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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第三屆第十三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9 日中午 12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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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良吉、林景郁、祁明輝、宿希成、陳和貴、蔣大中，共 13 位。 

      監事：陳昭誠、朱淑尹、劉中城、盧建川，共 4 位。 

四、 請假人員姓名： 

       理事：李文賢、馮達發，共計 2 位。 

       監事：程凱芸，共計 1 位。 

五、 列席人員：王仁君秘書長、陳啟桐副秘書長、平謹榕副秘書長共 3 人。 

六、 主  席：理事長吳冠賜                  記錄：曾怡真 

七、 主席致詞：(略) 

八、 報告事項： 

1. 本會目前會員人數 389 人。 

2. 107/9/27 中午十二時假中華民國職業訓練研究發展中心 1103 會議室，由

智慧財產法院實務委員會邀請智慧財產法院呂茂昌主任技術審查官擔任

主講人」，舉辦「專利訴訟案件之觀察」交流講座。 

3. 107/10/2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假中華民國職業訓練研究發展中心 1108 會議

室，由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邀請智慧財產局專利高級審查官徐銘夆擔任

主講人，舉辦「設計專利物品近似原則之探討」座談會。 

4. 107/10/3 下午六時三十分下午六時三十分假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艾爾法

廳舉辦在職進修系列講座第七次講座，講題為：「專利侵權鑑定實務－近

期不侵權案例解析」專題演講，由智慧財產法院朱浩筠技術審查官擔任主

講人。 

5. 107/10/4 下午一時三十分假臺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6 號 7 樓 702 會議室

「2018 年企業智權管理實務交流會-臺中場」，由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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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義勝處長及財團法人資訊策進會 鄒宗萱副主任兩位擔任主講人。 

6. 107/10/5 下午六點三十分假中華民國職業訓練研究發展中心 1103 會議室，

由商標實務委員會邀請智慧財產法院蕭文學法官舉辦「商標法實務案例

研討」專題演講。 

7. 107/10/12 下午六時三十分假國立成功大學實習法庭，由本會在職進修委

員會、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國立成功大學智慧財產研究及推廣小組共同舉

辦在職進修系列講座第七次講座，講題為：「專利訴訟實務之研討」專題

演講，由智慧財產法院法官張銘晃法官擔任主講人。 

8. 107/10/17 本會接獲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因調查刑事案件，請本會協助說

明風采設計股份有限公司為客戶申請專利之函文（附件 1.）。 

9. 107/10/18 下午六時三十分假中華民國職業訓練研究發展中心 1103 會議

室，由商標實務委員會邀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權組劉蓁蓁組長舉辦

「2018 商標法修正芻議之形成」專題研討會。 

10. 107/10/31 下午六時三十分假社團法人台中律師公會會議室由本會在職進

修委員會社團法人台中律師公會共同舉辦在職進修系列講座第八次講座，

講題為：「專利侵權鑑定實務－近期不侵權案例解析」專題演講，由智慧

財產法院朱浩筠技術審查官擔任主講人。 

11. 107/11/7 本會致函向經濟部提出針對研擬中之「智慧財產前瞻發展綱領」

提出建言(附件 2)。 

12. 本會今年委任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公會官網之網頁託管服務，

並提供 108 年度網頁續託管委任書(附件 3)。 

13. 各實務委員會暨小組會議及報告事項： 

(1) 107/10/12 中午十二時假假本會辦公室召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

2018 年第四次會議。 

(2) 107/10/17 下午三時假兆里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會議室召開國際事務

委員會 107 年第三次會議。 

(3) 107/10/18 下午四時假本會辦公室召開企業智權管理實務委員會 107

年第四次會議。 

(4) 107/10/19 本會接獲劉可泰先生申訴本會會員侯德銘背信之申訴案。 

(5) 107/10/23 下午一時三十分假本會辦公室針對宇瞻科技提出申訴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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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專利師倫理紀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6) 107/10/24 中午十二時假本會辦公室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 107 年第三

次會議。 

(7) 107/10/31 下午二時假本會辦公室針對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訴案

召開第三次調查會議。 

(8) 107/11/7 上午十時假本會辦公室針對倫理委員會受理申訴案件迴避

規定會議。 

九、 討論提案： 

（一） 申請入會案：專利師蕭雅之、胡培芝、王仕偉等 3 人申請入會案及專利師巫

祈賢申請重新入會案，請審核。 

決議：通過 

 

（二） 秘書長王仁君提議擬正式聘任會務工作人員蔡涵育小姐擔任本會幹事乙職，

請討論。 

說明：蔡涵育小姐自到職日起至試用期間，認真積極處理承辦業務，於試用

期滿後正式僱用擔任幹事乙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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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聘人員 到職日期 試用期滿日期 

蔡涵育 107 年 7 月 16 日 107 年 10 月 16 日 

 

決議:通過 

 

（三） 秘書長王仁君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本會 106 年度收支決算表(附件 4- 

1)、106 年度現金出納表(附件 4-2)、106 年度資產負債表(附件 4-3)、106 年

度基金收支表(附件 4-4)，請審核。 

決議:通過，將於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審查通過後函送內政部備查。 

 

 



4 

（四） 秘書長王仁君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107 年度 1-10 月收支預算對照表

(附件 5)，請討論。 

決議：通過。 

 

（五） 秘書長王仁君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108 年度各委員會暨秘書處工作計

劃(附件 6-1)及 108 年度收支預算表(附件 6-2)，請討論。 

決議：通過，將於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審查通過後函送內政部備查。 

 

（六） 秘書長王仁君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107 年度專利師入會、退會、停權 

(如附件 7) ，請討論。 

決議：通過。 

 

（七） 秘書長王仁君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研議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章程第八

條第二項及第四十一條修正一案(如附件 8)，請討論。 

說明: 業經 106.11.24 第三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核通過在案，於 106

年 12 月 15 日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因出席未到達法定人數(及會員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故未成案。於本次會議中提出後，在第四屆第一

次會員大會再次表決。 

決議：通過，本案將於會員大會中再次討論表決。 

 

（八） 秘書長王仁君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有關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如

附件 9-1)及理、監事之選舉規劃及流程(如附 9-2)，請討論。 

決議： 

   一、通過本次會員大會議程。 

   二、理、監事選舉規畫及流程請就報到程序修正後通過。 

 

（九） 秘書長王仁君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有關第四屆理、監事之選舉，依據

人 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5 條之規定，應由理事會在會員大會召開十五日

前，審定會員資格，造具名冊(如附件 10)，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請討論。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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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在職進修委員會主委歐姿漣提案：建請於本年度會員大會表揚積極參與在職

進修活動之會員，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會員在職進修辦法」第 3 條第 1 款規定：本公會應每年公

佈參與公會在職進修課程滿十五小時以上之專利師姓名及其時數，

並得予以表揚。 

2. 本公會於本年度舉辦多場課程、演講或活動，在職進修上課的總

點數為 39 點，會員參與踴躍有多位會員的進修點數達 15 點以上，

擬依據「會員在職進修辦法」公布今年參與進修滿 15 點(含)以上

之會員姓名及其點數，於本年度會員大會對積極參與之會員予以

表揚如(附件 11)。 

3. 建請 107 年度總上課點數總數最高前 50 位專利師，並得予以表揚

於本年度會員大會頒發每人全家便利商店伍佰元商品卡乙份。 

     決議：通過。  

 

（十一） 秘書長王仁君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本會財產不堪使用損壞，申報

廢除帳案」，請討論。 

      說明：電話乙台及華碩筆電乙台不堪使用損壞，且維修不符經濟效益，故

申請報廢除帳，107 年度財產清冊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2)，請討

論。 

      決議：通過。 

 

（十二） 秘書長王仁君提議、理事長吳冠賜交議：本會會務工作人員年終考核及年

終獎金案，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會「會務人員服務規則」辦理，請討論。 

      決議：授權理事長決定。 

 

（十三） 專利師倫理紀律委員會提案，理事長吳冠賜交議：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訴案(107 專紀字第 001 號)，請討論。 

      說明：本會於 107 年 6 月 12 日收到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訴楊長峯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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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師乙案，依據本會「專利師執業倫理規範」、「中華民國專利師

公會會員違反倫理紀律案件處理程序」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程序，

本案調查報告書(附件 13)，請討論。 

      決議： 

一、本會針對本案被申訴之專利師楊長峯提出勸告處分。 

二、應將本會處分寄送給智慧財產局，敦促其對於同被申訴之專利代理  

   人李國光、張仲謙為相同處理。  

 

（十四） 權利維護委員會黃富源主委提案，理事長吳冠賜交議:有關本公會製作專

利概念推廣漫畫，請討論。 

 說明:參照日本辯理士公會與台灣證卷交易所對高中職宣導的內容，可以

知悉其親向於漫畫的方式，決議提案給理監事會，是否編列預算給

與本委員會製作類似的漫畫，以向高中職推廣專利概念與提升本會

能見度。 

      決議： 

        一、委請權利維護委員會針對本提案成立特別小組規劃漫畫腳本內容， 

            於印製前送理監事會審閱內文。 

        二、同意針對本提案先編列新台幣 10 萬元。 

        

（十五） 理事長吳冠賜提議：非凡新聞台-台灣大未來節目邀約本會進行六分鐘專

輯報導，以提升本會形象與文化，助於宣傳本產業之曝光，計畫書及費用

如(附件 14)，請討論。 

      決議：轉呈下屆理監事會討論。 

 

（十六） 下次會議日期時間，請討論。 

              決議：因本次為本屆理監事最後一次會議，無須討論。 

 

十、 臨時動議： 

十一、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