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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技术研究院 

  溶液奈米粒子监测 

技术专属授权暨专利让与案 
 

有鉴于企业在面对市场、技术、产品的激烈竞争时，掌握优质专利可形成强有

力的防护网，并可藉此累积竞争能力，成为企业在国际间竞争的最佳筹码。财

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拟将其所拥有之技术以专属授权及专利以让与之方式提

供国内厂商，以增加厂商国际竞争力，促进整体产业发展及提升研发成果运用

效益。 

 

一、主办单位：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工研院」） 

二、投标厂商资格： 

国内依中华民国法令组织登记成立且从事科学、工业或环境监测技术研发、

设计、制造或销售之公司法人。 

三、本案标的： 

溶液奈米粒子监测技术暨专利组合，包含技术 3 件(以下简称「技术标的」)

及专利 1 案 4 件(以下简称「专利标的」)。「技术标的」及「专利标的」以

下合称「本案标的」。「本案标的」相关信息详如附件，或请参考： 

 台湾技术交易信息网(https://www.twtm.com.tw/Web/index.aspx) 

 及工研院研发成果公告网站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Bulletin/list.aspx?&SiteID=1&MmmID=3000&SY=0&CatID=1 ) 

四、公开说明会与领标： 

1. 公开说明会将于民国（下同）106 年 8 月 23 日下午 14 时整于工研院中

兴院区 51 馆 110-1 室举办。 

2. 公开说明会采电子邮件方式报名。有意报名者，请于 106 年 8 月 22 日

中午 12 时整（含）前发送电子邮件（请于电子邮件主旨上注明「溶液

奈米粒子监测技术专属授权暨专利让与案公开说明会报名」，并请于电

子邮件内文中陈明：公司名称、公司电话、参与人数、姓名、职称。）

予工研院技术移转与法律中心（以下简称「技转法律中心」）联络人（请

详十三、联络方式）进行报名。工研院「技转法律中心」联络人将于 106

年 8 月 22 日下午 17 时整（含）前发送电子邮件回复并告知公开说明会

会议信息。 

3. 自本标案公告日起至截标日 106 年 9 月 8 日下午 5 时整(含)止，得洽「技

转法律中心」联络人领取标单。 

五、投标方法： 

1. 本标案采通讯或亲送方式投标。投标厂商应按投标单内所列各项目填写

清楚，加盖投标厂商公司章及负责人章，连同押标金、公司设立证明文

件（如营利事业登记证、公司设立核准函、公司登记/变更资料或公司

https://www.twtm.com.tw/Web/index.aspx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Bulletin/list.aspx?&SiteID=1&MmmID=3000&SY=0&Cat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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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登记表复印件）、厂商基本数据表及商业营运计划书一式 8 份(以

下统称「投标文件」)，装入信封密封之，并在信封上注明「溶液奈米

粒子监测技术专属授权暨专利让与案」，于截标日 106 年 9 月 8 日下午

5 时整（含）前（以送达收据为凭）挂号寄达或亲送至： 

31040 新竹县竹东镇中兴路四段 195 号 51 馆 110 室 

工研院技转法律中心 李小姐 收 

2. 本标案采「技术暨专利组合」方式投标，同一「技术暨专利组合」不

分开投标/开标。 

3. 本标案不得共同投标或重复投标。   

4. 投标后除工研院要求或同意外，投标厂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或修改

其投标单。 

5. 投标厂商于投标时，不得附加任何条件。 

六、押标金： 

1. 押标金为总投标金额之 10%，以仟元为最小单位，以下四舍五入。 

2. 押标金应以现金、银行本票或即期支票支付。若以银行本票或即期支票

支付时，请注明受款人为「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并载明禁止背

书转让。 

3. 得标厂商之押标金移充签约保证金；未得标厂商之押标金，于开标后挂

号无息寄回投标厂商。 

七、商业营运计划书内容应包含以下事项： 

1. 公司简介（10%） 

2. 公司研发能力（40%） 

3. 公司营运规划（40%） 

4. 效益（10%）（对产业发展之帮助、与工研院后续合作规划…等） 

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认定为无效投标，无效之投标不进入决标程序： 

1. 投标时间截止后之投标。 

2. 开标前业已公告停止本标案交易程序。 

3. 投标厂商共同投标或重复投标，全部投标均为无效。 

4. 投标单附加任何成交条件者。 

5. 投标文件之记载不符所定程序或其记载之字迹潦草、模糊，致无法辨识

者。 

6. 投标文件有所缺漏者。但押标金不足者，工研院得要求投标厂商补足，

若于决标前未能补足者，其投标为无效。 

九、决标方法： 

1. 开标日为 106 年 9 月 9 日（开标时间及地点请于开标日前一日洽询「技

转法律中心」联络人）。 

2. 得标与否由工研院开标审议委员会会议决定之。 

3. 开标时，先就投标资格、投标单、押标金、公司设立证明文件、厂商基

本数据表、商业营运计划书进行形式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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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标厂商通过形式审查者，由工研院开标审议委员会议就商业营运计划

书进行审查评比，投标厂商应莅会就商业营运计划书进行简报说明及答

询，并应自行备妥简报电子文件及书面文件。 

5. 工研院开标审议委员会议将以商业营运计划书总评比分数高低顺序进

行开标，以投标金额不低于底价者得标。有二家（含）以上投标厂商总

评比分数相同且投标金额均不低于底价时，以总价高者得标；有二（含）

以上投标厂商总评比分数相同、投标金额均不低于底价，且总价相同者，

由工研院现场抽签决之。 

6. 开标时将请律师到场监标。 

7. 开标后将个别通知投标厂商开标结果（不公告得标厂商）。 

8. 对于流标、废标或无效投标之「本案标的」，工研院得径洽第三人为授

权或让与等交易行为，第三人不限于本公告之投标厂商资格。 

十、契约事项： 

1. 得标厂商应于接获得标通知起 20 个工作天内，与工研院签订「专利让

与暨技术专属授权契约书」。各项契约条件应以工研院与得标厂商正式

签订之「专利让与暨技术专属授权契约书」为准。工研院保留与得标厂

商签订「专利让与暨技术专属授权契约书」之权利。 

2. 得标厂商如届期未与工研院签订「专利让与暨技术专属授权契约书」时，

工研院得没收签约保证金并取消得标资格（但经工研院同意者，不在此

限）；此外，工研院得另洽第三人为授权或让与等交易行为，第三人不

限于本公告之投标厂商资格。 

3. 得标厂商与签订「专利让与暨技术专属授权契约书」者，需为同一人，

否则工研院得没收签约保证金并取消得标资格；此外，工研院得另洽第

三人为授权或让与等交易行为，第三人不限于本公告之投标厂商资格。 

4. 得标厂商就「本案标的」同意遵守中华民国相关法令之规定（包括但不

限于境外实施等规定）。 

5. 得标厂商取得「本案标的」应支付工研院让与及授权费用，让与及授

权费用得以现金及其股票支付。支付方式、内容及相关细节等应经双

方议定后定于「专利让与暨技术专属授权契约书」。 

6. 得标厂商签署「专利让与暨技术专属授权契约书」且生效时，本标案

签约保证金移充为「专利让与暨技术专属授权契约书」之让与及授权

费用。 

7. 「专利让与暨技术专属授权契约书」自其所载生效日起生效。「技术标

的」之授权期间自「专利让与暨技术专属授权契约书」生效日起算 20

年为止。 

8. 得标厂商同意工研院就「本案标的」，本于学术研究目的之非营利范围

内，享有永久、无偿、全球、非专属及不可转让之使用、实施其全部

或部份之权利。除前述本于学术研究目的之非营利范围内使用、实施

外，工研院使用、实施「本案标的」前应先以书面取得得标厂商之同

意。得标厂商嗣后若将「本案标的」专属授权或让与第三人时，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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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该第三人同意本条约定。再为专属授权或让与时亦同。 

9. 得标厂商应就「本案标的」之一部或全部，承受于「专利让与暨技术

专属授权契约书」生效前：工研院已与第三人签订之授权契约。得标

厂商嗣后若将「专利标的」专属授权或让与他人时，并应使该专属被

授权人或受让人同意本条约定。前述受让人再为专属授权或让与时亦

同。 

10. 得标厂商同意并承认，「专利让与暨技术专属授权契约书」仅为工研院

同意让与「专利标的」暨专属授权「技术标的」予得标厂商。工研院

亦仅依本标案公告日之「本案标的」现状让与「专利标的」暨专属授

权「技术标的」予得标厂商，工研院不担保「专利标的」之尚在申请

中之专利可获证，或可依原始申请范围获证，或已获证专利不会被撤

销、消灭或其范围不会变更。工研院仅担保「专利标的」之权能于本

标案公告时符合专利法之规定，但不担保得标厂商利用「本案标的」

所制造产品之产品责任。「专利标的」之未获证或被撤销，工研院得依

授权期间之比例酌减或返还款项予得标厂商。除前述约定外，得标厂

商或第三人因「本案标的」发生任何损害时，工研院无须负担其他责

任。「专利让与暨技术专属授权契约书」生效后，「专利标的」之任何

举发、被撤销或其他纠纷，得标厂商同意自行进行相关程序与诉讼，

工研院将提供咨询讲解之协助。 

11. 「专利标的」之让与登记手续由得标厂商负责办理，并由得标厂商负

担让与手续所需之一切费用。双方将互相配合以办理让与登记所需之

手续。得标厂商应自「专利让与暨技术专属授权契约书」生效之日起

负担「专利标的」之申请维护等相关费用；得标厂商未依规定自行缴

费，因而致「专利标的」发生失效或其他不利益之效果者，概由得标

厂商自负其责，工研院毋须为得标厂商之利益缴交专利相关费用或行

使任何专利法所规定之权利义务。 

12. 于「专利让与暨技术专属授权契约书」生效，工研院同意授予得标厂商

于溶液奈米粒子监测技术领域内，于全球使用、实施、运用「技术标的」

或用以制造相关产品之权利。得标厂商得于「专利标的」获证国家使用、

实施、运用「专利标的」或用以制造相关产品。得标厂商得将「技术标

的」非专属再授权，并应将各该再授权厂商之名称、授权范围、价金等

细节以书面通知工研院备查，且以书面约束再授权厂商遵守本公告、「专

利让与暨技术专属授权契约书」中得标厂商所应遵守之一切约定。若再

授权厂商违反本公告、「专利让与暨技术专属授权契约书」约定时，视

为得标厂商违反「专利让与暨技术专属授权契约书」。 

13. 得标厂商如将「专利标的」之全部或一部授权或让与第三人（以下称

「后手」）时，应将相关授权或让与对象事前通知工研院，以便工研

院向主管机关陈报运用所生之产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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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得标厂商应使所有「后手」遵守本条第 9 项至第 11 项、第 13 项至第

14 项、及第 16 项之约定。如「后手」违反前述约定者，视为得标厂

商违反前述约定。「后手」再为授权或让与时，亦同。 

15. 基于尊重智慧财产并维护合法授权者之权利，得标厂商欲对依中华民

国法律设立之法人或中华民国国民就「专利标的」主张其权利时，应

先定合理期间且以合理之商业条件通知该对象请求协商授权事宜。如

经前述协商程序仍不能达成协议，而有必要采取法律行动时，应通知

工研院。得标厂商于「专利让与暨技术专属授权契约书」生效后对第

三人就「专利标的」以任何方式主张权利时，得标厂商应自行为该行

为、进行该程序或诉讼，工研院无参与得标厂商进行该行为、程序或

诉讼之义务。 

十一、领标方式： 

有意投标者，请与工研院技转法律中心联络人（请详十三、联络方式）联

络，取得投标单。 

十二、注意事项： 

本标案公告为「专利让与暨技术专属授权契约书」之一部分。投标厂商之

投标行为，视为已充分阅读、了解并同意本公告、「本案标的」、投标单及

相关信息之内容。各该内容如有不清楚或抵触者，工研院保留最终之解释

与决定权利。 

十三、联络方式： 

本公告相关问题请洽询： 

工研院技转法律中心 李小姐 

电话︰(03) 591-7759，传真：(03) 582-0466 

电子信箱：Lislee@itri.org.tw 

地址：31040 新竹县竹东镇中兴路四段 195 号 51 馆 110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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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溶液奈米粒子监测技术暨专利组合 
 

一、技术标的清单 

 

序

号 

工研院 

技资编号 
数据名称 内容简介 

1 073A20213 
发展溶液微粒监控之自动取样

系统 

对待监控之液体进行取样、稀释、混和

之技术 

2 077A60002 
SuperSizer SEMI S2/S10 验证报

告 (型号 II) 
由第三方机构验证通过本技术产品型

号 II 与型号 III 符合 SEMI S2/S10 安全

规范要求 3 (预定产出) 
SuperSizer SEMI S2/S10 验证报

告 (型号 III) 

 

 

二、专利清单 

 
案

次 
专利中文名称 国家 

申请号 

公告号 
状态 专利起期 专利迄期 

1 

溶液混合装置与混合方法

以及溶液粒子监测系统与

监测方法 

TW 
103138188 

I549745 
获证 20160921 20341103 

溶液混合装置与混合方法 TW 
105116834 

I583439 
获证 20170521 20341103 

溶液混合装置与混合方法

以及溶液粒子监测系统与

监测方法 

US 
14/631,861 

9,625,365 
获证 20170418 20350225 

溶液混合装置与混合方法 US 15/355,040 审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