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11日，12時 00分至 15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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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理事：林宗宏、廖鉦達、周良吉、王仁君、宿希成、吳俊彥、顏錦順、

吳爾軒、祁明輝、閻啟泰、童啟哲、陳政大、彭國洋、林發立、

吳婷婷，共 15位。 

（二） 監事：秦建譜、王雅萱、余宗學、劉育彬、蔡嘉慧，共 5位。 

四、列席人員：簡秀如秘書長、平謹榕副秘書長、胡書慈副秘書長、 

滕沛倫副秘書長，共 4位。 

五、主  席：林宗宏理事長。                             記錄：蔡涵育 

六、主席致詞：（略）                   

七、報告事項： 

1. 本會目前會員人數為 385人。(107/12/7第三屆第三次臨時理事會通過會員

人數為 390人，今日將審核 3位申請入會、8位申請退會) 

2. 107/12/10上午九時三十分北京市知識產權局至本會拜訪，假中華民國全國

工業總會第二會議室由吳冠賜前理事長及兩岸事務委員會接待。 

3. 107/12/12中午十二時三十分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北京市知識產權局及大

陸專利師代理人協會假福華大飯店午進行午宴交流，由本會吳冠賜前理事

長、第三屆理監事及兩岸事務委員會接待。 

4. 107/12/12 下午三時大陸專利代理人協會至本會拜訪，假中華民國職業訓

練研究發展中心 1101 室，由兩岸事務委員會王耀華主委及兩岸事務委員

會接待。 

5. 107/12/14 下午一點三十分假台北福華大飯店舉行本會第四屆第一次會員

大會暨理監事選舉。 

6. 107/12/24 上午十點於本會辦公室由吳冠賜前理事長及林宗宏理事長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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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四屆會務交接。 

7. 107/12/24 下午由林宗宏理事長、簡秀如秘書長及第四屆理監事拜訪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及智慧財產法院。 

8. 107/12/27 下午三點林宗宏理事長、簡秀如秘書長及陳東良專利師於本會

辦公室審閱本會帳務。 

9. TIPA 智慧財產培訓學院邀請本會推薦 TIPA108 年電子報撰稿人，本會推

薦彭國洋及孫寶成兩位專利師。 

10. 各實務委員會暨小組會議及報告事項：107/12/19中午十二時於本會辦公室

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 107年度第四次會議。 

 

八、討論提案： 

1. 林宗宏理事長提議：提請聘任簡秀如專利師擔任本會秘書長，平謹榕專利

師、胡書慈專利師及滕沛倫專利師擔任本會副秘書長，任期至本屆理監事

任期屆滿為止，請討論。 

決議：通過。 

 

2. 林宗宏理事長提議：第四屆各實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擬採三人共同主委制

（co-chair）、每年由一人輪值作為召集人，建議名單如（附件 1），請討論。 

決議：通過。 

 

3. 林宗宏理事長提議：是否設立美國實務委員會，請討論。 

決議：通過。 

（1） 待委員會名單確認後，請主委於下次理監事會議提報預算。 

（2） AIPLA 預計於今年四月底五月初組團至台灣參訪，但因美國實務委

員會需於下次理監事會議提報通過方可正式運作，故此接待活動先

由國際事務委員會辦理。 

（3） 美國實務委員會成立後，國際事務委員會主要推廣重點為歐洲、韓

國、新南向國家等。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s-Rj-fWyW5P_nbiWkhdUNF-HVU-Wq66/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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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宗宏理事長提議：建議於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下設置「媒體公關主任

暨發言人」；首任「媒體公關主任暨發言人」建議由余宗學監事擔任，請討

論。 

決議：通過。 

 

5. 林宗宏理事長提議：依據本會「倫理紀律委員會組織辦法」第四條及「中

華民國專利師公會會員違反倫理紀律案件處理程序」第三條規定，擬定「第

四屆倫理紀律委員會」調查小組分組名單及輪值順序如（附件 2），請討

論。 

決議：通過。調查小組分組名單之召集人為表中各組第一位成員。 

 

6. 林宗宏理事長提議：擬定本會 108年度公關形象推廣計畫如（附件 3），請

討論。 

決議：為與媒體搭建友善溝通及聯繫管道，俾建立專利師知名度及專業形

象，今年將委託公關公司配合專利師節慶祝活動辦理媒體餐敘，由

參與的理監事分攤餐費，並由理事長支應其他費用。年底並配合本

會成立十週年慶祝活動舉行記者會，以本會名義發表白皮書，活動

費用將由現有預算支應，如有需要再另行提報理監事會審查。 

 

7. 林宗宏理事長提議：籌辦關於本會 108年專利師節慶祝活動、會員大會舉

辦日期及成立十周年慶祝活動舉辦事宜，請討論。 

決議：通過。 

（1） 本會預計於 4/25(四)中午舉辦理監事與媒體餐會，下午舉辦專利師節

慶祝活動。 

（2） 今年 12/11(三)為本會成立十周年，將舉辦會員大會及十周年慶祝活

動，同時發表本會白皮書。並依往例於當日舉辦研討會，預計邀請主

管機關發布專利政策，以利會員更加瞭解未來方向。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0quQ2CtNjyZfRsGW_n5vf6Hfoj4j4hk7/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IwjTKjQBJFKWDAiJW8-Ql4YU2ef1sfN/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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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林宗宏理事長提議：有關本會與元照出版公司就專利師季刊之合作方式調

整及元照提供 108年度合作方案（附件 4-1、附件 4-2），請討論。 

決議：元照所提附件 4-1 之合作方案准予備查。就附件 4-2 關於與元照間

就專利師季刊之合作方式調整如下： 

（1） 專利師季刊庫存如何處理：元照倉庫中尚有專利師季刊 16 期至 35

期之紙本庫存，秘書處將詢問會員是否有需要，並請元照協助寄送。

所餘期刊先寄送至連邦事務所存放。 

（2） 專利師季刊合約數量是否應降低：目前合約之印刷量為 600 本/期，

因今年預計增加一百位會員，故暫先維持原定合約出刊數量。 

（3） 代寄費用之收取：因耗材及人力成本的增加，本會同意元照要求，支

付代寄費用每本 15元，郵資部分則實報實銷。 

 

9. 林宗宏理事長提議：本會與中華民國職業訓練研究發展中心之辦公室租賃

契約即將於 108年 4月屆滿，是否續約，或應另覓他處，或購置辦公室，

請討論。 

決議：本所目前辦公室應行續約。另由理事長指派專人研究並草擬辦公室

購置十年計畫，完成後再提報理監事會議討論。 

 

10. 周良吉常務理事提議、林宗宏理事長交議：目前各委員會之年度預算係由

即將卸任的主委來編列，然後由新接任的主委來使用這筆預算，造成編預

算者跟實際使用者不同的不合理現象。 

建議：每年 11 月時即決定各委員會之下一任主委是誰，然後由各委員會

之下一任主委來編列該委員會之來年度的預算，如此編預算者跟實際使用

者一致，對於各委員會之運作會比較順利，請討論。 

決議：因本次會議提案第 2項已決議通過，亦即本屆各委員會主委採三人

共同主委制，故在未改選下屆理監事之前，應無所慮「編預算者與

實際執行者不同」之問題。而逢年底將改選理監事之年度，因理事

長尚未選出，各委員會人事安排實無法事先於 11 月時即予確認。

此種情形，仍應由原主委編列下年度預算，待理監事改選後，新任

主委如認有必要，自可向理監事提出追加預算之議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6U_tJczj1W2a7mqNLUNqgjc_OfF8abc_/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cgvF-p0j5cacb7ApMjNocXRKA8Ts_KR/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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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周良吉常務理事提議、林宗宏理事長交議：第三屆第十三次理監事會議中，

吳冠賜前理事長有口頭提及：目前由於公會會員已經比較多了，公會的經

費比較充裕，就參加公會的出國拜訪行程，可考慮予以適當的補助。建議

就此事具體討論出實行辦法。 

決議：不予補助。經費應優先用於會務發展。 

 

12. 周良吉常務理事提議、林宗宏理事長交議：有關本會第三屆第十三次理監

事會議吳冠賜前理事長提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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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決議轉呈下屆理監事會討論（附件 5）。 

決議：因今年已有媒體公關計畫，單一電視媒體報導效益較為有限，故不

予辦理。 

 

13. 陳政大理事提議、林宗宏理事長交議：無形資產評價業務發展事宜，請討

論。 

說明：與美國評價分析師協會台灣分會（TACVA , Taiwan Charter of NACVA）

策略合作，共同發展無形資產評價業務： 

(1) 雙方互派師資授課：由 TACVA 提供一定時數授課以供會員知悉無形

資產評價運作；本會可選派師資為 TACVA 會員講授智慧財產權法相

關內容，藉此可同時培訓年輕會員相關授課經驗。 

(2) 共同爭取無形資產評價師考試部分科目免試：由經濟部委託工研院執

行無形資產評價師能力鑑定考試，其中級能力考試共三個考科（評價

概論及評價準則、智慧財產權法、無形資產評價概論(二)），TACVA已

著手爭取部分考科免試，應可與 TACVA 策略合作，為本會會員爭取

部分考科免試。 

提請理監事會議討論是否同意上述提案。 

決議：通過。授權陳政大理事執行。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ElaHTVVvEO00pv_v5pe3Dtmg-678L-L/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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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簡秀如秘書長提議、林宗宏理事長交議：申請加入第四屆各實務委員會委

員之會員名單如（附件 6），請討論。 

決議：通過。 

 

15. 簡秀如秘書長提議、林宗宏理事長交議：建議於秘書處下設置「會計主任」；

首任會計主任建議由本會會員陳東良專利師擔任，請討論。 

決議：通過。 

 

16. 簡秀如秘書長提議、林宗宏理事長交議：為方便中南部會員參與本會活動，

建議採購簡易視訊設備，如：防回音麥克風、視訊鏡頭、電視屏幕等，以

利 skype視訊會議召開，請討論。 

決議：通過。 

 

17. 簡秀如秘書長提議、林宗宏理事長交議：建議製作兩種價值各為新台幣

2,000元及 1,000元左右之紀念獎座各 10個，供本會國內外參訪及外賓接

待時作為禮品之用，請討論。 

決議：通過，授權由秘書處製作禮品。 

 

18. 簡秀如秘書長提議、林宗宏理事長交議：每年 10 月向全體會員所收取之

下年度會費是否由明年起改列下年度收入，請討論。 

決議：通過。 

 

19. 簡秀如秘書長提議、林宗宏理事長交議：本會目前現金存款總計 18,155,963

元如（附件 7），是否可將其中 1,500萬轉為定存，請討論。 

決議：通過，但定存金額改為 700萬，並以每筆 100萬方式轉定存。 

 

20. 簡秀如秘書長提議、林宗宏理事長交議：「本會財產/物品不堪使用損毀，

申請報廢除帳案」，請討論。 

說明： 

(1) 依財產暨物品管理手冊，因財產與物品因毀損或老舊而不堪使用，申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VEW7uZir5EGzlZezvc1kgAI-HuD1tJG/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ADOav6CLVz69hM7gCr4TO2H-zRJFWj4/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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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財產/物品之報廢明細如（附件 8）。 

(2) 107年度財產清冊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9）。 

       決議：通過。 

 

21. 簡秀如秘書長提議、林宗宏理事長交議：「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會員違反

倫理紀律案件處理程序」修正案，原文如（附件 10）請討論。 

說明： 

(1) 秘書處於接獲會員違反倫理紀律申訴案件後，常見申訴人陳述明顯不

具體或全未檢附事證之情況，此種案件勢必先請其補充陳述及證據；

但若依現行「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會員違反倫理紀律案件處理程序」

第六條關於「調查小組調查案件應踐行下列程序：（一）請兩造提出書

面陳述，並附具相關證據..（以下略）」之規定，此等要求補正工作似

需由調查小組親自處理。為求程序經濟，建議仿法院實務，秘書處於

收案後可先形式審查申訴人之陳述及證據，若有必要可先請其補正，

同時亦轉請被申訴人提交答辯書，待秘書處蒐集到雙方陳述及證據之

後，再由輪值之調查小組進行實質調查與判斷。 

(2) 承上，謹建議「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會員違反倫理紀律案件處理程序」

第三條文字修正如下（新增文字如底線處）： 

「本公會收到檢舉或提案處理前條案件後，應由倫理紀律委員會三名

輪值委員組成調查小組加以調查。於調查小組調查前，秘書處得視情

況先請申訴人限期補正陳述及證據，並轉請被申訴人於指定期間內提

出答辯書。」 

決議：通過，並再增列期間限制，將第三條文字修正為「本公會收到檢舉

或提案處理前條案件後，應由倫理紀律委員會三名輪值委員組成調

查小組加以調查。於調查小組調查前，秘書處得視情況先請申訴人

限期一個月補正陳述及證據，並轉請被申訴人於一個月內提出答辯

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nBveppZSIH10O9A9J01Hs27Qg-FhfKf/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O4bCFtweLPrEFnnltg-naQSDbuH7VZQ/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ms7DA0pwkWBwWJQIU0agfEyN2rIYD9H/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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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簡秀如秘書長提議、林宗宏理事長交議：建議修正本會「會員入退會暨繳

費細則」如（附件 11），請討論。 

說明：本會現有辦法對於入退會均採文件齊備日為入退會生效日，在入會

方面較無爭議，但退會方面則因涉及常年會費之計算及繳納，實施上迭有

疑問。經考察律師公會、會計師公會作法，擬修正「會員入退會暨繳費細

則」，賦予退會者 15日之緩衝期以補正文件，並回溯適用於本修正案通過

日前 15日內已提出之退會申請。 

決議：為簡化會員退會流程，雖仍要求退會會員應繳回有效證件，但以其

申請退會之日為退會日，不以文件齊備為退會日認定標準。通過修

正全文如（附件 12）。 

 

23. 新申請入會案： 

專利師謝昇哲、張瀚壬、黃珊珊等 3人申請入會案，請審核。 

決議：通過。 

 

24. 申請退會案： 

專利師陳志清、李孟儒、王信、方環玉、鄭煜騰、林文立、郭長清、歐師

維等 8人申請退會案，請審核。 

決議：通過。 

 

九、下次會議日期時間：108年 4月 19日(五) 下午 13時 30分。 

十、臨時動議： 

秘書長簡秀如提議：因本會會址有不明異味，經多方查詢仍無法解決，影

響會務同仁健康，請准購買空氣清淨機一台，以利本會會務同仁有舒適的

工作環境。 

決議：通過。 

十一、 散會：15點 00分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CluqEC4YaS8sZoHf2c_XtVjC6go968w/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ry3hAranBBggXwXa1y6JQ7akYTriPo3/view?usp=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