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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第三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民國 105 年 9 月 23 日中午 12 時 

二、地點：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第二會議室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390 號 12 樓) 

三、出席人員姓名： 

理事：吳冠賜、林發立、洪澄文、秦建譜、廖鉦達、何愛文、吳宏亮、 

李文賢、周良吉、林景郁、宿希成、陳和貴、蔣大中，共 13 人。 

監事：朱淑尹、盧建川，共 2 人。 

四、請假人員姓名： 

理事：祁明輝、馮達發，共 2 人。 

監事：陳昭誠、程凱芸、劉中城，共 3 人。 

五、列席人員： 

王仁君秘書長、陳啟桐副秘書長、平謹榕副秘書長，何美瑩主任委員、 

胡書慈副主任委員，共 5 人。 

六、主  席：理事長吳冠賜       記錄：李苑綺、林苡君、陳泓孝 

七、主席致詞：(略) 

八、報告事項： 

1. 本會目前會員人數 30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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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5/6/21-105/6/23 本會日本事務委員會由洪澄文常務理事組團、吳冠賜

理事長偕同拜訪日本特許廳、日本弁理士協會東京本部及日本弁理士

協會近畿支部等單位。 

3. 105/6/29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於研發中心 1108 會議室，發明實務委員會

舉辦「發明專利審查品質座談會」，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廖承威組長及

林希彥副組長蒞會報告與座談。 

4. 105/6/3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王局長美花榮升經濟部常務次長，智慧局舉

行歡送茶會，本會由吳冠賜理事長代表出席。 

5. 105/7/6 下午六時三十分於工總九樓第一會議室，舉辦在職進修系列講

座第五場次，講題為：「專利行政爭訟實務案例研析及其趨勢」，由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朱浩筠科長擔任主講人。 

6. 105/7/20 上午十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舉行「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事件電子

訴訟(線上起訴)系統業務聯繫會議」，本會由智慧財產法院實務委員會

郭雨嵐主任委員代表出席。 

7. 105/7/22 上午九時二十分智慧財產法院舉辦 105 年度「智慧財產權相關

訴訟議題暨新興技術研討會」第 4 場次，由國立交通大學劉尚志教授

擔任主講人，本會由陳昭誠常務監事報名參加。 

8. 105/7/25 專利師季刊第二十六期出刊。 

9. 105/7/27 下午二時由王仁君秘書長及陳啟桐副秘書長對四位應徵本會

新任會務工作人員進行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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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5/8/4 設立專戶存儲本會會務發展準備基金，並依據 105/6/17 第三屆

第四次理監事會議決議，按歷年預算收入總額百分之四提撥足額至會

務發展準備基金專戶。 

11. 105/8/10 下午二時三十分考試院舉辦「考選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專利師考試規則第 6 條、第 9 條修正草案一案小組審查會」，

本會由吳冠賜理事長及王仁君秘書長代表出席(附件 1)。 

12. 105/8/8-105/8/11 本會兩岸事務委員會由廖鉦達常務理事組團、吳冠賜

理事長偕同拜訪廣西師範學院、廣西知識產權發展研究院、廣西省知識

產權交易中心、廣西省知識產權局、廣州開發區科技創新和知識產權局、

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專利審查協作廣東中心、暨

南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學院、廣東省知識產權局等九個單位。 

13. 105/8/16 本會致贈花籃恭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洪副局長淑敏榮升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局長。 

14. 105/8/16 下午二時假研訓中心 1108 會議室，接待江蘇省蘇州市知識產

權局考察團，本會由廖鉦達常務理事暨兩岸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王耀

華副主任委員、陳政大委員、簡秀如委員代表出席。 

15. 105/8/18 下午六時三十分於研發中心 1103 會議室，舉辦在職進修系列

講座第六場次，講題為：「製藥產業發展策略」，由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

術發展中心董事長羅麗珠博士擔任主講人。 

16. 105/8/23 上午九時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召開「105 年民間團體兩岸交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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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本會由廖鉦達暨兩岸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王耀華副主任委員

代表出席。 

17. 105/8/26 上午九時二十分智慧財產法院舉辦 105 年度「智慧財產權相關

訴訟議題暨新興技術研討會」第 5 場次，由淡江大學張志勇教授擔任

主講人，本會由秦建譜常務理事、吳宏亮理事、陳昭誠常務監事、盧建

川監事報名參加。 

18. 105/8/29 本會新網站第一次測試驗收。 

19. 105/9/5 本會新網站第二次測試驗收。 

20. 105/9/5 上午九時三十分於公會辦公室，智慧財產局法務室林清結主任

與陳信儒先生、工業技術研究院陳家駿律師至本會召開「2016 專利法

制與實務發展研討會」工作協調會議，本會由王仁君秘書長及陳啟桐副

秘書長代表出席。 

21. 105/9/8 上午九時三十分吳冠賜理事長拜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蔡練

生秘書長恭賀中秋佳節愉快。 

22. 105/9/8 下午二時由王仁君秘書長及平謹榕副秘書長對兩位應徵本會新

任會務工作人員進行面試。 

23. 105/9/8 下午六時三十分於台中律師公會會議室，由本會與台中律師公

會共同合辦在職進修系列講座第七場次，講題為：「愛麗絲與寶可夢—

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專利適格性之判斷」，由中興大學法律學系陳龍昇教

授擔任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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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05/9/10 本會新網站正式上線，並依據 105/6/23 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

會議決議，委任展昭國際企業(股)/展訊數位科技(股)進行本會官網主機

代管之服務。 

25. 105/9/12 上午八時三十分本會新任會務工作人員陳泓孝先生辦理到職

手續。 

26. 105/9/12-105/9/13 本會國際事務委員會由簡秀如主委組團拜訪

European Patent Institute (EPI)、Deutsche Patentanwaltskammer(GPAA)、

European Patent Office (EPO)、EPO Boards of Appeal 等四個單位，並進

行專題簡報及案件研討。 

27. 105/9/14 本會國際事務委員會由簡秀如主委組團觀摩 Oral hearings held 

by EPO Boards of Appeal。 

28. 各實務委員會暨小組會議及報告事項： 

(1) 105/7/22 中午十二時假萬國法律事務所召開智慧財產法院實務委

員會 2016 年度第二次會議。 

(2) 105/7/22 下午四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第三屆職前訓練委員會 2016

年度第一次會議。 

(3) 105/7/26 中午十二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第三屆專利師權利維護委

員會 2016 年度第二次會議。 

(4) 105/7/29 中午十二時假工總十二樓第二會議室召開兩岸事務委員

會 2016 年度第三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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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5/8/3 中午十二時十五分於公會會議室召開專利師在職進修委員

會 2016 年度第三次會議。 

(6) 105/8/5 下午三時三十分於公會會議室召開職前訓練委員會 2016

年度第二次會議。 

(7) 105/8/9 中午十二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編輯委員會 2016 年度第三

次會議。 

(8) 105/8/11 中午十二時假宏景智權專利商標事務所召開設計專利實

務委員會 2016 年度第三次會議。 

(9) 105/8/12 中午 12 時假理律法律事務所召開德國慕尼黑參訪團第一

次準備會議。 

(10) 105/8/24 下午三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企業智權管理實務委員會

2016 年度第二次會議。 

(11) 105/9/1 中午 12 時假理律法律事務所召開德國慕尼黑參訪團第二

次準備會議。 

(12) 105/9/1 職前訓練委員會針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 105/8/18 提供之

「專利師職前訓練辦法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及對照表」提供建議

(附件 2-1、附件 2-2)。 

九、討論提案：  

1. 秘書長王仁君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聘任會務工作人員陳泓孝擔任

本公會助理幹事之試用期到職案，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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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依據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增聘會務工作人員乙名。

經面試後認為陳泓孝先生應適合接任本會助理幹事，其業已於 105 年 9

月 12 日辦理試用期就職報到手續（職稱為助理幹事），履歷表及聘僱契

約書如附件 3。依據本會章程第 23 條，會務工作人員之聘任應經理事會

通過，請討論。 

決議：通過。 

 

2. 秘書長王仁君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擬正式聘任會務工作人員林苡

君擔任本會幹事乙職，請討論。 

說明：林苡君小姐自 105 年 5 月 3 日到職試用期間，認真積極處理承辦

業務，擬自 10 月 1 日起正式僱用林苡君小姐擔任本會幹事乙職，依據

本會章程第 23 條規定，會務工作人員之聘任應經理事會通過，請討論。 

決議：通過。 

 

3. 秘書長王仁君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與智慧局合辦「2016 專利法制

與實務發展研討會」，請討論。 

說明：於今年 10 月 4 日、5 日與智慧局合辦「2016 專利法制與實務發

展研討會」，邀請美國華盛頓州聯邦地方法院法官 James Robart、USPTO

官員 Mr. Christian Hannon、我國智慧財產法院法官、智慧局官員及本會

會員擔任相關議題之講者及與談人。定版議程如附件 4。請討論。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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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事暨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景郁及秘書長王仁君共同提

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活動擬併同專利師聯誼

活動一同舉行，行程規劃與報價如下，請討論。 

說明： 

(1) 為增進本會會員情誼，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提議安排會員聯誼活

動，經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可考慮安排與今年會員大會

在同一天舉行，上午召開會員大會，中午會議結束後安排下午半天

出遊行程，至當日晚餐後結束。 

(2) 目前暫訂 105/12/17(六)上午 9：30 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 樓 401

會議室（台北市徐州路 2 號）舉辦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員大

會議程表如附件 5-1，聯誼活動行程規劃的各項建議如附件 5-2。 

(3) 會員大會會員贈品建議如附件 5-3。 

決議： 

(1) 同意今年度會員大會完成後舉辦會員聯誼活動，行程規劃採方案二

A。 

方案二 A 以下地點(擇一) 費用 

會員大會後 

1. 遊覽車包車 

2. 休閒農場 

桃園埔心農場、桃園九斗休閒農

場、大溪河岸童話森林、新北三

峽皇后鎮森林、永安附近的莫內

咖啡、三號咖啡、樂農莊 

* 1,000 元/人 

 

*備註：遊覽車+休閒農場費用都可以控制在 1,000 元/人以下。 

(2) 今年度會員大會贈品為西華 VFM 鋼珠筆 SH9400-1(霧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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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理事暨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景郁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

有關專利師專屬法袍乙案，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先以金黃色 1（色號 FA08）、

金黃色 2（色號 FA09）、橘色（色號 FA96）等三個顏色，交由本會

全體會員投票挑選。 

(2) 本會全體會員投票挑選結果依序為金黃色 2（色號 FA09）、金黃色

1（色號 FA08）、橘色（色號 FA96）。 

(3) 9 月 1 日時與智慧財產法院李院長聯繫，除告知以上投票結果外，

並詢問法院的意見，李院長簡單回覆，法院無其他意見。 

(4) 權利維護委員會建議，採專利師桌牌的處理方式，由公會協助與廠

商聯絡，但由會員自費且自行決定是否訂製；目前向廠商詢問得到

的價格為每件 2,900/3,300 元。 

決議： 

(1) 通過，依據投票結果挑選金黃色 2(色號 FA09)的相同布料製作。 

(2) 請廠商派員在 12/17(六)會員大會會場設置攤位，協助欲訂製法袍的

會員測量尺寸。 

(3) 請秘書處協助統計訂製數量，並與廠商確認數量及會員自費金額。 

 

6. 職前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何美瑩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提名聘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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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訓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委員名單(附件 6-1)及本(105)年度工作計劃

及預算表(附件 6-2)，請討論。 

決議：通過。 

 

7. 職前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何美瑩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106 年專利

師職前訓練專案預算(附件 7-1、附件 7-2)，請討論。 

說明：因公會已預定要承接 106 年職前訓練專案，依照過去慣例，106

年預算原則上須等到 11 月底理監事會議才討論，但考量若要順利執行

此一計畫，有許多前置作業必須盡早開始，因此專案提出預算報告，希

望能在本次會議即通過計畫預算，以便後續作業(如，預定場地、遴聘講

師等)。 

決議：通過提案附件之「專利師職前訓練課程草案」規劃及「106 年專

利師職前訓練預算表」。 

 

8. 企業智權管理實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崧洺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請

准增聘卓昶思專利師、楊傳鏈專利師為第三屆第一任企業智權管理實務

委員會委員，請討論。 

決議：通過。 

 

9. 秘書長王仁君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智慧財產法院 105/9/8 來函，

請本會就來函說明二所示內容表示意見(附件 8)，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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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本會不統一對智財法院表示意見，但將本函轉知本會全體會員，由

會員以個人身份表述意見。 

(2) 由秘書處擬函回覆智慧財產法院，說明本會對此來函之辦理方式。 

(3) 建議發明實務委員會可針對本案進行專題研究。 

 

10. 新申請入會案： 

專利師蔡明翰、林霈貞、周宜新、高臆婷、賴朝家、王士誠、吳家思、

蔡坤儒、呂東盈、王奕軒等 10 人申請入會案，請審核。 

決議：通過。 

 

11. 申請退會案： 

專利師邱青松等 1人申請退會案，請審核。 

決議：通過。 

 

12. 理事暨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景郁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

是否發函高中職，說明公會願意配合學校說明專利師職涯事宜，請討論。 

說明：  

(1) 全國部分高中、高職每年都會定期舉辦職場上各種職涯之說明會，

提供學生未來選類別與科系之參考，目前部分學校是採用邀請具有

不同專長的學生家長到校演講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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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了提高專利師在台灣社會之能見度，建議本會可主動發函至各高

中、高職，說明專利師公會能派員說明專利師職涯，以讓專利師能

逐步在年輕族群札根。 

(3) 若蒙核可本案，權利維護委員會將著手擬函，並進行細部工作之規

劃。 

決議：通過，由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規劃辦理。 

 

13. 常務理事暨兩岸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廖鉦達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

擬與廣西民族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請討論。 

說明： 

(1) 2016/08/11 兩岸事務委員會拜訪廣西民族大學知識產權發展研究院，

受熱烈招待與歡迎，尤其廣西知識產權發展研究院在兩方會議中提

到廣西的知識產權正在蓬勃發展，希望與我方能夠落地交流，並與

公會簽訂合作備忘錄(附件 9)。 

(2) 根據中國知識產權局消息，廣西被確定為特色型知識產權強區建設

試點，成為全國首批三個特色型知識產權強省試點省之一。 

決議：合作細節交由兩岸事務委員會協商，並將本案提交下次理監事會

議討論。 

 

14. 企業智權管理實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崧洺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企

業智權管理實務 2016 年聯誼茶會追加預算案，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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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提案仿照兩岸事務委員會的大陸專利代理人聯誼茶會的形式，於 12

月 8 日週四下午辦理聯誼茶會，邀請公會會員及企業智權管理人員

一同交流、強化公會與產業間之聯繫(附件 10-1)。 

(2) 關於講師鐘點費及茶水費用之會計科目調整事宜，擬由場地費及影

印費調整科目以便因應(附件 10-2)。 

(3) 關於非會員參與之審核機制(附件 10-3)。 

決議：預算表修正後通過，由企業智權管理實務委員會規劃活動。 

 

15. 下次會議日期時間，請討論。 

決議：訂於 105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召開本屆第 6 次理監事

會議。 

 

十、臨時動議： 

 

十一、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