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盛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
《智慧財產管理計畫》
2020 年 12 月 17 日
第七屆第 31 次董事會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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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日盛金控暨子公司，業務範圍涵蓋商業銀行、證券、期貨、投顧以及保險代理
人等領域。 日盛證券成立於 1961 年，至今已 59 年，具有悠久的傳承和創新的思
維，1989 年改制為綜合證券商，發展經紀、自營、承銷等全方位證券業務，經營
績效佳，是台灣最具經營能力的綜合證券商之一。 日盛證券憑藉著豐富的專業知
識、完善的資訊和設備及便捷的交易機制，深獲投資人信賴和支持，為證券市場的
知名品牌。日盛銀行於 1992 年開業，授信與理財為主要核心業務，以「質量並
重，穩定獲利」為目標。
近年來， 新興金融科技運用已開始改變業務型態與分界，金融業亦須朝向數位
轉型，各種創新研發和商業模式所產生的智慧財產權及管理，已成金融業重要的課
題。日盛金控暨子公司的研發策略是在資訊安全下，為客戶及一般民眾帶來更便利
和更有效能的創新金融服務，以增加服務價值。
本公司整合各單位，跨部門組成規劃小組，提出本智慧財產管理計畫，以落實
和逐步推動與本公司營運策略連結的管理目標及智慧財產管理政策和制度。

二、智慧財產管理之政策、目標
依 TIPS 管理規範建議，制定公司智慧財產政策時，應考量內外部議題與利害
關係人。
與本公司智慧財產管理制度有關的利害關係人，以客戶、股東、員工和主管機
關為主。客戶偏好便捷安全的客製化體驗，股東注重內控和資產效益，員工需要智
慧財產教育訓練和提高認知，主管機關強調業者負責任創新及鼓勵推動實施智慧財
產管理制度。
本公司在推動智慧財產管理制度相關規劃時，關注到的內部議題有：日盛組織
文化上，日盛員工認同和努力實踐以創新、效率，滿足客戶的理財需求，但對相關
智慧財產權認知、運用及管理制度尚屬發展期。外部議題有：金融科技已深入金融
業各面向，同業專利佈局，國外銀行因智慧財產侵權而被罰巨額賠款等，足引以為
鑑。 在循序推動智慧財產管理制度下，評估將可建立有序互容式的管理、達成利
害關係人的要求或期待，降低智慧財產侵權的可能性，進而增進公司經營效能。
考量上述，擬訂政策和目標如下：

二之 1 智慧財產管理之政策
本公司為達到創新、效率提供全方位的金融商品及服務，滿足客戶的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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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之公司使命和營運策略。 整合公司內外智慧財產相關資源，訂定「運用
智慧財產，增強在金融市場之競爭能力；制度化管理智慧財產，制度化流程，
增強效能；監理智慧財產，提升合規強度並有效控制智財侵權風險」之智慧財
產管理政策，做為公司推動智慧財產發展和管理的經營方針，並依循建立公司
智慧財產管理制度。



運用智慧財產，增強在金融市場之競爭能力
日盛運用智慧財產在客戶理財和消費金融等各項業務上，必須結合生活
場景、滿足客戶需求才能深耕核心業務、優化服務品質。
日盛以創新、效能、效率提升業務發展競爭力，選擇最適金融科技，如
生物辨識、大數據和演算法等技術的提升，改善和創新金融業務現有流
程，優化客戶體驗。



制度化管理智慧財產，以「權利管理流程」為指引，增強效能
本公司智慧財產管理以TIPS規範之「權利管理流程」為核心遵循指引，
即是結合公司營運策略，設立智慧財產管理目標，從智慧財產需求提案，
專利、註冊等之評估，智慧財產取得、維護和運用等連結各相關部門，達
到PDCA (Plan-Do-Check-Act) 良性管理循環。



監理智慧財產，提升合規強度並有效控制智財侵權風險
有效監理和避免數位轉型和金融科技運用時產生的侵權風險，保護公
司智慧財產權利。

二之2 日盛2020-21年智財管理策略目標有：


數位化金融服務相關專利的申請及布局。
依公司營運發展策略、業務單位和客戶需求優先次序、可適用之金融
科技、和公司可投入資源評估智慧財產需求提案。定期及不定期辨識及評
估本公司

暨子公司業務環境有關智慧財產之潛在風險與機會、可能的影

響，以進行數位化金融服務相關專利的申請及布局。



推動建立公司智慧財產管理制度。
2020年成立智慧財產管理計畫規劃小組，檢視現行智慧財產管理流程
和運作方式，依據台灣智慧財產規範 (TIPS 2016年版) 為基礎，逐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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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本公司之智慧財產管理制度。



強化員工智慧財產權基礎知識。
內部推廣智慧財產權基礎知識，使員工對智慧財產管理有基本認知。
提高員工注意智慧財產相關資訊和智慧財產侵權的風險。

三、 智慧財產管理制度實施方式
本公司暨子公司智慧財產管理標的以「專利」、「商標」、「著作權」與「營業
秘密」 為範圍。實施狀況分述如下：



建立智慧財產管理組織與制度：
本公司 2020 年成立智慧財產管理計畫規劃小組，成員包括：金控總
經理室、風險管理處、法令遵循暨法務處、電子商務處及稽核處。其任務
是考量影響本金控暨子公司智慧財產及智慧財產管理系統之內外部議題。
擬訂與公司發展策略結合的智財管理制度、目標和計畫，並提報董事會核
議，以達公司有效智慧財產管理之要求。
依智慧財產管理制度之推動和落實之進程，相關業務管理單位、資訊
處、人資部或外部專業顧問等應任務需要納入相關作業和管理小組。



管理制度系統化作業：
依智慧財產管理政策和目標，進行智慧財產的取得、保護、維護與運
用，管理制度運行中採取避免侵權與保護權利之措施。



與公司內部規範相容性：
本公司內部規範及智慧財產管理措施(包含取得、維護、保護與風險因
應)進行整合與調整，以使員工在執行上更具效力。



智慧財產(商標/專利)取得與維護流程：
依本公司營運現況制定智慧財產管理作業流程，由需求單位提出申請
並經評估後，委由外部專業事務所辦理，並於必要時委請專業顧問出具意
見書。其中針對智慧財產申請與維護作業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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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財產提案：權責單位依據業務需要檢視可能適合申請之商標或專
利。
(2) 可行性評估：提供申請智慧財產相關資料予專利/商標事務所評估可行
性。
(3) 申請委任：由法令遵循暨法務處就申請智慧財產呈公文，依據內部權責
劃分取得核准後，委由專利/商標事務所代本公司申請專利權或商標
權。
(4) 文件校對：權責單位與專利/商標事務所就申請專利權或商標權之項目
進行溝通與校對。
(5) 智慧財產註冊申請：專利/商標事務所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提出申請。
(6) 證書取得：依專利/商標事務所提出申請證明與審核結果，由法令遵循
暨法務處呈文進行請款。
(7) 智慧財產維護：由專利/商標事務所通知繳交維護年費，法令遵循暨法
務處呈文進行請款。



商標管理系統：
本公司已建有商標管理系統，統一管理本公司及子公司已註冊之商
標，於商標到期前一年自動通知相關單位，由權責單位評估是否延長商標
權期限，並由法令遵循暨法務處辦理後續延展事宜。



員工管理：
不定期對員工進行智慧財產權教育訓練，提升對智慧財產侵權和保護
之認識和重視。
本公司及子公司於勞動契約書及工作規則中，有明確訂定相關保密規
範，並於勞動契約書中約定員工任職期間所完成創作或發明等智慧財產權
之歸屬。



內部稽核：
於現行稽核制度下，強化公司對智慧財產管理的稽核和預防及改善程
序，以確保智慧財產管理制度運作符合本公司預期的結果，持續增益智慧
財產管理制度的成效。

四、 智慧財產清單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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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本公司及子公司取得商標權及專利權情形如下：

四之一、商標權：
本公司及子公司共擁有國內商標權 70 件以及海外商標權 16 件，指定用於銀
行、證券、期貨相關之商品或服務。

四之二、專利權：
本公司暨子公司共擁有國內專利權10件，主要集中在數位金融技術類，有助於
提高使用者的便利性，提高交易資訊的正確性和作業效率，重要成果如下：
取得日期

取得單位

專利權名稱

備註

2017/02/01

日盛證券

「雲端智能交易系統」

新型專利

2017/04/21

日盛證券

「行動理財秘書系統」

新型專利

2017/08/21

日盛證券

「線上機器人客服系統」

新型專利

2019/01/11

日盛銀行

「智能推播服務系統與裝置」

新型專利

2019/06/11

日盛證券

「股票健診系統」

新型專利

2019/06/11

日盛證券

「股票趨勢鎖利系統」

新型專利

2019/06/11

日盛證券

「組合式快捷下單系統」

新型專利

2020/05/21

日盛證券

「合理股票評價運算裝置」

新型專利

2020/09/01

日盛證券

「財報優選系統」

新型專利

2020/09/21

日盛證券

「智能股利系統」

新型專利

目前日盛金控暨子公司所有的專利權多與證券交易相關，應用範圍自線上平台
至行動裝置。除了能深化現有客戶服務，亦有助於本公司暨子公司擴大與其他同業
差異，形成競爭優勢，並將視未來技術發展運用到更多的場景和滿足客戶的需求。

五、 智慧財產相關風險的因應措施
依據本公司智慧財產管理相關的利害關係人以及攸關本公司之內部議題與外部
議題，初步辨識有以下之潛在風險，並擬建立相關因應措施，期能降低智慧財產風
險帶來的損失：
風險辨識/描

智財風險因應措施

述
公司同仁對智

預計完

權責單位

成日
(一)已建置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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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辨識/描

智財風險因應措施

述

預計完
成日

為保護本公司及子公司智慧財產，在

已建置和

識及認知尚不

員工行為管理部分，已於員工簽訂之

執行

足，致使造成

勞動契約書及工作規則中，要求員工

侵權或公司智

對於公司業務應予保密，不得洩漏與

慧財產被侵犯

第三人，且對於所保管之機密物品、

而不自知。

文件，應盡必要之保管義務並採取合

慧財產保護意

權責單位

1.

人資部

理之保密措施，並於勞動契約書中約
定員工任職期間所完成創作或發明等
智慧財產權之歸屬。
2.

就合約廠商管理部分，本公司及子公

已納入合

事務部

司與廠商簽訂之合約皆約定有保密義

約和執行

法令遵循暨法
務處

務相關條款，禁止廠商將所知悉之一
切與本公司或子公司業務直接、間接
相關之資訊，以任何形式向第三人揭
露。

(一之 1) 對現有已建置管理機制和合約
再檢視：
3.

2021/4Q

人資部

前

事務部
各相關業管單

各相關單位檢視相關契約對智慧財

位

產之保護是否允當
2021 年

人資部

識管理：

3Q 前完

法令遵循暨法

規劃舉行教育訓練，宣導智慧財產權相

成教育訓

務處

關法令及資訊，強化員工對於智慧財產

練

各相關業管單

(二) 擬系統化教育訓練強化基礎認知與知
1.

位

的基本認知。
2.

以會議宣導、 實體或線上課程、心得
報告分享方式傳達智財知識及經驗分
享，以將個人知識轉換為企業員工知識
庫，並於過程中激盪交流與刺激創新。

3.

依公司推動進階智慧財產管理進度，規
劃相關教育訓練，包含公司內部自評人
員的指派和資格取得，以強化智財管理
小組成員的智慧財產專業職能。

公司相關業管

擬進行專利分析進而專利布局：

2021年

業管和研發單

單位對競爭對

1.

4Q前

位

進行專利分析和地圖(Mapping)，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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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辨識/描

智財風險因應措施

述

預計完

權責單位

成日

手的專利或智

避免侵權以及發現技術相對密集領域

法令遵循暨法

慧財產無所知

的技術發展機會點，並對公司的技術

務處

悉而造成智慧

策略進行技術方面的審慎調查。

商標／專利事

任何技術專案先進行專利檢索，以確

務所

財產侵權等情

2.

定研發合理性驗證，避免專利侵權。

事
3.

掌握競爭對手的研究動態，以確保技
術差異或關注侵權界線。

智慧財產糾紛

已制定「日盛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爭議案

已制定和

事涉單位

造成訴訟案件

件處理作業準則」辦理智慧財產糾紛事件之

遵循

法令遵循暨法

因應處理，並將視需要徵詢外部專業顧問意

務處

見，以捍衛本公司智慧財產權。

外部專業顧
問

五之 2、規劃實施改善機制，確保智慧財產管理制度運作與成效。
為確保本公司所推動之智慧財產管理制度的運作符合組織預期，並持續改善及
進行各項流程變更與補強作業，以達管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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