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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分析  

(一)何謂專利分析 

研發人員透過專利檢索獲得相關專利列表後，若僅

針對專利內容進行逐篇閱讀，顯然未將專利文獻的應用

最有效化。如果能將檢索結果所得專利進一步利用統計

分析產出各式圖表加以運用，除可提供研發人員瞭解技

術發展趨勢，更可提供管理階層作為產品開發策略擬定

之重要參考。綜而言之專利分析主要係針對特定之技術

特徵或技術主題，採取系統化之方法進行專利檢索後之

彙整、分析，最後產出具有關聯性資訊圖表者稱之。專

利分析係將繁雜的專利文獻有系統地加以整理，並透過

統計分析之方法製作便於閱讀與分析之圖表。  

(二)專利分析之應用時機  

以下分別自研發所處階段來瞭解專利分析之應用時

機。  

1.研發前期階段 

若企業正值研發前期，此時要面對的是產業內

已存在的競爭者，以及這些競爭者所布局之主要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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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此外企業內部研發部門正經歷概念激盪期，此

時最必要的工作在於如何落實概念與構想，確認其

是否可行與具有一定之進步程度，因此企業於本階

段應分析這些專利技術的內容與分布，找尋適當的

切入點以確立研發方向。  

2.研發階段 

當企業進入研發階段，著手進行技術研發工

作，此時主要目的為監測產業內各公司取得相關專

利的變化趨勢，因為若遭遇競爭對手研發相似技

術，將會提高專利申請案被核駁機率。因此處於本

階段的企業主要專利分析工作為專利監控，尤其應

包含早期公開專利文獻之分析，透過定期對特定技

術領域進行最新專利分析，瞭解最新專利文獻及競

爭對手的專利布局。  

3.商品化階段 

待企業完成技術研發後並開始著手商品化，此

時企業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將研發成功的技術轉為

具體商品並推入市場，一件具有領先技術的專利不

一定能夠成功商品化，必須搭配市場概況、相關制

度與措施等關鍵影響因素的妥善規劃，縝密而詳細

的規劃可提升技術商品化的成功機率，因此位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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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企業除持續監控競爭對手布局之外，更應加

強對產業現況、資產評估，與相關金融法令與租稅

制度配合分析。  

4.授權／移轉／技術聯盟階段 

在授權／移轉／技術聯盟階段，不管是企業欲

將自有專利授權／移轉出去，或是欲取得他人專利

的授權／移轉，抑或欲與相關技術夥伴組成技術聯

盟等，均需事先確認相關專利於整體技術布局中的

角色定位。因此相關專利分析之應用，主要以技術

關聯分析與技術功效分析為主，加上智慧資產評

估，以瞭解企業擁有智慧資產之真正價值。透過技

術關聯或技術功效分析，則可清楚掌握整體產業技

術布局現況，以及公司自有專利所在落點，藉此可

以得知公司自有專利的潛在授權／移轉對象，以及

公司所需技術之可能專利授權來源，並且在欲成立

技術聯盟時，更能清楚掌控潛在的聯盟成員；而藉

由智慧資產的評估，企業就能以更合理且更有效率

之方式計算其資產價值。  

(三)專利分析的流程  

完成專利檢索後進入專利分析階段，專利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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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分工作項目可同步進行整理如圖1，首先建立技術領

域分類法則，針對重要專利精讀剖析後可進行申請專利

範圍分析，而閱讀重要專利並將其歸入技術領域分類的

同時，可應用專利指標進行國家／機構／領域競爭力分

析及特定技術研發力分析。  

 

圖1 專利分析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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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專利檢索及專利文獻瀏覽篩選後，為進行

特定技術研發力分析，需要建立技術領域分類法

則，從主觀技術領域的角度來觀察技術研發力。在

此所指之技術領域分類法則並非現有之專利分類

（ IPC、USPC、FI／F-term……等），而是專利分

析者依需求主觀建立的分類法則，一般多分為技

術、功效……等不同構面，每一構面亦可細分階層

成為樹狀結構的分類，此一技術領域分類法則建立

後，亦可於後續「重要專利閱讀分類」階段依實際

專利現況彈性調整。因此相同分析主題、相同專利

文獻由不同分析者所建立的分類法則將有所不同。  

2.重要專利精讀剖析 

在建立技術領域分類法則的同時，可對篩選後

的專利文獻再次挑選重要專利進行剖析，並填寫專

利閱讀分析表以達到知識分享與管理之目的，而重

要專利精讀剖析結果亦可根據技術分類法則予以分

類，以進行特定技術研發力分析，或是依需求進行

更詳細的申請專利範圍分析。  

3.重要專利閱讀分類 

完成重要專利精讀剖析後，如要進一步進行特

定技術競爭力分析，則有必要將重要專利根據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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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分類法則予以分類，每一專利於每個分類構面

均應有所屬之分類項。  

4.專利指標應用 

應用專利指標以客觀量化方式評量專利表現，

亦可作為國家／機構／領域競爭力分析以及特定技

術研發力分析的輔助資訊，而專利指標應用的資料

源可以從專利文獻瀏覽篩選的結果來分析，也可以

從重要專利閱讀分類後的結果來進行。  

5.國家／機構／領域競爭力分析 

國家／機構／領域競爭力分析可在完成專利文

獻瀏覽篩選後，即進行整體競爭力的客觀趨勢分

析，亦可接續在完成重要專利閱讀分類後，針對特

定技術領域分類進行客觀趨勢分析。國家／機構／

領域競爭力分析是利用統計與指標分析探討國家／

機構／領域的整體專利技術趨勢，以及在不同技術

領域的表現差異，分析結果代表國家／機構／領域

整體專利技術發展的現象與趨勢。  

6.特定技術研發力分析 

特定技術研發力分析與國家／機構／領域競爭

力分析不同，國家／機構／領域競爭力分析是以客

觀、綜觀角度分析國家／機構／領域的整體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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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特定技術研發力分析則多是針對特定技術主題，

以主觀、微觀角度分析個別技術間的差異。由於特

定技術研發力分析的製作通常多是針對重要專利文

獻來進行，若人力、時間成本允許，針對分析主題

內所有專利文獻進行特定技術研發力分析，將可得

到更完整之技術間差異比較分析。  

7.申請專利範圍分析 

申請專利範圍分析主要鎖定特定專利或產品與

可能侵權專利間的專利權範圍解析與比對，作為可

專利性評估或侵權比對的依據，因此可在重要專利

精讀剖析後進行。  

8.定期更新專利分析資料 

由於技術的發展與時俱進，而專利文獻更是年

年大幅成長，因此不論是專利檢索或專利分析的結

果，僅能代表該檢索／分析時間點所呈現的現象，

一段時間後須重新檢討檢索策略的適切性，以及新

專利的產生與舊專利的失效等重點。為了維持專利

分析的時效性，專利分析者應定期檢討並更新專利

分析資料。  

(四)專利分析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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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數量分析 

利用檢索出來的專利數量資料，針對總專利

數、國家數、專利權人數、發明人數，以及專利分

類號等進行數量統計分析，以掌握分析對象之表現

或目前發展狀況。  

概況分析：藉由統計檢索結果之總專利數、國

家數、專利權人數、發明人數、專利分類數等，來

掌握檢索結果的概略狀況。  

研發力分析：藉由統計國家、專利權人及發明

人之專利數，並以專利數量之多寡初步判別各國  

家／專利權人／發明人之研發力。  

研發陣容分析：藉由統計各國家擁有之專利權

人／發明人數，以及各專利權人擁有之發明人數量

之多寡，用以判別該國家／專利權人之研發陣容。  

專利分類分析：所謂專利分類分析，即是透過

專利分類號，對某一分類號的專利權人、國家或技

術進行分析，藉此瞭解目前相關技術領域之密集或

空白區域，以找出可發展的潛在技術及研發利基。  

2.趨勢分析 

趨勢分析係指將相關專利的專利權人及其所屬

國家或地區等資料，依時間進行的比較及分析，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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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透過統計分析不同對象或技術之專利申請件數、

核准件數、發明人數、專利權人數、各國專利數、

專利分類數等，根據時間軸展開製成適當圖表，以

瞭解分析對象或技術之成長率、歷年變化趨勢或發

展走向。  

歷年概況分析：分年統計專利數、國家數、專

利權人數、發明人數、分類號（ IPC、USPC）數

等，除能掌握檢索結果的概況外，將統計結果繪製

成圖表，亦可檢視歷年技術領域之發展趨勢。  

歷年研發力分析：分年統計國家、專利權人及

發明人之專利數，藉以掌握各國家／專利權人／發

明人之歷年研發力消長情形及趨勢。  

歷年研發陣容分析：分年統計各國家擁有之專

利權人／發明人數，以及各專利權人擁有之發明人

數，以歷年專利數之消長情形判斷各國家／專利權

人之研發陣容。  

歷年專利分類分析：分年統計各專利分類號之

專利數，能夠得知歷年技術之分布領域，進而找出

歷年技術領域分布之趨勢及轉變。  

技術發展趨勢：依據成長模式判斷技術階段，

亦即由專利件數的累積窺知某特定技術的發展趨

勢，藉此預測其處於萌芽期、發展期、成熟期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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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期。  

3.指標分析 

常用之分析指標包括專利被引用次數、優質專

利指標、即時影響指標、技術強度、優質技術強

度、科學連結指標及技術週期指標等。  

專利被引用次數（Times Cited）：被引用係

指某人因各種動機參考他人之專利技術，則被參考

之專利可視為對他人之研發具有影響力，因此被引

用次數愈高，該專利影響力愈大他人引用，他人引

用代表該專利對產業內企業的研發活動影響力較

大，而相對來說，相似技術領域的專利受到研發人

員較多矚目。專利被引用次數又可區分為自我引用

與。  

即時影響指數（Current Impact Index）：衡

量特定企業的專利被引用頻率，相對於母體（可以

是整個產業專利、整個國家專利、亦或整個專利資

料庫）的平均表現，若企業擁有愈多的高被引專

利，則被認為有愈強的技術地位。企業的即時影響

指數計算，為該企業於前五年中，每年專利在今年

度被引用次數除以該年專利數，產出該年度專利的

平均被引用率，本比率再除以母體同時期的平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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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率，產出該年度的相對平均被引用率，作為該

年度專利數的權重，前五年每年專利數乘以該年度

權重後，加總的平均數即為今年度的即時影響指數

值。  

優質專利指數（Essential Patent Index）：一

般認為專利被引用次數愈多，代表其品質可能愈

高，在該技術領域愈具重要地位，然而被引用會受

引用者不同而有所不同，同時引用次數易受年代影

響，年代愈久的專利累積的被引用次數可能愈多，

因此Chen, Lin & Huang（2007）提出優質專利指

數，依據專利被不同引用者的引用情形給予不同的

權數，並且在不同年代的被引用次數也給予不同的

權數，藉此去除引用者差異及年代影響因素。  

技術強度（Technological Strength, TS）：技

術強度象徵專利組合的強度，為專利組合的品質加

權，也就是專利數乘以即時影響指數，由專利品質

影響專利組合的增加或減少。使用技術強度可發現

某一企業擁有較多專利數，但另一家專利品質較佳

的企業可能更具有技術影響力，故技術強度為一同

時兼顧專利質與量的衡量指標，計算方式如下：  

TS即時影響指數(CII)專利數(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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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質 技 術 強 度 （ Essential Technological 

Strength, ETS）：Chen, Lin & Huang（2007）在

提出優質專利指數的同時，亦提出優質技術強度，

以合併即時影響指數及優質專利指數來評比專利品

質表現，而專利數量表現仍採用專利數來評比。將

專利數、即時影響指數及優質專利指數等三者的乘

積作為優質技術強度，為一結合專利數量與專利品

質概念的衡量指標。優質技術強度的計算方式如

下：  

ETS專利數(P)即時影響指數(CII) 

優質專利指數(EPI) 

科學連結（Science Linkage, SL）：科學連結

象徵企業技術的前端程度（ Forefront, Leading 

Edge），為衡量企業專利引用科學文獻及研究出

版品的平均數，可看出企業專利與科學研究間連結

的緊密程度。科學連結即每件專利引用科學文獻之

平均數，也就是專利引用非專利文獻的情形，可用

來瞭解專利與基礎科學之間的關係。科學連結的計

算方式如下：  

專利引用之非專利文獻總數  

專利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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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週 期 指 數（ Technology Cycle Times, 

TCT）：技術週期時間指出技術創新或沒落的速

度，為企業專利與引用早先專利的年份差中位數，

企業較競爭者擁有較短的週期時間，表示其能更快

速從早期技術進展到目前技術。如果技術週期時間

較短，代表該個體是基於較新技術為基礎進行技術

創新。技術週期時間具產業依存性（ Industry 

dependent），即技術週期時間會因技術領域不同

而有所差距，熱門技術的技術週期時間較短，如電

子類技術週期時間約3至4年，而製藥類平均技術週

期時間約為8至9年，造船類技術週期時間可能長達

15年。  

4.引用網絡分析 

引用網絡分析係利用專利文獻之間引用及被引

用之概念，建構出專利的引用關係網絡。以專利權

人之角度來看，專利技術網絡分析能夠將具有技術

合作或技術研發性質類似之專利權人加以群聚，並

掌握特定技術演變趨勢，亦有助於推演專利技術擴

散 情 形 。 例 如 圖 2 為 某 技 術 之 專 利 ， 其 中

Progressive System Technologies、NEC Corporation

與Empak Inc.均引用Fluoroware的專利，則此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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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視為技術高度相關之群體，其不論在技術主

題、研發方向均十分相似，未來應持續追蹤彼此間

研發狀況。  

 

圖2 專利權人引用網絡分析  

5.技術功效矩陣分析 

技術功效矩陣用來分析某主題的專利主要應用

於哪些技術手段，以及其所欲達成之功效。將技術

手段與功效的分布狀況繪製成技術功效魚骨圖如圖

3所示。其中軸線的終點處為主要欲達成之技術功

NIX, Inc.   

  Nikko Kogyo Kabushiki  

Kaisha   

  
NEC Corporation 

  Fluoroware  
Inc.  

  LG. Electronics Inc.  

  

2   

1 

1 

Empak Inc.  

  
Progressive System Technologies  

  Inc.  

1 

1 

2 

2 

Assignee 

Patent 

US6273275 

 

Patent   
US5853214 

Patent   

US5785186 

Cites    

Cites  

Assignee 

  
Assig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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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軸線上各支點為使用之技術手段或功效目的。

將相關技術與功效整理為技術功效魚骨圖之後，再

分別統計出對應各項技術與功效內專利分布件數，

以呈現出特定技術功效的專利數，專利數愈多代表

產業內各公司投入較多研發；專利數愈少代表投入

較少，範例如圖 4所示。透過分析技術功效矩陣

表，可以一目了然各種技術手段的分布與功效，並

且可由統計表瞭解該領域之各種技術手段與功效，

故可作為後續進行技術創新或迴避設計時之資料

源，以支援架構專利網或衍生新的專利。  

 

 

圖3 技術功效魚骨圖  

控制系統 

技術分類 

機構構造 

改變運動方向 

改變設計參數 

利用連桿機構 

利用控制程式 

利用控制器 

末端受動器 

作用力感應 

觸覺感應 

電壓變化感應 

位置感應 

磁場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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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技術功效矩陣圖  

6.專利家族分析 

透過專利家族（Patent Family）資料，能掌握

競爭對手之全球技術布局。所謂專利家族包含兩層

意義：一為某專利申請案在其他國家申請之同一案

件，此集合可稱為專利家族；另一層意義為某專利

申請案後續所衍生之連續案、部分連續案或分割案

等亦可稱為專利家族。由於屬於同一專利家族之專

利案均有高度相關性，因此同時分析特定群組內專

利案件，相較於僅分析單一國家內的特定群組更具

意義；再者由於專利為屬地主義，因此對於評估市

場技術分布，與瞭解特定公司之潛在布局市場甚為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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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家族資料可透過歐洲專利局（ EPO）

Espacenet專利資料庫中的 INPADOC Patent Family

資料取得，例如檢索專利號AT348946後，點選

「INPADOC Patent Family」，則可得知AT348946

號專利共有19件的Family專利，如圖5所示。  

 

 

 

圖5 Espacenet專利家族列表頁面（AT348946）  

7.法律狀態分析 

專利分析中專利案件的法律狀態亦十分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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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狀態分析之目的為取得案件訴訟紀錄、專利權

維護紀錄等，可瞭解某專利案件是否已審核通過、

是否有過舉發、是否有過訴訟案或尚未支付年費等

事件。同時由於專利年費昂貴，若非市場上的確有

此技術需要，企業絕不輕易投入資金維護，因此若

某件專利極具價值，企業必投入巨額資金進行全球

布局並加以維護。此外若專利案件曾遭遇訴訟，顯

示該案可能引起較強勢競爭者的矚目，使對方採取

訴訟進行圍堵策略，而此亦隱含該專利之技術通常

較具競爭力。由於專利維護費高昂且逐期提高，若

非具商業價值之專利，企業將不輕易持續投入專利

維護費用，因此進行法律狀態分析時，可將各項相

關法律狀態資訊，作為評估該專利是否具有競爭力

之評分權重或參考依據。  

8.申請專利範圍分析 

申請專利範圍分析，在技術研發階段，可進行

既有專利文獻的檢索與要件解讀，以瞭解先前技術

背景與其所受保護之法律範圍；在創新提案階段，

對於公司內部所提專利構想書可以進行初步的可專

利性評估；而在專利申請階段遇到答辯、再審查、

訴願或行政訴訟時，均需透過申請專利範圍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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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申覆主張的技術範圍；在專利權獲得後可能遭

遇的舉發與侵權等專利攻防，則可利用申請專利範

圍分析來釐清兩造技術範圍差異，保障自己的權

利。申請專利範圍的解析原則可以從數量詞來拆解

元件、注意從屬連接詞（之、的……）的出現、以

元件標號釐清元件間關係等三個面向來解析。至於

可專利性的判斷原則有新穎性、進步性與產業利用

性的判斷，而侵權鑑定的判斷原則包含了全要件、

均等論與禁反言三個原則。  

(1)檢索報告的使用  

檢索報告在申請專利範圍分析的使用時

機，為對於審查結果有疑義欲進行答辯、再審

查、訴願或行政訴訟時，在臺灣可利用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檢附之「專利申請案檢索報告」所

提供的引用文獻技術內容之相關段落，與對應

的申請案請求項及其關聯性代碼資訊進行申請

專利範圍的分析。  

目前提供專利申請案檢索報告的有臺灣、

歐洲及PCT，歐洲及PCT均可在線上專利資料

庫取得專利案的檢索報告，請參考本書前面專

利資料庫的介紹。臺灣的專利案檢索報告，經

濟部智慧財產局（2007）自2007年1月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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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在「審查意見通知函」或「核准審定書」

檢附「專利申請案檢索報告」之措施，適用於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及新式樣專利，並可於「專

利審查公開資訊查詢系統」檢索及下載。  

專利申請案檢索報告係用以記錄發明專利

申請案審查，記載包含專利案基本資料、檢索

技術領域及資料庫、引用文獻及比對結果等事

項，藉此呈現請求項與引用文獻中關於新穎性

或進步性之關聯比對紀錄（石博文，2007；中

華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的專利檢索報告如圖6，

為審查人員將檢索取得引用文獻所揭示技術內

容之相關段落處，與申請案請求項技術特徵比

對後，依其關聯程度與引用文獻類型，給予

【X、Y、A、D、E、O、P、L】等不同關聯性

代碼。該關聯性代碼之用途與代表意義，類似

於歐洲專利局關聯程度代碼（ Category of 

Documents）及WIPO比對結果代碼（Categories 

Indicating Cited Documents）。然而臺灣對於專

利審查所檢附「檢索報告」中所使用「關聯性

代碼」之代表意義，與歐洲專利局及WIPO有些

許差異，而代碼方面則無歐洲專利局的【T】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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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的【&】兩個代碼。茲將關聯性代碼之意

義說明如下：  

①代碼X：單獨引用即足以否定發明新穎性或

進步性之特別相關的文獻。  

②代碼Y：結合一或多篇其他文獻後足以否定

發明進步性之特別相關的文獻。  

③代碼A：一般技術水準之參考文獻。  

④代碼O：公開使用、販賣或展覽陳列之文

件。  

⑤代碼P：申請日與優先權日間公開之文獻。  

⑥代碼E：申請在前、公開／公告在後之專利

文獻。   

⑦代碼D：說明書已記載之文獻。  

⑧代碼L：其他理由引用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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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臺灣097141178號專利申請案檢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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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的使用  

臺灣新型專利自2004年7月1日起改採形式

審查，並未對專利的新穎性及進步性進行實質

審查，如欲進行臺灣新型專利的申請專利範圍

分析，應先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該專利案

的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如已有技術報告則可直

接下載瀏覽，透過技術報告所揭露的比對結果

及比對結果代碼，作為國內新型專利進行申請

專利範圍分析的根據。  

臺灣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項目如下圖7，其

中「先前技術資料範圍」係審查人員搜尋國內

外專利文獻及刊物之紀錄，提供各請求項「比

對結果」之佐證（黃文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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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中華民國M271132號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