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國立嘉義大學研發成果－蝴蝶蘭新品種非專屬授權  

廠商基本資料表 

 

公司(農場)名稱  

公司(農場)地址  

成立時間  

工廠(農場)地址  

代表人/連絡人  職稱  
電話 

傳真 

公司執照號碼  工廠登記證號碼  

產品：  

總資產額  

登記資本額  

員工總額  

從事產品研發發展 人 

從事產品生產線上 人 

廠房及設備投資金額 萬元 

營業額 產品別/業務別 量/月 

萬元/年   

關係企業/協力廠商   

 



附件二  

國立嘉義大學研發成果–蝴蝶蘭新品種非專屬授權意願書 

 (由請求非專屬授權廠商提出) 

廠商名稱 
 

 

非專屬授權標的 
名稱： 

編號(品種權證書號)： 

非專屬授權標的 
 

非專屬授權地區 
 

 

限制條件 

廠商同意不得自行或授權或讓與第三者於大陸

地區製造、銷售或使用，並遵守政府相關之法

令規定。 

 

業務主辦人  

標的運用範圍 蝴蝶蘭種株/系之生產、繁殖及銷售。 

預期國內推廣規

模及產品種類 

(請分種類簡述) 

1. 

2. 

3. 

4. 

 

預期國外推廣範

圍及預期產品 

(請分國別簡述) 

1. 

2. 

 

簽署人(公司名稱及代表人)：                     (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 

品種授權合約書 

 

 

 

 

執行單位：國立嘉義大學 

計畫主持人： 

授權廠商： 

立合約書人：國立嘉義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以下簡稱丙方） 

    茲因甲、乙雙方執行□□□□□□（以下簡稱□□□□□）補助計畫，

業已產出具實用性之技術成果，為運用該技術及嘉惠國內產業界，同意授

權丙方於本合約授權地區實施該項技術，三方同意本於誠信原則，協議下

列條款，以為共同遵守： 



第一條  技術來源 

本項技術係農委會補助之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

其智慧財產權歸屬于甲方所有。 

第二條  授權範圍 

一、品種名稱：□□□□（以下簡稱本授權品種）。 

二、授權範圍：利用本授權品種在授權地區內生產、販賣。 

三、授權地區：□□□□。 

四、授權方式：本合約為專屬授權，授權期間甲方不得再以本授權

品種授權於第三人於授權地區實施。 

五、授權對象：丙方。 

第三條  品種交付 

品種交付：乙方應於本合約生效後30日內將本授權品種□□顆種株

/系交付丙方。 

第四條  義務與責任 

一、諮詢輔導：乙方於交付本授權品種予丙方後，丙方對本授權品

種之相關技術要求更詳細之諮詢服務或人員訓練時，應支付技

術服務費予乙方，諮詢服務之時間、地點、費用及方式等細節

由乙丙雙方另行協議之，並通知甲方。 

二、管理責任：丙方對於本授權品種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並妥善保

管，不得任意將本授權品種交付任何第三者。若因丙方及其關

係企業之員工或可歸責於丙方之事由，致外包廠商、經銷商或

代理商違反本條款者，視為丙方違約。縱因本合約終止或解

除，丙方亦須負本條款之管理責任，若有違反，應賠償甲乙雙

方之損失。 

第五條  授權金、衍生利益金、付款方式及品種權申請後續衍生費用 

一、授權金：共計新台幣○萬元。丙方應於合約生效後十五日內一

次付清。本授權金縱因本合約終止或解除亦不退還，亦不得用

以扣抵衍生利益金。 

二、衍生利益金：丙方利用本授權品種所生產之蝴蝶蘭，在銷售期



間內，每年應就該利用本授權品種生產之蝴蝶蘭銷售總額計

算，丙方應提撥前述銷售瓶苗株每株新台幣0.5元，作為本授

權品種之衍生利益金。丙方於每年一月底前，應彙報給甲方前

一年內使用本授權品種所販售之蝴蝶蘭銷售總額及佐證資

料，並繳交衍生利益金。 

三、權益分配：依甲方「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

理辦法」分配之。 

四、付款方式：丙方應於本合約生效後，於本條第一、二款規定之

期限（遇例假日順延）內，以現金或即期票據一併繳送甲方，

甲方應依本條第三款所定比例辦理分配。丙方所付授權金及衍

生利益金，凡需由丙方扣繳稅款申報稽徵機關者，應依當時稅

法規定辦理之。 

五、甲方得視需要指派業務相關人員會同其會計人員，或委託會計

師至丙方主營業所查核丙方利用本授權品種所販售之蝴蝶蘭

銷售總額，丙方應配合執行不得因任何理由予以拒絕或阻撓。

丙方應保留相關帳冊至本合約終止後三年，以便甲方為必要之

查核。甲乙雙方接受丙方所彙報之衍生利益金，並不影響甲方

嗣後確認該報告正確性之權利。若經甲方查核帳冊後，發現丙

方有低報衍生利益金之情事，丙方除應補繳差額及利息外，如

差額逾丙方應付金額之三％，丙方並應負擔甲方之查核費用。 

六、品種權之申請及維護費：  

（1）本授權品種係以合約簽訂時乙方所完成之品種交付丙

方，且甲方已提出中華民國植物品種權之申請。於本合

約有效期間內，前述品種權申請所產生之後續一切相關

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檢定費、領證費、登記年費等），

應由丙方支付。 

（2）丙方得視其需求，申請本授權品種於中華民國地區以外

國家之品種保護，其品種所有權人仍應為甲方，而相關費用由

丙方支付。 

七、前述授權金、衍生利益金及技術服務費之數額，均已內含營業

稅。 

第六條  智慧財產權歸屬及侵權責任 



一、本授權品種為甲方所擁有，在本合約有效期限內，非經丙方同

意，甲乙方不得再以本授權品種授權第三人於授權地區實施。

但甲方或其所屬機關仍得自行實施本授權品種之研究。 

二、丙方在本合約中所有之權利義務，未經甲方之書面同意，不得

讓與或轉授權予任何第三人。丙方若有違反，甲方得代表甲乙

雙方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合約，並請求損害賠償。 

三、丙方未來若擬成立衍生公司負責本項技術移轉之開發工作，必

須於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甲方，經甲乙雙方同意以再授權或另

行簽訂合約等方式處理後，方得將本授權品種轉交衍生公司使

用。 

四、丙方依本授權品種所生產之蝴蝶蘭銷售時，倘遇有任何專利或

品種侵權行為致遭受第三人請求或被訴時，丙方應儘速通知甲

乙雙方，並全力進行必要防禦程序，以確保有關權益。 

五、本授權品種倘若有被侵害應行主張權利或提起訴訟請求之情事

時，丙方應立即通知甲方，並全力協助甲乙雙方採取保全行動

或法律程序之進行，以確保三方共同之權益。 

六、丙方依本授權品種所生產之蝴蝶蘭，應依授權地區之有關法律

為適當之標示。此等產品之產品責任與甲乙方無涉，丙方並應

確保甲乙方不因此等產品責任受有損害。 

第七條  無擔保規定 

    本授權品種係以合約簽定時，乙方所完成之品種交付丙方，且

甲乙雙方擔保盡力協助丙方使用本授權品種，但不擔保本授權

品種之可專利性、品種權、合用性及商品化之可能性。 

第八條  違約處理 

一、丙方未依本合約第五條規定於期限內繳付授權金及衍生利益金

者，每逾一日應另按總額之萬分之三計付遲延違約金。如逾一

個月仍未付清，甲方得代表甲乙雙方終止本合約。 

二、丙方若違反本合約第四條第二款、第六條第二、三款及第十條

第二款時，願支付總額新台幣五佰萬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丙

方若違反本合約其他條款，甲方得代表甲乙雙方不經催告逕行

終止本合約，並請求損害賠償。 



第九條  合約期限 

本合約自甲、乙、丙三方簽署○年有效，期滿三個月前丙方得以書

面徵得甲乙雙方同意延展授權期限，每次延展授權期限為兩年，延

展授權之條件另議。 

第十條  合約終止處理 

一、丙方於合約終止後一個月內應結清衍生利益金。 

二、丙方於合約終止後，不得自行或委託他人產銷或利用本授權品

種所生產之蝴蝶蘭，但若丙方有具體事實足證本產品係於本合

約終止或解除前生產完成者，該產品得繼續販售，但丙方仍應

依本合約第五條之規定支付衍生利益金。 

三、丙方因本合約所應負之管理責任及支付衍生利益金責任，不因

合約終止而失效。 

第十一條  合約修改 

一、本合約得經三方同意以書面修改增訂，並應將經三方簽署之書

面文件附於本合約之後，作為本合約之一部分，並取代已修改

增訂之原條文。 

二、本合約未規定事宜應依民法及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合意管轄 

一、本合約應依中華民國之法律予以解釋及規範；對於本合約、或

因本合約而引起之疑義或糾紛，三方同意依誠信原則解決之。 

二、本合約涉訟時則三方同意以嘉義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三條  聯絡方式 

一、本合約有關之通知或要求應以書面送達下列之處所及人員（以

下簡稱「聯絡人」），經送達該聯絡人者，即視為已送達該方

當事人。 

甲方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傳真：   



地址： 嘉義市學府路300號 

乙方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丙方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傳真： 

二、三方聯絡人或聯絡資料有所更動時，應以書面通知其他二方，

並告知更新內容。 

 

第十四條  限制使用與注意事項 

一、 丙方非經甲方事前書面之同意，不得在授權地區外生產或販

賣本授權產品。 

二、 丙方執行本授權品種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與「科技資料

保密要點」之規定訂定機密等級，於各種可能洩密途徑中，

履行保密責任及採取必要之措施；並遵守「台灣地區科研機

構與大陸地區科研機構進行科技交流注意事項」第二條、第

三條及第七條之規定及相關法令與甲方之相關保密要求，違

者應負法律責任。 

第十五條  完整合意 

一、本合約及其附件構成三方對本案完整之合意。任何於本合約生

效前經三方協議而未記載於本合約或其附件之事項，對三方皆

無拘束力。 

二、附件之效力與本合約同，惟若兩者有牴觸時，以本合約為準。 

第十六條  本授權品種之產品標示 

          在未獲得甲方之書面同意前，丙方不得在商業推廣時(如      

          廣告、產品\投資說明等)利用甲乙雙方、甲乙雙方之員 



          工、其所屬單位之名稱、院(所)徽、商標，或以其他任何 

          方式使大眾認知甲、乙雙方與丙方商業發展之關連性。 

第十七條  合約份數 

本合約壹式四份，甲方執二份，乙、丙方各執一份為憑。 

 

 

 

 

 

 

 

 

 

 

 

 

 

 

 

 

 



甲方：國立嘉義大學（簽章） 

代表人：邱義源 

地址：嘉義市學府路300號  

 

 

 

乙方：              （簽章） 

地址： 

身分證字號：  

 

 

 

丙方：                      （公司印信） 

代表人：                    （簽章） 

地址： 

公司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本授權品種 
本授權品種之名稱：□□□□ 

本授權品種之性狀： 

 

  

 



附件四 

國立嘉義大學研發成果-蝴蝶蘭新品種非專屬授權內容 

 
國立嘉義大學研發成果之蝴蝶蘭新品種「Phal. Chiada 

Selina-HTM854#15」、「Phal. Chiada Joanna-HTM1029#2」、 「Phal. 

(Chiada Patrick×Jungo Magenta)」、「Phal.( Chiada Patrick

×Join Angel)」，個別受理投標。 

一、 國立嘉義大學復培育有數量不等之種株/系，非專屬授權得

標廠商得另行向國立嘉義大學購買。 

二、 非專屬授權得標廠商簽訂契約並完成付款程序後，國立嘉義

大學應於30日內完成種株/系點交。國立嘉義大學得當面點

交或郵寄等方式交付非專屬授權得標廠商。 

三、 本研發成果係政府經費研發之成果，非專屬授權得標廠商不

得自行或授權或讓與第三者於大陸地區製造、銷售或使用，

並須遵守政府相關之法令規定。 

 

 



單株名稱 Phal. Chiada Selina ‘HTM854#15’ 

親本名 Phal. Chiada Kitty Phal. Sogo Pride 

 

 

花(cm) 

花徑 5.8 

花瓣（長×寬） 2.8 2.9 

上萼片（長×寬） 2.9 2.2 

下萼片（長×寬） 2.9 2.1 

唇瓣（長×寬） 2.0 1.3 

花瓣厚度 (mm) 1.0 

 

葉(cm) 

葉（長×寬） 24.3 8.4 

葉片數 7 

葉片的伸展角度 30° 

葉幅 46.3 

病毒檢測 

CymMV - 

ORSV - 

CaCV - 

 

花梗(cm) 

花梗長 31.2 35.0  

分枝數 4 3  

花梗粗細 0.5 0.5  

花朵數 19 25  

盆底至最高點 39.8 
 

補充說明 

得獎紀錄(審查分數)：  

2013.10 優秀獎、SM/TOGA(83 分) 

盆徑(寸)：3.7 

性狀調查日期：2013.10.15 

花色簡述： 

花色黃底帶有線條，紅唇 

 



 

 Phal. Chiada Joanna ‘HTM1029#2’ 

親本名 Phal. Tian-Nong Rose Phal. Jungo Magenta 

 

 

花(cm) 

花徑 9.7 

花瓣（長×寬） 4.6 5.5 

上萼片（長×寬） 4.6 3.8 

下萼片（長×寬） 4.5 3.1 

唇瓣（長×寬） 2.8 2.3 

花瓣厚度 (mm) 0.7 

 

葉(cm) 

葉（長×寬） 25.5 7.5 

葉片數 6 

葉片的伸展角度 20° 

葉幅 51.5 

病毒檢測 

CymMV - 

ORSV - 

CaCV - 

 

花梗(cm) 

花梗長 69.5 63.0  

分枝數 0 0  

花梗粗細 0.7 0.7  

花朵數 11 10  

盆底至最高點 61.5 
 

補充說明 

得獎紀錄(審查分數)： 

盆徑(寸)：3.7 

性狀調查日期：2013.11.15 

花色簡述： 

紅花 

 

 



單株名稱 HT1621#1 

親本名 Phal. Chiada Patrick Phal. Jungo Magenta 

 

 

 

花(cm) 

花徑 8.4 

花瓣（長×寬） 3.9 5.1 

上萼片（長×寬） 3.8 3.1 

下萼片（長×寬） 4.1 2.4 

唇瓣（長×寬） 2.7 2.8 

花瓣厚度 (mm) 0.8 

 

葉(cm) 

葉（長×寬） 20.0 7.3 

葉片數 6 

葉片的伸展角度 20° 

葉幅 36.5 

病毒檢測 

CymMV - 

ORSV - 

CaCV - 

 

花梗(cm) 

花梗長 45.0   

分枝數 5   

花梗粗細 0.6   

花朵數 15   

盆底至最高點 43.0 

 

補充說明 

得獎紀錄(審查分數)： 

2013.10 優秀獎、SM/TOGA(82 分)、新品

種個體獎、最佳新品種個體獎 

盆徑(寸)：3.7 

性狀調查日期：2013.10.11 

花色簡述： 

花色紅底帶有黑斑，紅唇。 

 



單株名稱 HT1655B#1 

親本名 Phal. Chiada Patrick Phal. Join Angel 

 

 

花(cm) 

花徑 10.2 

花瓣（長×寬） 5.2 6.1 

上萼片（長×寬） 5.1 3.6 

下萼片（長×寬） 5.0 2.9 

唇瓣（長×寬） 3.4 2.9 

花瓣厚度 (mm) 0.5 

 

葉(cm) 

葉（長×寬） 25.2 8.2 

葉片數 6 

葉片的伸展角度 25° 

葉幅 49.4 

病毒檢測 

CyMV - 

ORSV - 

 

花梗(cm) 

花梗長 68.0 58.4  

分枝數 1 0  

花梗粗細 0.6 0.5  

花朵數 12 8  

盆底至最高點 60.9 
 

補充說明 

得獎紀錄(審查分數)： 

盆徑(寸)：3.7 

性狀調查日期：2013.10.15 

花色簡述： 

白花 

 



附件五 

國立嘉義大學研發成果-蝴蝶蘭新品種非專屬授權投標單 
投標廠商投標如下(以下各項由投標廠商填寫並簽署後，密置於價格封內投標) 

一、投標廠商名稱： 

二、投標廠商地址： 

三、投標廠商負責人： 

四、投標廠商聯絡人：                     電話：                   傳真： 

五、投標廠商營業登記統一編號(無者免填)： 

七、蝴蝶蘭新品種非專屬授權投標金額：(單位：元) 

品種權 

證書編號 
底價 投標金額（請大寫） 

與其他廠商價格相同時加價金額，最高者得 

第一次加價後金額（請大寫） 第二次加價後金額（請大寫） 

 

 

 

    

註：為利開標作業，請各新品種填列一張標單，表中每個欄位均需填寫。金額數目如有塗改，請認章。 

 

八、承諾事項：本公司願出上開金額承購上列標的物，一切手續悉依國立嘉義大學蝴蝶蘭新品種非專屬授權招標公告辦理。 

 

投標廠商章及負責人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國立嘉義大學 102 年度第 1 次非專屬授權蝴蝶蘭優良品種資料 

及基本授權底價 

編號 技轉品種 授權年限 基本授權底價 備註 

1 Phal. Chiada 

Selina-HTM854#15 

12 年 40,000 元 本非專屬授權各選株/系

僅提供一單株或一單株

之花梗，惟取得該選株/

系之非專屬授權廠商，

得就該選株/系所繁殖之

現有分生苗另行價購，

20 株以內(含)每一單株

1,000 元，超過 20 株，

每增加一株為 500 元，

其餘類推。 

2 Phal. Chiada 

Joanna-HTM1029#2 

12 年 30,000 元 

3 Phal. (Chiada 

Patrick×Jungo 

Magenta) 

12 年 60,000 元 

4 Phal.( Chiada 

Patrick×Join Angel) 

12 年 15,000 元 

     

     

     

     

     

     

     

※ 表列基本授權底價之授權地區為台灣與日本，得標者始得增加授權地區。已得標之品種增加授權地

區時，所另增加之授權金額分別為：美國 1 萬元；歐盟 2 萬元；美國及歐盟 3 萬元。 

※ 授權年限為 12 年。 

※ 衍生利益金，依種苗商售價，採業者瓶苗銷售株每株新台幣 0.5 元計算。 



附件七 

國立嘉義大學研發成果－ 

蝴蝶蘭新品種非專屬授權 

廠商投標證明 

 

 

一、投標廠商名稱： 

 

二、投標廠商地址： 

 

三、投標廠商負責人： 

 

四、投標廠商聯絡人：           

    電話：         

    傳真： 

 

五、投標廠商營業登記統一編號： 

 

 

 

 

 

此據 

 

 

經手人：_______________(簽章) 

國立嘉義大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