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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分割申請須知 

壹、 應備文件： 

申請發明專利分割，應備具申請規費、摘要、申請書 1

份、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各 1 份及相關證明文

件影本。  

貳、  申請書：  

一、  分割申請應於原申請案再審查審定前、或原申請

案初審核准審定書送達後 30 日內為之。  

二、  分割案之申請人應與原申請案之申請人同一，如

不同一者，原申請案應辦理專利申請權讓與登記

，或取得原申請案之申請人簽署之申請權讓與證

明文件。  

三、 申請人應簽名或蓋章，如有委任代理人者，得僅由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申請人指定送達代收人者，申請人仍應簽名

或蓋章。 

四、本表請使用正體中文填寫，不得使用簡體字或日、

韓文漢字，並以墨色打字或印刷為之。中文字以新

細明體 14 號字，英文字以 Times New Roman 14 號

字為之。申請人或發明人之姓名或名稱為簡體字或

日、韓漢字，如翻譯為正體字確有困難者，基於尊

重當事人姓名或名稱表示方式，可以使用簡體字或

日、韓漢字；惟發明摘要、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

仍應使用正體中文撰寫，不得使用簡體字或日、韓

漢字。  

五、本表中方格□填表人自行選用，若有方格□所述內

容，請於方格□內為標記。  

六、本表※部分，填表人不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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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發明專利分割，請先填寫原申請案案號。 

八、發明名稱應簡明表示所申請發明之內容，不得冠以

無關文字，有英文者，亦請一併填寫。 

九、申請人應填寫姓名或名稱、ID、住居所或營業所、國籍。 

如為法人、機關、學校者，並應填寫代表人姓名。填寫外

國公司之中文名稱，請於名稱前加註國別名，例如：美商

XXX 股份有限公司、日商 XXX 有限公司、英屬開曼群島

商 XXX 公司等等。大陸地區公司之中文名稱，請於名稱

前加註「大陸商」；香港地區公司之中文名稱，請於名稱

前加註「香港商」；澳門地區公司之中文名稱，請於名稱

前加註「澳門商」。 

ID 欄，請依申請人身分種類填寫： 

(一) 如為本國自然人者，請填寫其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 

(二) 如為本國公司、財團法人、機關、學校者，請填寫

其統一編號（扣繳編號）。 

(三) 如為外國人者，由本局統一編給識別碼。 

十、有多位申請人時，請自行編號依序填寫，如未委任代理人 

或指定送達代收人，請指定其中一人為應受送達人，如未 

指定者，以第一順序申請人為應受送達人。 

十一、申請人(發明人)之外文姓名或名稱以英文書寫為限，並

請以大寫為之。自然人之英文姓名應以姓在前，名在後

之方式書寫。 

十二、發明人應是自然人，如有多位時，請自行編號依序填寫

。 

十三、申請案有委任代理人者，請填寫代理人姓名等資料，並

簽名或蓋章。證書字號欄位，請代理人就所具備專利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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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資格填寫，例如專利師證書字號、專利代理人證書字

號或律師證書字號。有多位代理人時，請自行編號依序

填寫（不得超過 3 人）。本案如有指定送達代收人者，得

以本欄依實際情事修改填寫。 

十四、申請案符合優惠期相關規定者，得於聲明事項方格□內

標記，並載明公開事由、事實發生日期、檢附證

明文件。  

十五、依專利法第 34 條第 3 項規定，分割後之申請案

，仍以原申請案之申請日為申請日；如有優先權

者，仍得主張優先權。考量申請人於原申請案如

有主張優先權者，分割後之申請案亦多會援用原

申請案之優先權主張，故如申請人不援用者，請

於聲明事項方格□本申請不援用原申請案之優先權主

張內為標記，如未標記者，表示援用原申請案之

優先權主張，以確保申請人之權益。  

十六、原申請案如屬於生物材料或利用生物材料之發明專利，

其分割後之申請案，亦屬於生物材料或利用生物材料

之發明專利者，請於聲明事項方格□本申請援用原申請

案之生物材料主張內為標記，並檢送生物材料寄存

證明文件。 

十七、申請發明專利分割規費，每件新台幣 3500 元整。 

十八、申請實體審查或再審查規費，摘要、說明書、申請專利

範圍及圖式合計在 50 頁以下，且申請專利範圍之請求項

合計在 10 項以內者，每件新台幣 7000 元；請求項超過

10 項者，每項加收新台幣 800 元；摘要、說明書、申請

專利範圍及圖式超過 50 頁者，每 50 頁加收新台幣 500

元；其不足 50 頁者，以 50 頁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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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本案未附英文說明書，但所檢附之申請書中發明名稱、

申請人姓名或名稱、發明人姓名及摘要已同時附有英文

翻譯者，可減收申請規費新台幣 800 元。 

二十、申請人如同時檢附中文摘要、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 

圖式者，請載明摘要、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圖式頁

數及合計頁數；申請專利範圍之請求項數及圖式圖數

。 

二十一、申請人應按實際附送之書件，於方格□內標記。  

二十二、申請專利以外文本先行提出者，請於「六、外

文本種類及頁數」一欄依所提出之外文語文種

類勾選，並載明外文摘要、說明書、申請專利

範圍及圖式之頁數。  

參、發明專利之摘要、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 

一、 發明專利之摘要、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應使用正

體中文撰寫，不得使用簡體字或日、韓文漢字，並

以墨色打字或印刷為之。如為科學名詞之譯名經國

家教育研究院編譯者，應以該譯名為原則；未經編

譯或專利專責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通知申請人附註

外文原名。  

二、申請發明專利分割，請先填寫原申請案號。 

三、 發明專利之摘要、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其版面

設定為 A4 直式，長度為 29.7cm、寬度為 21 cm。

撰寫以新細明體 14 號字體、直式橫書、由左至右

為之，每頁應於四邊各保留 2 公分之空白，並將摘

要、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各部分分頁獨立自第 1

頁起依序編碼。  

四、發明專利之摘要、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圖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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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申請專利技術之文件，不宜填寫與技術無關之  

文字或符號。申請人或代理人如有編寫內部管理案  

號之必要者，應縮小字體置於頁面左下角。  

五、摘要，應簡要敘明發明所揭露之內容，並以所欲解決之問

題、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以及主要用途為限，字數以不超

過 250 字為原則；有化學式者，應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

之化學式。摘要不得記載商業性宣傳用語。如有英文摘要

，請按中文摘要翻譯。 

六、指定代表圖，請指定最能代表該發明技術特徵之圖式為 

代表圖，並列出其主要符號，簡要加以說明。若無代 

表該發明技術特徵之圖式為代表者，請載明「無」。 

七、說明書得於各段落前，以置於中括號內之連續 4 位

數之阿拉伯數字編號依序排列，如【 0001】、【0002 

】、【0003】…等，以明確識別每一段落，其中【圖

式簡單說明】及【符號說明】二項僅須各以一段落

編號為之 (請詳參範例 )。本局所提供下載之說明書

空白書表已預設段落編號格式，每段落繕打完畢後

，按一次「Enter↵」鍵，即可自動換段並產生下一

個段落編號；如按「Shift」+「Enter↵」，僅可換行

，不會自動產生下一個段落編號，例如，在繕打【

圖式簡單說明】時，依規定各圖之簡單說明應於該

段落編號的下一行開始繕打，此時可按「 Shift」+

「Enter↵」即可換行而不會產生段落編號。  

八、申請人使用 WORD 2003-2007 版者，如依前述操作

方式不能自動產生段落編號時，請先於說明書段落

編號【0001】後按滑鼠右鍵選擇「編號」→「定義

新的編號格式」→編號樣式選擇「 01,02,03…」，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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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格式輸入【 0001】，再按確定，即可自動產生段

落編號至【 0099】。如段落編號為【 0100】以後之

段落編號，則須再按滑鼠右鍵，選擇「編號」→「

定義新的編號格式」→編號樣式選擇「 01,02,03…

」，編號格式輸入【 0100】，再按確定，即可自動產

生段落編號至【 0199】，【0200】以後之段落編號自

動編碼方式依此類推。  

九、說明書，應依序載明發明名稱、技術領域、先前技

術、發明內容、圖式簡單說明、實施方式、符號說

明，但發明之性質以其他方式表達較為清楚者，得

以其他方式撰寫，請併於申請書聲明之，其科學名

詞之譯名經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者，應以該譯名為

原則；未經編譯或專利專責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通

知申請人附註外文原名。  

十、發明名稱，應記載申請標的並應反映其範疇，例如物或方

法；且發明名稱中不得包含非技術用語，或僅記載「物」

、「方法」、「裝置」等，有英文者，亦請一併填寫。 

十一、技術領域，應記載申請專利之發明所屬或直接應用的具

體技術領域。例如：自行車轉向裝置的改良發明，本項

技術領域應記載為「本發明係有關一種自行車，尤其是

一種自行車轉向裝置…」，或「本發明係有關一種自行

車轉向裝置…」。但如申請專利之發明為開創性發明，

不屬於既有之技術領域者，僅須記載該發明所開發之新

技術領域。 

十二、先前技術，應記載申請人所知之先前技術，並客觀指出

技術手段所欲解決而為在於先前技術中的問題或缺失

，記載內容儘可能引述該先前技術文獻之名稱，並得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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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該先前技術之相關資料，以利於瞭解申請專利之發明

與先前技術之間的關係，並據以進行檢索、審查。若獨

立項以二段式撰寫者，則說明書中所記載的先前技術應

包含獨立項前言部分所載之技術特徵。 

十三、發明內容，應記載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解決問題之技

術手段及對照先前技術之功效。撰寫發明內容時，應以

綜合的形式記載該三項內容及三者之間的對應關係，無

須就問題、技術手段及功效三者分項撰寫。 

十四、圖式簡單說明：有圖式者，應以簡明之文字依圖式之圖

號順序說明圖式；無圖式者，該欄位可填寫「無」。 

十五、實施方式，原則上應記載一個以上之實施方式，詳敘申

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必要技術特徵，並應使該發明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無須過度實驗的情況下

，即能瞭解申請專利之發明的內容，並可據以實施。記

載必要技術特徵時，應詳細記載其內容，不得僅引述先

前技術文獻或說明書中之其他段落；對於申請專利之發

明與先前技術有區別的技術特徵及附屬項中的附加技術

特徵，均應詳細記載。必要時得以實施例（examples）說

明；有圖式者，應參照圖式加以說明。 

十六、符號說明，有圖式者，應依圖號或符號順序列出圖式之

主要符號並加以說明；無圖式者，該欄位可填寫「無」

。 

十七、發明專利有生物材料寄存者，說明書應載明寄存機構名

稱、寄存日期及寄存號碼。申請前已於國外寄存者，亦

應載明國外寄存機構名稱、寄存日期及寄存號碼。 

十八、發明專利包含一個或多個核苷酸或胺基酸序列者，說明

書應包含依專利專責機關訂定之格式單獨記載其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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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申請專利範圍，得以一項以上之獨立項表示，必要時，

得有一項以上之附屬項。獨立項、附屬項，應以其依附

關係，依序以阿拉伯數字編號排列。各請求項應以明確

、簡潔之方式記載，且必須為說明書所支持。 

二十、摘要、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之技術用語及符號應一致

。 

二十一、圖式，應參照工程製圖方法以墨線繪製清晰，於各圖

縮小至三分之二時，仍得清晰分辨圖式中各項細節。

發明專利如無法以圖式繪製方法呈現，而僅能以照片

呈現者，得以照片取代。以照片取代時，若用彩色照

片能更清楚呈現整體發明內容者，得以彩色照片取代

，例如：金相圖、電泳圖、電腦造影影像圖、細胞組

織染色圖、動物實驗效果比較圖等。 

二十二、圖式，應註明圖號（各圖式之下方須附註第一圖、第

二圖或圖 1、圖 2 等中文圖號）及符號(須用阿拉伯數

字加註符號，註記符號所用之引出線不得交錯，須明

確加以劃分區別，所示圖式之同一部分在數圖中同時

出現時應採用同一符號)，除必要註記外，不得記載其

他說明文字。 

 肆、相關證明文件： 

一、 有委任代理人者，應檢附委任書影本 1 份。 

二、 如認有符合優惠期相關規定者，請檢附優惠期證明文件影

本 1 份。 

三、 申請案屬於生物材料或利用生物材料之發明專利，應檢附

寄存證明文件影本 1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