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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根據本篇論文的文意以及順序，分別描述了關於專利檢索系統、流程、分

析方法的比較與限制，並探討使用者對於專利檢索與分析的需求何在，在提出

現有與過去的事實限制與問題點後，再於第四章中提出作者對專利檢索系統、

檢索流程、分析看法的個人見解。 

從第二章交叉比較了國內外四個專利檢索系統的功能、界面、操作方式，

以及第三章第一節的專利檢索方法所造成的迷思，其中包括了官方的要求
123

還

有過去慣於使用的檢索流程與方法，基於以上可以發現現有的專利檢索系統有

所限制，過去的專利檢索與分析方法與使用者需求的期望有所落差，而且基於

檢索結果所製成的專利地圖根本上就缺少了市場資料作為佐證，解讀以及評析

的意見只從專利數量去推得技術的趨勢、市場的趨勢，這樣的專利地圖要能夠

拿來作為決策的重要參考是不足的。 

 

第一節 結論 

 

因此，結論針對過去的專利檢索系統與分析方法提出四點作為檢討，詳述

如下文： 

 

一、專利數量迷思 

（一）技術領先？ 

Patent Guider 分析功能中的所屬國歷年專利件數圖係針對目前專案，分析各

國歷年專利件數產出情況。透過「各國家歷年專利件數圖124」功能，揭櫫各國

在該項技術領域內歷年投資情形，專利產出數量愈多表示在該年份該國家投資

該技術領域資源愈多，對該項技術愈重視，屬於技術領先國家；以上定義有幾

                                                 
123 USPTO 的 MPEP、WIPO 的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124 參見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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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疑點，其一，專利為屬地主義，專利數量與國家的關係需要市場資訊補充用

來判斷該地區技術佈署的原因是製造地或市場，而不是判斷技術領先或落後，

其二，目前已有許多公司都是跨國化的經營，商業行為與活動並不能只曲解為

某國公司技術領先，解讀為哪些公司在某些國家的專利數量較為客觀，技術領

先與否則必須觀察該些專利是否屬於技術標準，並且以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的

觀點檢視是否卡在關鍵位置以產品化、商業化獲得利潤方有意義。 

圖 5-1，PATENT GUIDER－各國家歷年專利件數圖 

 
資料來源：Patent Guider 1.0 系統畫面擷圖，本研究整理。 

（二）研發能力／　研發力？ 

Patent Guider 1.0 中的研發能力詳細數據， 在「公司研發能力比較」功能中

指定分析之競爭公司，顯示各競爭公司的專利件數、活動年期、所屬國數、發

明人數、平均專利年齡分析項目等詳細數據資料。對競爭公司在該項技術領域

內的研發能力與投資狀況進行充分揭露，幫助企業研擬技術發展或生產、行銷

等策略的重要參考資訊；Patent Pilot 中的專利權人／　發明人研發力分析分別

以各專利權人專利數、各專利權人歷年專利數、各發明人專利數、各發明人歷

年專利數作為衡量標準；Delphion 中的 Snapshot 雖然提供針對發明人、專利權

人、分類號等選項進行專利資料分析與排序，然而僅就這些資訊評估而未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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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產業結構、技術結構、非專利資訊，則分析結果對企業決策的幫助有限，將

專利數量定義成與研發能力的問題點在於大部分的專利都未轉化成產品販售，

也沒有拿來作授權、訴訟、買賣、作價投資等換價行為，等於申請專利以及繳

費維護都屬於資本支出而不是資本利得，即使技術的發明有所突破，卻不能為

專利權人、發明人從市場中取得利益與回饋，將其定義為研發能力或研發力則

令人感到疑惑。 

圖 5-2，PATENT GUIDER－研發能力詳細數據 

 
資料來源：Patent Guider 1.0 系統畫面擷圖，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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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PATENT PILOT－專利權人研發能量分析 

 
資料來源：Patent Pilot 系統畫面擷圖，本研究整理。 

（三）專利「量」與「質」並非成正比 

專利數量多不見得就是好，目前 Patent Guider、Patent Pilot、Delphion 的專

利分析方法，僅是針對專利數量進行分析，但是於該專利處於整個產業結構或

是技術結構的上游、中游或下游並不了解，如此不但無法了解該技術或專利真

正的價值，也無法了解在整個產業或技術價值鏈上，其供應商、客戶、競爭對

手的技術、專利佈局情形，更遑論專利是否經過產品化、產業化、授權、訴

訟、設質等等的動態訊息；同上所言，以上系統做成的專利統計分析圖表，純

粹是為專利而專利，不但未能考慮到真正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外，以專利的

「數量」來作為分析標的，固然是一種方法，但是各公司所申請的專利，並非

全都是好的專利，有的只是濫竽充數而言，因此上述所言各公司的圖表，僅以

專利的數量來作為分析，未能顧及專利的「質」，在分析的結果存有與事實有

所差距之問題。 

 

二、數量指標公式 

（一）引證數不完全反應專利重要性 

第二章所提的 Patent Guider、Patetn Pilot、Delphion 分析的方式不外乎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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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及「引證」評估研發能量以及影響力， 雖然引證數、引證率雖然可以

協助篩選出多人引用或重視的專利，即使專利引證數高，卻因為被當成先前技

藝或迴避設計而無法產品化、授權或是訴訟的這些因素都無法從引證數中觀察

到，另外引證數還有一項缺點，新核准的專利與核准多年的專利的引證數之間

的差距何以評量專利重要性與否？以上的疑點足以證明使用引證數作為專利分

析與評量的主要方法有失客觀也有所缺陷，目前系統的缺漏是沒有從專利的動

態資訊以及對應的不同非專利資料中取得相關訊息來作交互的映證且判斷專利

內容的重要與否。 

（二）公式無法推得專利價值 

目前智慧財產評量方法都比較空洞，幾乎都是重量不重質，其中 CHI 

Research
125所建立的各項指標，包括專利數目126（Number of Patents）、專利成長

率127（% Patent Growth 1 Year）、科學關連度128（Science Linkage，SL）、科學力

量129（Science Strength）、引證率（Citation Rate，CR）、即時影響力係數130

（Current Impact Index，CII）、技術力量131（Technical Strength）、技術生命週期

132（Technology Cycle Time，TCT）等，其實也是用關鍵字、引證、專利數等來

分類，在還沒有人推翻之前，算是所有專利評量系統中較具權威性的，因為大

家都引用他；由於 CHI 的這些指標評量公式與方法局限於專利數量上的表面數

                                                 
125 CHI Reaserch Inc.已改名為 ipIQ，參見：http://www.ipiq.com，2007/01/22。 

126 專利數量：一段時間之內一公司所獲得的專利數量，用來評估該公司所從事技術活動的程度。 

127 專利成長率：將一年所獲得的專利數量與前一年所獲得的專利數量相比較，計算出當年較前

年增減的幅度百分比率，用來評估公司技術活動的變化。 

128 科學關連度：一家公司所擁有專利平均引證論文或研究報告的篇數，評估該公司的專利技術

與科學研究的關係。此項指標會因為不同產業而有所不同，例如機械領域的平均值可能為 0，

但是高科技生化產業可能高達 15。 

129 專利力量 ＝ 專利數目 X 科學關聯性，評估一家公司使用基礎科學建立該公司專利組合的程

度，綜合來說，除了技術生命週期之外都是正向指標，即計算出來的數值越大越正面，而技術

生命週期為一負向指標，當數值越大代表創新速度越慢，即越為負面。 

130 即時影響力係數：該公司專利被後來專利引證的次數，一般而言，如果引證次數高，代表該

公司技術越為基礎以及領先。 

131 技術力量 ＝ 專利數目 X 現時影響力指數，評估該公司專利組合的力量。 

132 技術生命週期：一家公司之專利所引證的專利年齡中位數，如果 TCT 較低，代表此為較新的

技術，而且創新速度快，TCT 會因技術的不同而有所不同，相對熱門的技術例如電子會有較短

的生命週期，如 5 年，而造船等技術可能 TCT 長達 1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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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並沒有從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的角度觀察專利、產品、地區、公司等

等的相關靜態佈局資訊，也缺乏專利本身的授權、訴訟、移轉、作價投資等等

的相關動態資訊，唯有與公司營收有著部份連結，既然不能從產業多個面向的

角度去評量專利價值，僅以專利數量作為計算公式的定量分析，這樣的評量結

果勢必與產業事實有所差距。 

 

三、依賴專利分類 

現有及過去事專利檢索的方法，常都是以 IPC 作為擴大或是限縮檢索條件

的標準，且以 IPC 作為檢索結果的衡量標準，但是過分依賴專利分類號有幾個

缺點如下： 

（一）分類號更新速度慢 

IPC 更新速度較慢，而技術進步速度太快，且過去的專利資料未能隨新的

IPC 分類標準來更新，容易造成檢索結果漏失或是混入過多雜訊；因此以 IPC

的分類號作為專利檢索為主的對於專利分析的結果，恐失精確。 

（二）分類號不確定因素 

由於專利所屬的分類號取決於各國專利審查員之主觀客觀認定後給定，存

在人為的不確定因素，即使是有著相同國際優先權的專利家族在不同國家的專

利說明書中，也可能出現不同的專利分類號，因此，以分類號作為檢索條件的

主要因素可能出現檢索結果不完整。 

（三）看不到產業結構、產品結構、技術結構 

不管專利地圖中的管理圖還是技術圖，根據這些分類號所作的統計分析圖

表看不到技術結構、產品結構、產業鏈、價值鏈，過去的系統找的到資料，可

是這些過度依賴專利分類號的檢索與分析方法都是結果不夠精確的原因，IPC

的分類與實際上產業的分類和結構並不吻合，反倒是 UPC 較符合產業的分類和

結構，但是 UPC 也只能侷限在美國專利的限制。 

 

四、專利導出市場 

利用專利檢索的數量統計分析圖表解讀、詮釋成特定專利或技術擁有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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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趨勢有何根據？檢索結果中的專利組合與其他的專利比較起來有較高的

價值原因為何？這些疑問與迷思在於想僅從專利資訊回推市場資訊，然，未能

連結產業結構、產品結構、技術結構以及專利相關的靜態、動態相關訊息去檢

索的專利不夠客觀，更不夠精確，欲憑藉著片面的專利資訊要用來說明商業行

為的縮影及作營運的決策參考過於武斷，也是不攻自破、難以自圓其說的理論

與方法。 

 

第二節 建議 

 

基於以上結論的四項限制，本論文提出的專利檢索流程與分析方法的觀念

中心歸納為以下五點： 

 

一、資料來源豐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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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為了系統操作效率與回應速度的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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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至少需要專利資料庫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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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令資料庫為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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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二、操作界面整合化 

Delphion 雖然提供非專利資訊的檢索，但是由於需要跳至別的系統操作且

需要額外收費，並未能完整且有系統的蒐集並與專利作連結與整合，Derwent 所

提供的 Web of Science 平台提供了超過八千種以上的電子期刊與專利參考文獻交

互連結與映證，卻未能蒐集關於專利動態的資訊以及其他非專利文獻；因此，

有了豐富的資料來源後，更需要將跨國、跨語文的專利資料整合，專利與非專

利資料不同來源能夠整合在同一系統與界面中，便利操作與蒐集整理資料。 

將因應各種目的的報表填入專利檢索結果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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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作為進階檢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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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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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是太困難的事。 

 

三、檢索流程模組化 

貫穿專利檢索的流程，採取階段完成的步驟，導引使用者依照步驟提示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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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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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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檢索的流程模組化並且以組織記憶貫穿，分析各個產業眾多案件後，又

可將檢索條件、檢索結果模組化，歸類檢索條件中常用、適合的技術形容用

語、上位詞、關鍵字、同義詞、近似詞作為設定檢索條件時的系統自動動態提

示，由於界定範圍的表格以及專利分析的方法表格皆為固定，因此可以將整個

流程的不同步驟拆開分部同時間進行，分別完成時所獲得的檢索或分析可用的

線索在納入分析表格中的檢索條件中、橫軸欄位的動態更改，基於組織記憶的

優點，可以大幅的增進專利檢索的效率與專利分析的客觀性。 

 

四、檢索方法彈性化 

由於專利檢索對於不同需求、不同產業領域時會有很大的差異化，因此，

彈性化的檢索方式方能因應各種狀況，比如，全球找人才時，可從專利中針對

某個產業領域的全球發明人、非專利資訊中找其過去文獻、在哪些公司任職這

些訊息作交互對映，找特定領域專利權人時，除了從界定檢索的範圍這個步驟

中還原產業結構、產品、產值、地區、公司中所找出的專利權人外，為了避免

漏失，也可以直接從技術結構設定檢索條件（只從縱軸下檢索條件，而不設定

橫軸欄位的條件）全部抓回來後檢視該些專利中是否有某些專利權人並非經濟

規模大的企業，而是個人或規模較小的專利權人，這些專利權人的資訊又可以

再次利用去監控是否有新創事業經營不善以取得買斷專利、取得授權的談判優

勢。 

過去專利檢索的方法多著墨在技術內容的比較，並未與各種多樣化的營運

機能作連結，無法從專利資訊中跳脫檢索範圍的框架，則檢索結果與應用的範

圍自然會有所限制，也沒辦法使分析的過程客觀化，更遑論利用該些檢索結果

來作為支援決策的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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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析方法客觀化 

專利的重要性與價值高低必須置於某產業之產業結構中連結市場構面之產

品結構及營收結構加以觀察，除此之外尚須輔以其所處技術結構觀察其過去技

術發展軌跡與技術標準在市場上的影響力評估未來發展之走向，對於過去所發

展技術結構上相關技術必須分析所對應專利之專利權人、發明人在何時於哪些

地區佈署專利。藉由上述分析結果，可以協助企業決策，例如是否自行研發或

者透過授權或移轉取得某技術、利用他人佈局缺失或佈局態樣錯誤之情況助於

己方，或者評估他人專利侵權情形規劃年度訴訟，此外可以協助己方選擇智慧

財產態樣並作區域佈署等等，總而言之，可以藉由分析連結企業營運機能交互

運用，使智慧財產發揮最大價值。 

過去的專利檢索與專利地圖缺乏足夠的市場資訊作交叉論證與佐證，欲憑

藉著片面的專利資訊要用來說明商業行為的縮影及作營運的決策參考過於武

斷，也是不攻自破、難以自圓其說的理論與方法；善用非專利資訊和專利資訊

方可根據產業結構中的產業鏈、價值鏈與供應鏈上，在不同國家的政策規定中

去找出分析的標的產品、營收、地區、專利、供應商、客戶、競合公司、人才

多面向的客觀分析；從使用者需求作為專利檢索與分析的出發點，界定完檢索

範圍後所作的專利檢索，再將檢索結果的專利以縱軸、橫軸的不同欄位組合予

以定義，並以與專利相關的非專利資料作交互補充、映證，最後才以群組化的

分析結果同步呈現，不僅使得專利分析豐富化、客觀化，也能夠提供各種營運

機能的參考資訊以支援研發、採購、產銷、人資、投資、法務、稅務、財務的

各種決策。 

 

第三節 後續研究 

 

由於專利對於技術的創造、保護、利用的重要性，但是使用適當的檢索方

法及分析架構對於產、官、學、研不同單位能提供的資訊，透過方便的工具進

行專利檢索，應用實際的方法進行專利分析，將發明與佈署的靜態資訊，授權

與訴訟的動態資訊這些龐大資料轉化成具有結構化、系統化的統計資料，藉以

分析專利權人佈署專利的軌跡，並且提供作為商業決策之參考的分析流程具有

相當的困難度，目前也存在著許多似是而非的方法與理論，這些種種的困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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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了專利檢索與專利分析正確與客觀的重要性。 

快速、正確的專利檢索，搭配上客觀、完整的專利分析，以適當的方法與

流程結合專利與非專利資訊，還原在產業結構中不同玩家在技術、產品如何選

擇區域產銷，如何運用關鍵技術在產業鏈的位置主宰供應鏈的分配，如何操作

價值鏈的技術開發以掌握高度獲利，如何跨國人力調度以及專利佈署因應技術

的流動、財務、租稅、會計的數字變化，專利的重要程度以及箇中奧祕並不在

統計數字的多寡，而是高度商業活動隱藏在其中的縮影，若無法從專利檢索與

分析中觀察並監控技術的靜態軌跡以及其他相關的動態訊息，則無法在決定研

發項目前夕洞燭機先，更遑論技術自主、主動授權及訴訟來將自身的專利作商

業換價各種手段；反之，能夠準確掌控專利訊息的表面意義，以及深入探究其

更深層的活動，不僅可使產、官、言、學各機構對於專利的經營與管理更有效

率，更能從中降低成本、增加獲利。 

在檢討了過去專利檢索系統與分析的方法之後，整理出四項現有問題「專

利數量迷思、數量指標公式、依賴專利分類、專利導出市場」，這些問題嚴重

影響了既有的專利地圖正確性、客觀性與可行性，因此，為了追求專利地圖能

對使用者有著更為實際的幫助，應屏除過去的缺失，以嶄新的觀念與方法進行

專利檢索與分析。 

本論文歸納提出五個革新「資料來源豐富化、操作界面整合化、檢索流程

模組化、檢索方法彈性化、分析方法客觀化」，並且在第四章中提出一套新的

專利檢索的流程與專利分析方法，其中分析方法的報表目前僅展開了一、二階

的橫軸欄位作為拋磚引玉，這些欄位的設計可以根據不同的分析需求有著彈性

的設計空間作自由的運用排列組合，甚至可以展開到三階以上，值得注意的是

並非所有組合在邏輯層次上都具有合理解釋的定義，而這些橫軸欄位可以擺入

專利說明書中的固定欄位或是需要人工解讀的意義。 

在後續的研究中，需要投入大量的資訊科技人才與資源，將多種豐富的專

利與非專利資料庫整合資料格式並定期更新，將使用者界面按照檢索的流程作

逐步的提示，並且貫穿組織記憶與模組化的功能，檢索系統中納入多種不同來

源的資料庫，將使用者界面整合，減少連結到別的系統付費操作，將不同格式

的資料都系統化的儲存為資料倉儲，組織記憶同步化並且模組化；設置專利檢

索流程的步驟提示，可以從頭一路做到尾，也可以拆解成不同的獨立模組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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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串接以達分工加速之效；除了建置一套完整、客觀的檢索與分析系統化，仍

有很大的空間發展，例如可以找出專利在應用上還有哪些可能的使用者需求，

這些需求應該要如何設計分析的方法以及對應的專利與非專利資料作為資料來

源與佐證等等，這些都是可以繼續努力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