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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 為何要找專利資訊? 

• 查詢前有何準備工作？ 

• 專利的「核准」與「公開」有何不同? 

• 專利說明書欄位代碼意義? 

• 有那些協助找尋專利的電子資源? 

• 如何查詢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 

• 如何使用WEBPAT專利資料庫 



專利種類 

• 發明 
– 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專利法第21條) 

– 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20年。(專利法第52條) 

• 新型 
– 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之創作。

(專利法第104條) 

– 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10年。(專利法第114條) 

• 設計 
– 指對物品之全部或部分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

之創作。應用於物品之電腦圖像及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亦申請設計專
利。(專利法第121條) 

– 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12 年屆滿。(專利法第135)  

（專利法，民國 102 年 06 月 11 日修正。）  



為何要找專利資訊 

• 避免重覆研究或侵權  

• 掌握技術發展與趨勢分析 
– 找尋具體的技術 
– 探析技術最新研發情況 
– 預測技術發展  

• 查詢特定專利發明人/申請人 
– 技術能力指標 
– 隱含的經濟價值  

• 了解專利家族 
– 狹義：某專利在不同國家申請 
– 廣義：某專利後續衍生的不同申請案，包括分割案（ Division ）、連

續案（ Continuation ）與部分連續案（ Continuation in Part, CIP ）
等 

– 判斷專利價值，選擇語文專利說明書閱讀，了解該專利在各國專利範圍  
– 可透過歐洲專利局（EPO）Espacenet專利資料庫中INPADOC Patent查詢 



檢索步驟 

• 檢索目的 

• 選擇資料庫 

• 選擇檢索詞彙 

–控制語言 

–自然語言 

• 設定檢索策略 

• 評估與修正檢索結果 

（參考來源：陳達仁。專利檢索與專利分析。） 



查詢前有何準備工作 

• 自然語言（發明的要件或機能） 
– 來自學術期刊 
– 來自博碩士論文 
– 來自學者專家、網路等 

• 控制語言 
– 檢索欄位：公開號、申請號、證書號等 
– 專利分類表：IPC(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國際

專利分類表等 
– 人名、機構名稱、公司等 

• 詞彙變化 
– 同義字的不同拼法、詞類變化、廣義詞、狹義詞 
– 技術未有統一的名稱：同義字、詞性變化、單複數、拼法差異等；

刻意避開Keywords的專利 
– 複雜競爭合作關係：公司名稱各種拼法、子公司/母公司名稱等 

 



http://twpat.tipo.gov.tw 

從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 
使用專利技術名詞中英對照查詢 



檢索詞彙中英文對照可查詢 
「本國專利技術名詞中英對照詞庫查詢系統」 
http://paterm.tipo.gov.tw/IPOTechTerm/do
IPOTechTermIndex.do 



檢索詞彙中英文對照 



http://twpat.tipo.gov.tw 

從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 
使用同義詞查詢 





專利分類表 

• 目的 

–資料組織整理 

–檢索與利用 

–相關判斷 

• 彌補詞彙檢索缺點: 

–不同語言間的檢索障礙 

–所有同義詞必須全部檢索 

–不同專利說明書中對某一用語的解釋不同 



專利分類表 

• 國際通用專利分類表 
– 國際專利分類表IPC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 國際工業設計分類表 

– 無法完全符合所有國家的產業發展狀況 

• 各國專利分類表 
– 符合各國情與需要，便於組織與查詢該國專利 

– 美國專利分類表(2015年改用CPC) 

– 歐洲分類表(2013年改用The Cooperative Patent 
Classification system：CPC) 

– 日本FI/F-Term分類 

– 日本意匠分類 

 

 



國際專利分類表-IPC 

• 全世界採取的統一專利分類號 

• 便於專利文獻的組織、整理與查詢 

• 五階層式架構：部、次部、類、次類、目 



http://twpat.tipo.gov.tw 

從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 
瀏覽國際專利分類表 



按「+」可繼續 
展開瀏覽 



從本國專利技名詞中英對照詞庫查詢系統
瀏覽國際專利分類表 



從智慧財產局 
網頁瀏覽 
專利分類表 

http://www.tipo.gov.tw/mp.asp?mp=1 









國際專利分類表-IPC 



國際專利分類表-IPC 

利用and or 組合查詢類表 



國際專利分類表-IPC 

利用Google patent search 



從相關專利參考專利分類號 



從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 
瀏覽國際工業設計專利分類表 

http://twpat.tipo.gov.tw 



機構、公司名稱 

• 機構、公司名稱各種拼法 

–台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 

– IBM：國際商務機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 子公司/母公司、合併名稱等 



http://twpat.tipo.gov.tw 

從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 
查詢公司同義詞 







擬訂檢索策略 

• 檢索詞彙的邏輯運算關係（and, or ,not） 

• 檢索欄位組合 

• 限縮條件 

–年代、日期 

–分類限縮 

–人名、機構名、公司名等 

（參考來源：宏景智權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2012）。專利資料檢索。） 



文獻滾雪球法 

• 確認數篇與檢索主題相關的專利 

• 利用相關專利中之之專利分類號、發明人、申請人、關鍵
字等作為檢索點 

• 參考引用專利與被引用專利 

專利 

關鍵字 

發明人 

申請人 

分類號 
引用 

被引用 

專利家族 



專利「核准」與「公開」 

• 核准 
– 專利核准後，官方核發專利證書給專利權人（即申
請專利時的專利申請人）並公告專利申請書之申請
專利範圍及圖式部份於專利公報。 

• 公開 
– 公開指發明專利向官方申請，於申請日（有主張優
先權者，為最早優先權日）起18個月後刊登於發明
公開公報，解除保密狀態，公布技術內容。 

– 經公開之發明專利，只是技術內容公開，並非已取
得專利權。  

– 可避免他人重複投入研發，並可因發明技術內容之
公開而有更進一步的研究發展。 



專利已核准 

專利公開，尚未核准 



專利文獻種類 

• 公開公報 
– 專利申請經公開前審查認為無不合規定且無應不予公開之情事者，於申請日（有主張優

先權者，為最早優先權日）起18個月後刊登於公開公報 

• 專利公報 
– 經過實體審查（或形式審查）獲核准審定（或處分），申請人並於該核准審定（或處分）

書送達次日起3個月內，繳交年證費後，公告於專利公報取得專利權 
– 各國專利主管機關對外揭露專利申請內容 
– 各國專利公報刊載項目內容略有差異 
– 大致內容為: 

• 首頁 
• 申請專利範圍 
• 描述 
• 圖式 

• 專利說明書 
– 發明人將其發明技術文字化 
– 詳細敍述專利技術 
– 申請專利時必備文件之一 
– 內容與專利公報重複但較詳細 



專利說明書欄位代碼 

• INID專利書目識別碼(Internationally 
Agreed Number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Bibliographic Data) 

• 二位數字組成，辨識專利公報之書目資料
項目 



專利說明書欄位代碼 

• [20] 專利申請登記項目 
– (21) 申請號 

– (22) 申請日期 

• [30] 國際優先權 

• [40] 公開日期 

• [50] 技術資料 

• [60] 與申請有關之法律文件 

• [70] 人事項目 

• [80] 有關國際條約之資料識別 



專利說明書欄位代碼 
[40] Date(s) of making available of the public 公開日期 

(41) 
Date of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by viewing, copying on request, an unexamined 
patentdocument, on which no grant has taken place on or before the said date 

未經審查尚未獲准專利的說明書提供
公眾閱覽或複印的日期 

(42) 
Date of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by viewing, copying on request, an examined 
patentdocument, on which no grant has taken place on or before the said date 

經審查但尚未獲准專利的說明書提供
公眾閱覽或複印的日期 

(43) 
Date of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by printing or similar process of an unexamined 
patentdocument, on which no grant has taken place on or before the said date/ Date of 
publication of application 

未經審查專利之出版日期(公開日) /審
查請求日 

(44) 
 Date of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by printing or similar process of an examined 
patentdocument, on which grant has taken place on or before the said date 

經審查未獲權之出版日期 

(45) 
Date of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by printing or similar process of an examined 
patentdocument on which grant has taken place on or before the said date/ Date of Patent 

獲准專利說明書提供公眾用覽或複製
的日期(專利公告日) 

(46) Date of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the  claim(s) only of a patent document 僅有申請專利範圍的出版日期 

(47) 
Date of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by viewing, or copying on request, a patent document on 
which grant has taken place on or before the said date 

獲准專利說明書提供公眾閱覽或複製
的日期 

(資料來源：http://www.sdr.ebiz.tw/Patent/Patent_Searching/PS_20.htm) 



專利說明書欄位代碼 
[50] Technical Information 技術資料 

(51)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or, in the case of a design patent, as referred to in subparagraph 4(c) 
of this Recommendation,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for Industrial Designs 

國際專利分類號 

(52) Domestic or national Classification 本國專利分類 

(53) Univer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 國際十進分類法 

(54) Title of the invention 專利名稱 

(55) Keywords 關鍵詞 

(56) List of prior art document, if separate from descriptive text or References Cites 先前技術文件明細 

(57) Abstract or claim 發明摘要或申請專利範圍 

(58) Field of search 專利檢索範圍 



專利說明書欄位代碼 

[70] Identification of parties concerned with the patent or SPC. 人事項目 

(71) Name(s) of applicant(s)/Applicant 專利權人/申請人 

(72) Name(s) of inventor(s) if known to be such/Inventor 專利權人/發明人(地址) 

(73) Name(s) of grantee(s), holder(s),assignee(s), or owner(s) 受讓人 

(74) Name(s) of attorney(s) agent(s) 專利代理人 

(75) Name(s) of inventors who is (are) also applicant(s) 發明人兼申請人 

(76) 
Name(s) of inventors who is (are) also applicant(s) 
and grantee(s). 

發明人兼申請人及受讓人 



專利說明書欄位代碼 

（資料來源：陳省三(2011)。專利說明書與專利家族。） 



專利識別碼 

專利公報日 

專利識別碼 

22專利申請日 

21專利識別碼 

73專利權受讓人 

75專利發明人 

54發明名稱 

12公告型態 



協助找尋專利的電子資源 















財團法人專利檢索中心 
http://www.psc.org.tw/pscwebsource.htm 

http://www.psc.org.tw/pscwebsource.htm


財團法人亞太智慧財產權發展基金會
http://www.apipa.org.tw/  





智慧財產培訓學院 https://www.tipa.org.tw/p1.asp 

智慧財產人員 
培訓課程與能力認證 



專利資料庫 

• Google patent search:網址連結 

• 各國專利官方網站 
– 臺灣(TIPO)：官網連結 | 使用教學 

– 美國(USPTO)：官網連結 | 使用教學 | 應用實例 

– 日本(JPO)：官網連結 | 使用教學 

– 歐洲(EPO)：官網連結 | 使用教學 

– 中國(SIPO)：官網連結 | 使用教學 

– 韓國(KIPRIS)：官網連結 | 使用教學 

– 世界 (WIPO)：官網連結 | 使用教學 （包含PCT、Argentina、Bahrain、Brazil、Canada、Chile、China、
Colombia、Costa Rica、Cuba、Dominican Rep. 、Ecuador、Egypt、El Salvador、Estonia、Guatemala、Honduras、
Israel、Japan、Jordan、Kenya、Mexico、Morocco、Nicaragua、Panama、Peru、Republic of Korea、Russian 
Federation、Russian Federation (USSR data) 、Singapore、South Africa、Spain、United Arab Emirate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Uruguay、Viet Nam、ARIPO、European Patent Office等） 
 

• 廠商專利資料庫 
– Scopus：cross-searches 24 million patents from five patent offices (US 

Patent & Trademark Offic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Japan Patent Offic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and the UK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 WEBPAT 
 

https://www.google.com/?tbm=pts
http://twpat.tipo.gov.tw/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132
http://patft.uspto.gov/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535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710
http://www.ipdl.inpit.go.jp/homepg_e.ipdl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417
http://worldwide.espacenet.com/?locale=en_EP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960
http://www.sipo.gov.cn/zljs/
http://www.sipo.gov.cn/zljs/sysm/200804/t20080423_391083.html
http://eng.kipris.or.kr/enghome/main.jsp
http://www.kipris.or.kr/enghome/guideMaina.do
http://patentscope.wipo.int/search/en/search.jsf
http://www.wipo.int/freepublications/en/patents/434/wipo_pub_l434_08.pdf


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建置專利說明書之全文資料庫，提
供的中華民國專利資料查詢系統 

• 資料庫特色 

– 免費提供1940以後中華民國專利檢索 

– 提供專利案件狀態資料查詢，如：申請案件狀態及權利異動 

• 資料庫檢索 

– 分類瀏覽可快速依IPC分類號樹狀展開 

– 簡易、進階、布林、表格式等多種方式搜尋 



http://twpat.tipo.gov.tw 

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 











http://twpat.tipo.gov.tw 

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 



輸入查詢詞彙： 口罩 and 過濾 









專利種類 

• 發明 
– 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專利法第21條) 

– 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20年。(專利法第52條) 

• 新型 
– 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之創作。

(專利法第104條) 

– 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10年。(專利法第114條) 

• 設計 
– 指對物品之全部或部分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

之創作。應用於物品之電腦圖像及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亦申請設計專
利。(專利法第121條) 

– 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12 年屆滿。(專利法第135)  

（專利法，民國 102 年 06 月 11 日修正。）  



按下檢索結果的序號可閱覽與下載全文 















完整專利全文瀏覽 
與下載PDF檔 



完整公開全文瀏覽 
與下載PDF檔 





可利用複製內文方式至其他 
文書處理軟體進行編輯 



查看專利家族，連結至歐洲專利資料庫 



進一步查看 



從各國的專利申請 
了其其專利布局 



可參考國際專利分類號 , 以A62B 9/06查詢 

證書號是 I435741 





可再參考其所參考之專利資料 



登入個人E mail與密碼可享免費個人化服務 



資料庫新增時，以e-mail 
傳送符合檢索條件之新增
案件。 





檢索條件查詢 

系統設定之專題，勾選按確定，
或按“轉存個人專題”，資料
庫新增時，以e-mail傳送符合
檢索條件之新增案件。 





在進階檢索下, 以”申請人”查詢”國立臺
灣大學“, 共查得868筆 









在布林檢索下, 以”專利權人”查詢”國立
臺灣大學“, 共查得896筆 



在檢索歷史下, 以組合檢索方式用”not”去除重覆部份 

後檢索的排前面 





”國立臺灣大學”出現在申請人地址中， 
而非”國立臺灣大學”為申請人。 









著錄名稱不一致影響檢索結果 





((IC=B82B-001/00) OR (IC=B82B-003/00) OR 
(IC=H01F-010/32) OR (IC=H01F-041/30)) AND 
(奈米 [-5,5] 材料 OR 奈米 [-5,5] 粒子 OR 奈
米 [-5,5] 碳管 OR 奈米 [-5,5] 薄膜)@TI,AB,CL 

「奈米」在「材料」 
之前與之後5個字  

查詢有關奈米材料，如奈米粒子、奈米碳管、
奈米薄膜、奈米塊材等之應用 

在欄位「專利名稱」「摘要」 
「專利範圍」內查詢 



檢索結果 



檢索分類IPC可輸入下列 5種格式：
H01L21/18、H01L021/18、H01L 21/18、
H01L-21/18、H01L-021/18 





檢索結果滙出方法 



勾選後，才會出現“資料輸出”。 













圖書館專利電子資源 





WEBPAT專利資料庫內容 

• 臺灣 
– 核准 
– 公開 

• 美國 
– 核准 
– 公開 

• 歐盟 
– 核准 
– 公開 

• 日本 
– 核准 (全部日文) 
– 公開（全部日文） 
– PAJ（有英文名稱與英文摘要） 

• 中國 
• 世界（無全文） 

– WIPO世界知識產權組織所收錄專利範圍 





加值服務 

• 批次下載全文：透過「WebpatGrabber」程式，可
批次下載專利全文。 

• 批次匯出書目資料：可將專利文獻的書目資料匯出，
並轉入 EndNote 中，方便個人文獻管理以及於論
文中引用。  

• 引用關係：透過引證資料，掌握此專利又被哪些專
利所引用，以獲得更多相關專利並追蹤技術發展。 

• 專利家族：掌握此專利在其他國家申請專利的狀況。 

• 年費繳交與轉讓：掌握此專利目前的所有權機構。 



查詢WEBPAT專利資料庫 

• 輔助性檢索 
– 申請人 

– 發明人 

– IPC國際專利分類號 
• 全球共用 

• 五階階層分類結構，分部（Section）、類(Class)、次
類(Subclass)、目(Group)、次目（Subgroup）五階 

• 有助檢索但不能成為專利檢索條件之全部依據 

– UPC美國專利分類號 
• 二階階層，主類 (class) 與次類 (subclass)，分別以
數字表示並以左斜線分隔 



查詢WEBPAT專利資料庫 

• 檢索結果 

–條列 

–列表 

–圖文 

• 英文技術術詞彙探勘 

• 美國公司縮寫名稱權威控制 

• 專利全文批次下載-WebpatGrabber 







Webpat與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 
檢索欄位略有不同 



Webpat與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 
檢索欄位略有不同 





輔助性檢索 



輔助性檢索 















在檢索結果中再限縮檢索 











按”加入”自動帶入 



以國際專利分類號”H01L 51/5”查詢結果 



使用詞彙檢索 



自動提示台灣公開(申請中) 
有30筆 



Webpat呈現專利相關資訊 





專利書目與說明書下載 

• 單筆下載 

• 多筆批次下載 

 



在檢索記錄中點選檢索結果的筆數 





列印頁面 







儲存書目檔 



儲存書目檔，編輯
後再滙入EndNote 









專利全文下載需使用其所提供的Webpat Grabber軟體 



分別設不同的檢索國別專利 
的存檔目錄。 





Mark要批次存檔的專利， 
按右鍵 ，按Start 。 
若無法順利存檔， 
按Download again 





專利全文下載需使用 
Webpat Grabber軟體 



下載Webpat Grabber軟體 
解壓縮後安裝 



“整合檢索”可一次查詢多個專利資料庫 



















課程回顧 

• 查詢專利目的 
– 避免重覆研究或侵權 
– 掌握技術發展與趨勢分析 
– 查詢特定專利發明人/讓受人 
– 了解專利家族 

• 查詢前準備工作 
– 檢索詞彙 
– 檢索策略 

• 專利公開與核准 
– 核准－核發專利證書 
– 公開－申請滿18個月但仍在審查中 

• 看懂專利說明書 
• 協助找尋專利的電子資源 
• 查詢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 
• 查詢WEBPAT專利資料庫 



課程投影片 

• http://www.lib.ntu.edu.tw/HELP 

• 首頁>服務項目>圖書館利用講習>HELP講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