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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資策會專利研發成果分布領域 

主題式專利組合介紹 

經濟部科專研發成果運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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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策會專利研發成果分布領域 

主題式專利組合介紹 

經濟部科專研發成果運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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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領域 



技術領域（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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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領域 件數 比例 

  無線網路通訊系統 560 24.8% 

  電子數位資料處理 534 23.6% 

  多媒體 276 12.2% 

  環境感知與控制 199 8.8% 

  嵌入式系統 178 7.9% 

  雲端運算系統  136 6.0% 

  資訊安全 134 5.9% 

  有線網路通訊系統 96 4.2% 

  車載資通訊 88 3.9% 

  無線射頻辨識 14 0.6% 

  其他  47 2.1% 

  共11大類，2262件 100% 

至106年1月4日止 



應用領域 

資訊通訊設備(957件) 

通訊協定(103件) 創新網路服務(491件) 

科技化服務(516件) 

節能科技(151件) 
其他(4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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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6年1月4日止 



資策會專利研發成果分布領域 

主題式專利組合介紹 

經濟部科專研發成果運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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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式專利組合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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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處 

大數據所 創研所 

資安所 

智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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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無線通訊專利組合 

LTE/WiFi 
異質網路整合 

小型基地台
無線通訊 

裝置對裝置 
直接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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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聯網無線通訊專利組合 

行車偵測與輔助 
 

停車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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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雲端運算專利組合 

雲端桌面系統 虛擬主機管理 

巨量資料應用 雲端儲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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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演算 

處理技術 

應用平台 

軟體技術 

智慧行動商務技術專利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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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機械智慧服務技術專利組合 

精密機械智
慧服務技術 

遠端監控技術 

機台診斷技術 

機台資料排程/處理技術 

1 

感測器資料擷取/處理技術 

用電量預測與最佳化技術 

2 

3 

4 

5 

資料建立模型與模擬 

契約容量預測與最佳化技術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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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誌分析法的資安管理技術專利組合 

行動裝置安全技術 

日誌分析法
的資安管理

技術 

資料安全處理技術 

安全事件管理技術 

入侵偵測技術 

資料安全防護技術 

應用層弱點掃描技術 



資策會專利研發成果分布領域 

主題式專利組合介紹 

經濟部科專研發成果運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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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科專研發成果運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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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模式 

原則： 
• 供我國研究機構或企業在我國管轄區域內製造或

使用為優先 
例外： 
• 不影響我國整體產業及技術發展 
• 經濟部核准者 

須經濟部核准： 
• 授權對象或區域屬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或 
• 屬本部產業主管機關公告有影響我國產業競爭優勢

之虞者 
不須經濟部核准： 
• 申請科技計畫時已規劃其為達成計畫目標所必須之

成果運用方式，並經經濟部審查計畫通過者 

得有償或無償讓與 
• 公益之目的或為促進整體產業發展、

提升研發成果運用效益，且 
• 經濟部核准後 
• 得將研發成果有償或無償讓與其他研

究機構或企業 

※ 依據《經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16、18之規範 



專利/商標成果運用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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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法律研究所 
會務法律中心  智財經營組 

聯絡人 
 
鄭凱宇  組長          TEL ： 02-6631-1069  
                                Email：kaiyucheng@iii.org.tw  
 
徐嫚謙  正工程師  TEL ： 02-6631-1089  
                                Email ：musehsu@iii.org.tw  

mailto:kaiyucheng@iii.org.tw
mailto:musehsu@iii.org.tw


18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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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對裝置直接通訊專利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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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國別 

使用者設備及其裝置對裝置通訊選擇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直接通信系統及其通信連接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直接通訊系統及其探索互動方法 中華民國、美國 

移動裝置、基站、直接通訊系統及其功率控制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韓國 

基站、裝置對裝置使用者裝置及其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直接通訊網絡裝置及其直接連接建立方法 大陸地區 

直接通訊系統及其通訊資源排程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用於一無線通訊系統的裝置對裝置使用者裝置及其資源排程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用於一無線通訊系統的基站及裝置對裝置使用者裝置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歐盟 

裝置對裝置使用者裝置及基站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歐盟 

直接通訊系統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 

傳送端直接通信裝置、接收端直接通信裝置及其通信路徑切換方
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無演進封包核心直接通訊系統及其通訊連接方法 中華民國、美國 



小型基地台無線通訊專利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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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國別 

通訊系統及其通訊方法 中華民國、美國 

用於動態調整小型蜂巢基站功率的控制裝置及其控制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資源分配裝置及資源分配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微型基站及其通訊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微型基地台、微型基地台閘道器及其存取拒絕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Method for Reducing the Handover Frequency by a Femto 
Gateway in Femtocell Networks 

美國 

網絡系統、微型基地台、微型基地台管理裝置及資源分配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英國 

微型基站及網路資源分配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歐盟 

基地台、微型基地台及其換手監視方法 中華民國、美國 

用於巢狀式網路之中央控制設備及其資源分配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加拿大 

使用者裝置、小型基站及其運作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LTE/WiFi異質網路專利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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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國別 

資源分配裝置及資源分配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無線裝置、基地台及其通信控制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歐盟 

無線通信系統及其認證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基站及其換手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具有同相-正交不平衡補償的接收機及其同相-正交不平衡補償方
法 

中華民國、美國 

分時多工正交分頻多工分布式天線系統、基地台及遠端存取組件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網路站台功率調整裝置及其功率調整方法 中華民國、美國 

WIRELESS APPARATUS, BASE STATION AND UPLINK 
CONTENTION METHOD THEREOF 

美國、歐盟 
 

無線通訊裝置、其標頭壓縮方法及其標頭解壓縮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歐盟 

移動台、接入台、閘道裝置、基站及其握手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訊號修正裝置、訊號修正方法及其電腦程式產品 中華民國、美國 

異質網路行動通訊設備量測系統、方法及其記錄媒體 中華民國、美國 

SYSTEM AND METHOD FOR DATA COMMUNICATION 
HANDOFF ACROSS HETEROGENEOUS WIRELESS 
NETWORKS 

美國 

跨IP網域之無線網路漫遊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LTE/WiFi異質網路專利組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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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國別 

資源分配裝置及資源分配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無線裝置、基地台及其通信控制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歐盟 

無線通信系統及其認證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基站及其換手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具有同相-正交不平衡補償的接收機及其同相-正交不平衡補償方
法 

中華民國、美國 

分時多工正交分頻多工分布式天線系統、基地台及遠端存取組件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網路站台功率調整裝置及其功率調整方法 中華民國、美國 

WIRELESS APPARATUS, BASE STATION AND UPLINK 
CONTENTION METHOD THEREOF 

美國、歐盟 
 

無線通訊裝置、其標頭壓縮方法及其標頭解壓縮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歐盟 

移動台、接入台、閘道裝置、基站及其握手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訊號修正裝置、訊號修正方法及其電腦程式產品 中華民國、美國 

異質網路行動通訊設備量測系統、方法及其記錄媒體 中華民國、美國 

SYSTEM AND METHOD FOR DATA COMMUNICATION 
HANDOFF ACROSS HETEROGENEOUS WIRELESS 
NETWORKS 

美國 

跨IP網域之無線網路漫遊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24 

行車偵測與輔助專利組合 

專利名稱 國別 

用於車載隨意網路系統的傳輸控制方法以及通訊裝置 中華民國、美國 

用於一無線網路之資料中繼行動裝置、方法及其電腦程式產品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監測車輛行徑的行動裝置及其方法與電腦可讀取紀錄媒體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行人偵測系統與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影像處理方法及應用影像處理方法之系統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駕駛輔助方法、應用其之車上裝置以及儲存其之電腦可讀取紀錄
媒體 

中華民國、美國 

訊息轉換裝置、訊息傳輸系統、訊息傳輸方法及其電腦程式產品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服務提供裝置、服務使用裝置、服務傳輸方法及其電腦可讀取記
錄媒體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德國 

藉由即時交通規則判斷資訊進行導航之電子裝置、方法以及儲存
其之電腦可讀取紀錄媒體 

中華民國、美國 

服務提供裝置、服務使用裝置及其服務傳輸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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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定位專利組合 

專利名稱 國別 

車輛引擎狀態偵測裝置及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決定一空間中之一行進方向之方法、裝置及系統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動態分配停車場方法和系統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定位控制方法 中華民國、美國 

封包傳輸系統與用於該封包傳輸系統之封包傳輸方法、封包更新
方法、主控裝置及其電腦程式產品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韓國 

即時定位系統、方法與電腦程式產品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室內定位方法與系統，及電腦程式產品 中華民國、美國 

有效率的建構無線網路環境之定位服務的方法 中華民國、美國 

使用者裝置、行動熱點裝置、後端裝置及其路徑損耗模型資料庫
建立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歐盟 

定位方法及其電子裝置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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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國別 

多用戶共享的網絡儲存服務系統與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維護階層名稱結構之物件分享方法及系統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雲端文件處理方法以及系統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雲端儲存服務下提供以文件為關聯之社群互動方法以及系統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數據同步系統以及數據同步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用於整合行事曆系統及雲端儲存系統的整合設備及其整合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 

用於控制對資源的存取的裝置及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日本 

雲端存儲服務器及其管理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個人服務提供系統、資訊收集分析伺服器及其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伺服器及其共享連結管理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資源共享裝置及其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使用者裝置、雲端服務器及其分享連接辨識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搜尋伺服器、終端裝置及用於分布式網絡的搜尋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日本 

雲端儲存管理專利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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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國別 

資源共享系統與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操作系統處理方法以及系統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智產儲存系統及其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實體機器管理裝置及實體機器管理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虛擬時間控制裝置及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日本 

圖形使用者介面系統及操作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網路分組系統及其網路分組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日本 

用於在虛擬區域網絡中管理雲端裝置的管理伺服器及其管理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日本 

虛擬主機管理專利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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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國別 

整合網路裝置及其服務整合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日本、歐
盟 

應用程序管理網絡裝置及其應用程序管理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提供虛擬桌面的雲系統及於虛擬桌面播放多媒體的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法國 

同步裝置及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位置服務提供系統及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於虛擬桌面開啟文檔的雲系統以及於虛擬桌面開啟文檔的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法國 

雲端桌面系統專利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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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國別 

用於一叢集運算系統的主裝置、從屬裝置及其運算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日本 

整合裝置及其整合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流程模型整合系統的變量定義更改裝置與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數據處理服務器及其數據處理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異質性儲存服務器及其檔案儲存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日本 

巨量資料應用專利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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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名稱 國別 

協商支援系統及方法以及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 中華民國、美國 

專利摘要系統及方法以及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 中華民國、美國 

旅遊湊團系統及方法以及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 中華民國 

競標協商系統及方法以及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 中華民國、美國 

供應鏈規劃資訊的生成方法及其系統 中華民國 

個人資料保密技術 中華民國 

以模糊類神經網路模式實現之資訊擷取系統  中華民國、美國  

可嵌入語意解析之自動分類系統和方法  中華民國 

多維度,多演算法之文件分類方法及系統 中華民國、美國 

組合的類別特徵選取方法 中華民國 

根據常識樹狀標示法計算概念相似度之方法 中華民國 

中文本體庫自動建構系統及方法以及儲存媒體 中華民國 

表格知識探勘系統及方法以及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 中華民國 

資料演算處理技術專利組合 



31 

專利名稱 國別 

資料加密的方法與系統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 

端對端加密系統及方法 中華民國 

查詢語句語意比對之電子資源推薦系統及方法 中華民國 

特徵擷取、資料解密方法以及抄襲文章搜尋的系統與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 

社群訊息處理方法以及裝置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依應用程式之資訊特徵識別行動裝置的方法及其系統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電子商務口碑分析系統、方法和其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行為特徵評估系統與方法及其機器可讀取媒體 中華民國、美國 

網路文章之廣告選擇系統與方法 中華民國、美國 

關鍵詞彙即時擴展方法與系統以及儲存關鍵詞彙即時擴展程式的
電腦可讀寫記錄媒體 

中華民國、美國 

資料演算處理技術專利組合（續） 



32 

專利名稱 國別 

個人化表格動態產生系統及方法以及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 中華民國 

網頁流程之控制方法、系統及儲存執行此方法的電腦程式之儲存
媒體 

中華民國 

以異常特徵為基礎之垃圾郵件過濾系統及方法以及電腦可讀取儲
存媒體 

中華民國 

考量風險之即時派工系統及方法以及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 中華民國 

考量風險之批次派工系統及方法以及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 中華民國 

動態事件媒合的方法與系統 中華民國、美國 

網頁資料顯示之轉換方法、系統以及儲存執行此方法的電腦程式
之儲存媒體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 

智慧型網站資訊擷取系統與方法  中華民國 

工作流程系統及其工作傳送方法  中華民國 

工作流程之工作分派及執行之方法  中華民國 

控制網頁流向之系統  中華民國 

搜尋引擎關鍵字之關聯建立系統及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 

應用平台軟體技術專利組合 



33 

專利名稱 國別 

電子文件轉換裝置及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 

服務整合系統及方法 中華民國 

網路服務語意註冊系統及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 

多重資料來源之可延伸性標記語言文件格式之轉換裝置及方法 中華民國 

非侵入式空間使用管理系統與方法 美國 

線上教學網頁製作之系統及方法 中華民國 

應用介面橋接方法、系統與儲存媒體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 

網頁分頁之系統及方法 中華民國 

結構化訊息之轉換文件管理系統及方法以及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 中華民國 

具文件解譯功能之工作流程自動執行系統及方法以及電腦可讀取
儲存媒體 

中華民國 

適用於資源搜尋的標簽建構方法及系統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 

網路服務管理系統及方法及其機器可讀取媒體 中華民國 

組裝網路服務之系統、介面、方法及其記錄媒體 中華民國 

應用平台軟體技術專利組合（續） 



34 

專利名稱 國別 

概念關聯網路之資料標籤建構方法與系統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日本 

基於資料訊息鏈動態設定資料訊息優先權以發佈資料訊息之方法
與系統 

中華民國、美國 

資源之協同標籤系統及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日本 

訊息處理裝置及其訊息處理方法 中華民國 

資訊處理系統、資訊處理系統方法與其非暫態電腦可讀取紀錄媒
體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日本 

應用平台軟體技術專利組合（續） 



35 

專利名稱 國別 

機台振動訊號過濾方法、裝置及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英國 

工具機耗電量預測系統與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英國 

刀具量測裝置、刀具量測方法及非暫態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診斷裝置及診斷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適用於加工機台之用電量預估系統與用電量預估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技術趨勢預測方法及系統及非暫態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排程系統及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暖機補償系統及方法 中華民國、美國 

防碰撞系統及防碰撞方法 中華民國 

加工參數調整系統及加工參數調整方法 中華民國 

多軸機器手臂及其調整方法 中華民國 

精密機械智慧服務技術專利組合 



36 

專利名稱 國別 

虛擬時間控制裝置、方法及電腦程式產品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日本 

軟體相容性預先檢測方法與其系統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英國 

隨選檢測惡意程式之方法、電子裝置、及使用者介面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機敏資料鑑識方法與使用所述方法的資料外洩防範系統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辨識機敏資料之方法、電子裝置及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日本 

備份方法、環境更新預先檢測方法及其系統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行動裝置及一種適用於行動裝置的監控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英國 

檢測系統及其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軟體測試系統、方法及其非暫態電腦可讀取紀錄媒體 中華民國、美國、英國 

以應用層日誌分析為基礎的資安管理系統及其方法 中華民國、美國、日本 

驗證方法以及驗證系統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檢測系統及檢測方法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攻擊節點偵測裝置、方法及其電腦程式產品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歐盟 

日誌分析法的資安管理技術專利組合 



37 

專利名稱 國別 

資料保護方法與資料保護系統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 

網路攻擊模式之判斷裝置、判斷方法及其電腦程式產品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美國、歐盟 

動態資料遮罩方法以及資料庫系統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 

資訊安全稽核管控系統、方法及其電腦可讀取紀錄媒體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 

電子數位資料匿篩裝置、方法及其電腦可讀取紀錄媒體 日本 

網域追蹤方法與系統及其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 中華民國 

日誌分析法的資安管理技術專利組合（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