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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研究成果國際專利申請表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Invention Disclosure Form 

（International Patent Application） 
表號 Docket Number:              

（由研究發展處填寫 To be filled by Division of R&D）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Application Date 

修正日期：   年   月   日               簽章（如經審查須修者請修正後填本欄） 

Revision Date                                                 Signature（Fill this column only after a revision） 

 

一、中華民國專利申請名稱、日期、案號 Title of Invention/Date of Taiwan patent application/Application Number 

申請中華民國專利中/英文名稱 Title of Invention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申請日期 Date of Taiwan Patent Application：                               

申請案號 Taiwan Patent Application Number： 

 

二、國際專利申請人 Applicant 

姓名： 

Name： 

所屬單位： 

Affiliation： 

職稱 Professional Title： 

 

聯絡電話 Telephone Number： 

 

三、本發明之經費來源 Funding Sources 

計劃名稱 

Title of Research 

Project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計畫編號 

Project Number 

 計畫期間 

Duration of research  

Period   

 

資助單位 

Funding Agency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如果本發明全部或部分歸屬國科會補助計畫，請附「經費核定清單」影本一份予研究發展處存查 

If this invention was partially or fully supported by NSC projects, please attach a copy of grant project 

list 

計劃金額 

Project Grant  
 新台幣                                      元 NT dol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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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權利歸屬 

Research result rights 

attribution 

■本校  科技部  農委會  其他___________ 

共有單位__________（持有比例___%）(若從未約定比例者，免填比例) 

＊如研究成果與其他單位共有者，請檢具該單位委託執行計畫之合約書或具法律效益之相關文件。 

 

四、專利類別 Patent Type 

□ 發明 Invention □ 新型 New Model □設計 design 

 

五、申請國家 Applied Country 

國家 

County 

 

□ 美    國 U.S.A.         □ 日    本 Japan 

□ 歐    盟 European Union  □ 其他地區 Other Area _____________  

 

六、申請說明 Description of Application 

項目 Item 說      明 Description 

1.申請必要性 

Necessity of Application 

 

2.以往授權實績 

Past Licensees 

 

3.技術授權可能性 

Possibility of Technology 

Transfer 

 

4.已發表論文或期刊刊登 

Published Theses/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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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Attachments：中華民國專利說明書（研發處提供）、期刊、以往技轉實蹟等相

關佐證資料 

 

八、發明人(或創作人)專利費用分攤協議 Inventor’s patent expenses share in agreement 

經本研發成果所衍生之相關權益義務，將依「國立高雄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

轉管理辦法」辦理。請發明人(或創作人)自行決定專利申請費用分攤比率方案(共有 A、

B、C三種，請擇一)，日後有關發明人(或創作人)專利申請費用分攤及權益收入分配，

將依此協議辦理。 

The related rights and obligation from this invention shall follow Pertinent Regulation of the NUK. The inventor shall decide the 

patent expense, and the ratio of Royalty income from the one of the following choices (see table below). Inventor’s patent expense and 

Royalty income will follow this agreement. 

專利費用

分攤比率

方案 

Selection of 

Patent 

Expenses and 

Royalty ratio 

專利申請費用分攤 Patent Expenses (%) 權益收入分配比例 Royalty income(%) 

校方 

(University) 

發明人

(或創作

人) 

(Inventor) 

院系所 

(College, 

Department) 

校方 

(University) 

發明人

(或創作

人) 

(Inventor) 

院系所 

(College, 

Department) 

A 55%  40%  5% 30% 65% 5% 

B 35%  60%  5% 20% 75% 5% 

C 0%  95%  5% 10% 85% 5% 

 

本案經所有發明人(或創作人)一致同意選擇____案為專利費用分攤比率辦理。 

All of the inventers agree with selection __________as patent share ratio. 

                

             專利申請人(Representative Inventor)：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signature) 

                                         _____年(year)_____月(month)_____日(day) 

 

十五、同意條款 

1.同意以「國立高雄大學」列為上述發明在專利申請國家之所有權人。 

(By signing, the inventors hereby agree to assign ownership in the above invention and it’s patents t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in the nations where the patents is applied) 

2.同意將來若有智財收益分配於發明人(或創作人)的部份，由專利申請人代為通知

研究發展處其它發明人(或創作人)之分配比例。 

3.上述資料之技術內容確為發明人(或創作人)之創作研發，其智慧財產權非歸屬或

涉及或包含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屬，或如有相關情事，已如實充分揭露，若致生

爭議或損害，同意由專利申請人代表出面解決並負擔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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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技術取得專利後，同意校方協助推廣。 

5.同意國立高雄大學為專利申請、維護、核駁答辯、績效統計、推廣行銷之目的，

蒐集、處理、利用本申請表所提供之資料。 

 

發明人(或創作人) Inventor：                   (簽名或蓋章 signature)日期 Date：                 

                                             

發明人(或創作人) Inventor：                   (簽名或蓋章 signature)日期 Date：               

                                       （2 位以上者，請自行複製欄位 Please extend this form if more than two 

inventors.）  

 

 

★請將此表壹式貳份及附件壹式，送至研究發展處。 

(Please send three hard copies of this application and one copy of related documents to Research & Development Office when finished.) 

★專利申請人保證上述資料正確無誤，倘有不實，願受法律之懲罰。 

(The undersigned certifies that the statements herein are true, complete and accurate. The undersigned is aware that any 

false, fictitious, or fraudulent statements or claims may subject them to criminal, civil, or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 

 

專利申請人簽名 Signature：                                         日期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