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清華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110.10.7)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 研發成果之權利
歸屬
(第一款無修訂，略)
二、前款所稱「職務上完
成之研發成果」，係指下
列研究發展所獲得之成
果：
(一) 以本校校務基金進行

第二條 研發成果之權利
歸屬
(第一款無修訂，略)
二、前項所稱「職務上完
成之研發成果」，係指下
列研究發展所獲得之成
果：
(一) 以本校校務基金進行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八
條: 「法規條文應分條書
寫，冠以「第某條」字
樣，並得分為項、款、
目。項不冠數字，空二字
書寫，款冠以一、二、三
等數字，目冠以（一）、
（二）、（三）等數字，並

研究發展所獲得之成果。
(二) 由政府機關補助、委
託或出資予本校進行研發
所獲得之成果。
(三) 本校受政府機關以外
單位委託進行研發所獲得
之成果，並依契約約定，
該成果之權利歸屬本校
者。
(四) 發明人或創作人利用
本校資源、本校既有研發

研究發展所獲得之成果。
(二) 由政府機關補助、委
託或出資予本校進行研發
所獲得之成果
(三) 本校受政府機關以
外單位委託進行研發所獲
得之成果，並依契約約
定，該成果之權利歸屬本
校者。
(四) 發明人或創作人利用
本校資源、本校既有研發

應加具標點符號。
前項所定之目再細分者，
冠以１、２、３等數字，
並稱為第某目之１、２、
３。」

成果或於在職期間進行研
發所獲得之成果。
(五) 前目之成果包含著作
權、專利權、專利申請
權、電路布局權及其他智
慧財產權。
三、本校教職員生或聘請
從事研究開發者，欲主張
其發明為非職務上之研發
成果時，應進行下列程

成果或於在職期間進行研
發所獲得之成果。
(五) 前項之成果包含著作
權、專利權、專利申請
權、電路布局權及其他智
慧財產權。
三、本校教職員生或聘請
從事研究開發者，欲主張
其發明為非職務上之研發
成果時，應進行下列程

序：
(一) 於研發成果產出後一
年內以書面通知承辦單
位，並提出未利用本校資
源及本校既有研發成果之
說明及可茲證明之文件，

序：
(一) 於研發成果產出後一
年內以書面通知承辦單
位，並提出未利用本校資
源及本校既有研發成果之
說明及可茲證明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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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告知研發或創作之過 並應告知研發或創作之過
程。
(二) 承辦單位於接到通知
後送請科技權益委員會
(以下簡稱科權會)審查，
並得出具意見。
(三) 如科權會審查後認定
為非職務上發明，發明人
應以專簽連同各級主管認
定簽文及科權會決議呈請
研發長複核，經複核同意

程。
(二) 承辦單位於接到通知
後送請科技權益委員會
(以下簡稱科權會)審查，
並得出具意見。
(三) 如科權會審查後認定
為非職務上發明，發明人
應以專簽連同各級主管認
定簽文及科權會決議呈請
研發長複核，經複核同意

者，即認定屬非職務上所 者，即認定屬非職務上所
產生之研發成果，其研發 產生之研發成果，其研發
成果之權利歸屬該發明
成果之權利歸屬該發明
人；如科權會審查後認定
為職務上發明，發明人得
再出具證明文件，以簽呈
提請科權會再次審議之。
(四) 發明人未於期限內完
成本款第(一)目至第(三)
目程序或經科權會審議認

人；如科權會審查後認定
為職務上發明，發明人得
再出具證明文件，以簽呈
提請科權會再次審議之。
(四) 發明人未於期限內完
成上述程序或經科權會審
議認定為職務上發明者，

定為職務上發明者，其於
任職本校期間之創作或研
發，視為職務上之研發成
果。
(五) 本校承辦單位若於本
款第(一)目書面通知到達
後六個月內，未向該發明
人為反對之表示者，本校
不得主張該研發成果為職
務上研發成果。

其於任職本校期間之創作
或研發，視為職務上之研
發成果。
(五) 本校承辦單位若於本
款第(一)目書面通知到達
後六個月內，未向該發明
人為反對之表示者，本校
不得主張該研發成果為職
務上研發成果。

第四條 科技權益委員 第 四條 科技權益委員 依本校 109 年第 4 次科技
權益委員會(以下簡稱
會之組成與功能
會之組成與功能
一、 為辦理本校研發成 一、 為辦理本校研發成 「科權會」)委員提出之
果管理及運用相關業
果管理及運用相關業 建議，關於科權會執掌之
務，應成立科權會。其
務，應成立科權會。其 事項，[核備]事項應與
職掌如下：
職掌如下：
[備查]事項有別。
(一) 專利申請及技術
(一) 專利申請及技術
經承辦單位檢視現行實
移轉之政策性規
移轉之政策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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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劃；
(二) 專利讓與之備查
(二) 專利讓與之核備
及放棄維護案件
及放棄維護案件
審議；
審議；
(三) 非職務上發明、
(三) 非職務上發明、
爭議性及特殊案
爭議性及特殊案
件之審議；
件之審議；
(四) 制定與修正「國
(四) 制定與修正「國
立清華大學研發
立清華大學研發
成果管理作業要
成果管理作業要
點」、「國立清華
點」、「國立清華
大學研發成果利
大學研發成果利
益迴避管理規範
益迴避管理規範
要點」；
要點」；
(五) 其他相關事宜。
(五) 其他相關事宜。
二、(以下略)
二、(以下略)

務做法及需求後，辦法中

第六條 保密條款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八
條: 「法規條文應分條書
寫，冠以「第某條」字
樣，並得分為項、款、
目。項不冠數字，空二字
書寫，款冠以一、二、三
等數字，目冠以（一）、

第六條 保密條款

(第一款至第三款未修訂， (第一款至第三款未修訂，
略)
略)
四、前二款保密義務之內
容，由承辦單位另訂保密
聲 明 書 或合約範本規範
之。

四、前二項保密義務之內
容，由承辦單位另訂保密
聲明書或合約範本規範
之。

部分事項改為經科權會
[備查(僅知道事實，不須
有所作為)]。

（二）、（三）等數字，並
應加具標點符號。
前項所定之目再細分者，
冠以１、２、３等數字，
並稱為第某目之１、２、
３。」
第十條 專利權之維護與 第十條 專利權之維護與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八
條: 「法規條文應分條書
讓與
讓與
(第一款及第二款未修訂， (第一款及第二款未修訂， 寫，冠以「第某條」字
樣，並得分為項、款、
略)
略)
三、 前款再議之申請，一 三、 前項再議之申請，一 目。項不冠數字，空二字
件專利以一次為限。
(以下未修訂，略)

件專利以一次為限。
(以下未修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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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款冠以一、二、三
等數字，目冠以（一）、
（二）、（三）等數字，並
應加具標點符號。
前項所定之目再細分者，
冠以１、２、３等數字，

並稱為第某目之１、２、
３。」
第 十 一 條專利申請與維 第十一條 專利申請與維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八
條: 「法規條文應分條書
護費用之分配
護費用之分配
寫，冠以「第某條」字
(第一款未修訂，略)
(第一款未修訂，略)
樣，並得分為項、款、
二、接受科技部補助之研 二、接受科技部補助之研
發成果申請專利時，專利 發成果申請專利時，專利 目。項不冠數字，空二字
申 請 費 用得依科技部 相 申請費用得依 科技部 相 書寫，款冠以一、二、三
關 規 定 向科技部 申請補 關規定向 科技部 申請補 等數字，目冠以（一）、
助，不足部份依前款之規 助，不足部份依前項之規 （二）、（三）等數字，並
定辦理。
定辦理。
應加具標點符號。
(以下未修訂，略)
(以下未修訂，略)
前項所定之目再細分者，
冠以１、２、３等數字，
並稱為第某目之１、２、
３。」
第十三條 技術授權與權 第十三條 技術授權與權 承辦單位 受 分配權益收
入非僅用以支應績效獎
益分配
益分配
(第一款至第八款未修訂， (第一款至第八款未修訂， 金，故依現行實際情形調
整。
略)
略)
九、本校承辦單位受分配
之 權 益 收入得 用以統籌
辦理智慧財產管理、技術
推 廣 及 業務有功人員之
績效獎金(須符合自籌收
入業務範疇)。

九、本校承辦單位受分配
之權益收入用以統籌辦
理智慧財產管理、技術推
廣及業務有功人員之績
效獎金(須符合自籌收入
業務範疇)。

依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法規命令之修正、
一、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
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佈 通過，校長核定後公佈實 廢止、停止或恢復適用，
準用訂定程序之規定。」
實施。
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九條 附則

第十九條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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