內容是製程卻不在該國家生產銷售。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各個區域與發明人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可自動填入表格中並建立連結；專利家族

的部份須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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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技術結構對應區域、產業結構分布 

區域 區域一 … 

產業結構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上游 中遊 下游 上游 中遊 下游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

可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分析探討不同區域的產業結構不同段技術與專利的分佈。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看出該領域研究產出成果部署在產業結構不同段的分佈，然，需要結合產業新聞、產業分析報告資

料庫補充方能解讀技術與區域的對應關係，再從中判斷佈署數量多的區域為市場或是產業聚落，以支援產銷營運機能的決策。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各個區域與產業結構不同段的特性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填入表格中並建立連結；

專利家族的部份須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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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技術結構對應專利權人分布 

專利權人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專利權人一 專利權人二 專利權人三 …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

可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分析探討專利權人擁有特定產業技術的佈局。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看出專利權人在該領域特定技術的研發產出成果，並不代表該些專利具有實際商業化的考量，需要

補充產品資料庫、授權訴訟資料庫以及技術標準相關資料方能判定該專利數目的意義，而非專利數目與營收有正比關係。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各個專利權人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可自動填入表格中並建立連結；專利家族的部

份也須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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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技術結構對應專利權人、發明人分布 

專利權人 專利權人一 專利權人二 … 

發明人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發明人一 … 發明人二 … 發明人三 …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

可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分析探討發明人的專業或專利權人（雇主）要求投入研發的方向。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看出發明人投入該領域的研究產出成果的軌跡，分析發明人的專業能力或專利權人要求投入研發的

方向，補充非專利資料的期刊、論文的作者及國別可用來支撐人資決策。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各個專利權人與發明人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可自動填入表格中並建立連結；專利

家族的部份須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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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技術結構對應專利權人、功效分布 

專利權人 專利權人一 專利權人二 … 

功效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功效一 … 功效一 … 功效一 …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

可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 專利權人在特定產業中技術與功效的佈局。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看出專利權人投入該領域的研究產出技術與功效的關係， 並不代表該些專利具有實際商業化的考

量，需要補充產品資料庫、授權訴訟資料庫以及技術標準相關資料方能判定該專利數目的意義，而非專利數目與營收有正比關係，補

充區域關係則可作為產銷決策之參考。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各個專利權人與發明人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可自動填入表格中並建立連結；專利

家族的部份須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105 

C-6.技術結構對應專利權人、產業結構分布 

專利權人 專利權人一 … 

產業結構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上游 中遊 下游 上游 中遊 下游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可

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分析探討專利權人在特定產業結構不同段技術與專利的佈局。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看出該領域研究產出成果的軌跡與上中下游技術的發展成熟度，並且分析技術由哪些專利權人所擁

有，結合專利權人產品資訊可作為採購、併購決策的參考，結合區域及市場資訊可供共同研發、授權、合資、訴訟的參考，結合發明

人或是參考文獻的作者可供人才雇傭、研發外包決策參考。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各個專利權人與產業結構不同段的特性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可填入表格中並建立

連結；專利家族的部份須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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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技術結構對應發明人分布 

發明人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發明人一 發明人二 發明人三 …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

可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分析探討發明人擁有的技術與專利數量。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看出發明人投入該領域的研究成果，供判斷發明人的專業能力（或雇主，專利權人要求投入研發的

方向）， 補充發明人國籍、所屬專利權人及非專利資料的期刊、論文的作者背景可用來支撐人資決策或研發外包以取得技術等。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各個發明人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可自動填入表格中並建立連結；專利家族的部份

也須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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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技術結構對應發明人、功效分布 

發明人 發明人一 … 

功效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功效一 功效二 … 功效一 功效二 …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

可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 發明人的專業（或雇主、專利權人要求）著重哪些技術與功效 。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看出發明人在該領域研究產出成果技術與功效對應關係，結合參考文獻的作者可供人才雇傭、研發

外包決策參考，結合專利權人可以得知不同專利權人的研發目標 。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各個發明人與產業結構不同段的特性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可填入表格中並建立連

結；專利家族的部份須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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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技術結構對應發明人、產業結構分布 

發明人 發明人一 … 

產業結構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上游 中遊 下游 上游 中遊 下游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

可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分析探討發明人的技術專業（或雇主、專利權人要求）及終於特定產業結構不同段的技術與專利。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看出該領域研究產出成果的軌跡與上中下游技術的發展成熟度，並且分析技術由哪些發明人所研

發，結合參考文獻的作者可供人才雇傭、研發外包決策參考，結合專利權人可以得知不同專利權人的研發目標，結合功效可以得知發

明人技術的研發目的。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各個發明人與產業結構不同段的特性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可填入表格中並建立連

結；專利家族的部份須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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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技術結構對應功效分布 

功效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功效一 功效二 功效三 …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

可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分析探討特定產業不同技術與功效的對應關係。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看出該領域針對哪些功效有實際研究產出成果的軌跡，數量多可能代表技術發展成熟，反之亦然卻

非一定，需要閱讀專利說明書才能判斷內部的哪些專利屬於重要的或高品質的專利。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各個不同功效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填入表格中並且建立連結；專利家族的部份須

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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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技術結構對應功效、產業結構分布 

功效 功效一 … 

產業結構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上游 中遊 下游 上游 中遊 下游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

可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分析探討技術功效與產業結構不同段的對應關係。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看出該領域研究產出技術與功效在產業結構不同段的分佈，然，需要結合產業新聞、產業分析報告

資料庫補充方能解讀技術與區域的對應關係，再從中判斷佈署數量多的區域為市場或是產業聚落，以支援產銷營運機能的決策。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各個區域與產業結構不同段的特性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填入表格中並建立連結；

專利家族的部份須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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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技術結構對應產業結構分布 

產業結構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第五階 
上游 中游 下游 

結構技術一 … … 專利數目   

結構技術二     專利數目  

製程技術一      專利數目 
元件一 

製程技術二       

模組一 

…          

模組二 …           

外觀 
（有外觀設計的產品才展開這個樹狀分支，也

可以單獨拉出技術結構外單獨分析） 
   

 

表格定義：分析探討特定產業不同段技術與專利的分佈。 

限制條件：專利數量多寡或增減能看出該領域研究產出成果在產業結構不同段的分佈，並無法判斷內部的哪些專利屬於重要的或高品

質的專利，需要結合產業新聞、產業分析報告資料庫補充方能解讀技術與區域的對應關係，再從中判斷佈署數量多的區域為市場或是

產業聚落，以支援產銷營運機能的決策。 

自動化評估：結合技術結構的細節與橫軸產業結構不同段的特性設定專利檢索條件後，檢索結果填入表格中並建立連結；專利家族的

部份須自動化完成整理與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