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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第四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記錄 

一、時間：108 年 11 月 22 日下午 2 時 

二、地點：專利師公會會議室（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390 號 11 樓） 

三、主席：林理事長宗宏                               紀錄：陳雅眉 

四、出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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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事：秦建譜、王雅萱、余宗學、劉育彬、蔡嘉慧。共 5 位。 

五、列席人員：簡秀如、胡書慈、滕沛倫、平謹榕、林清結、黃心薇、陳雅眉、王

詩緯。共 8 位。 

六、主席致詞：（略） 

七、報告事項： 

(一)秘書處報告今年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今年理監事聯席會議決

議待辦事項，除年底發表白皮書及律師法修法因應小組外，皆已執行完畢。 

(二)律師法修正草案第 127 及 129 條對專利師執業之影響甚鉅，公會已陸續拜訪

立法委員陳超明、尤美女及周春米，同時行文向法務部、經濟部陳情，詳細內

容如附件 1 公會陳情立委說帖及附件 2 函文。 

(三)會務概況： 

1、本會目前會員人數為 404 人。今日將審核 14 位申請入會、3 位申請出會。

（討論提案第一案） 

2、訓練課程及對外交流紀要。（附件 3） 

(四)1107 室會議室裝修案已完工，並於 9 月 11 日正式啟用，本次總預算為 799,000

元整，並預計依本次租約時間（至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21 日止）攤提，共計

31 個月。 

(五) 1107 室會議室未來將作為專題演講上課教室，需要麥克風擴音，以利於講師

上課使用，故添購麥克風擴音設備，預算 99000 元，已於 11 月 15 日正式使

用。 

(六) 本會下半年度待辦工作計畫，有白皮書發表媒體活動及公會成立 10 週年紀念

活動/會員大會/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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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09 年度會費繳費應繳人數為 404 人，已繳 360 人，尚有 44 人未繳。 

 

六、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由：會員入、出會案。 

說明： 

（一）申請入會案：專利師王智彥、楊登超、鮑亞嵐、黃致遠、劉怡盈、袁如陵、

方俊明、蘇航申、樓宗興、廖恆毅、葉名宜、李秉濤、蕭詠翰、許柏逵、吳

家瑜、曾文怡等 16 人。 

（二）申請出會案：專利師王君豪、王士誠、林奇歐等 3 人。 

決議：通過。 

 

第二案 

案由：各實務委員會之委員異動案。 

說明：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新增申請加入第四屆各實務委員會

委員之會員名單如下，請討論。 

委員會 申請者 

日本事務委員會 莊育政 

無形資產評價委員會 蘇杭申 

決議：通過。 

 

第三案 

案由：擬正式聘任會務工作人員陳雅眉小姐擔任本會幹事乙職案。 

說明：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本會會務人員陳雅眉小姐自到職日

起至試用期間，認真積極處理承辦業務，於試用期滿後擬正式僱用擔任幹事

乙職，茲依據本會章程第 23 條規定，會務工作人員之聘任應經理事會通過，

提請討論。 

人員姓名 到職日期 試用期滿日期 

陳雅眉 108.06.10 108.09.09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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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案由：本會會務工作人員年終考核及年終獎金案，請討論。 

說明： 

（一）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依據本會「會務人員服務規則」辦

理。 

（二）建議授權理事長及秘書長決定，請討論。 

決議：授權理事長決定。 

 

第五案 

案由：有關林 O 儒專利師尚未繳納 108 年度常年會費之處分案。 

說明：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 

（一）依據本會「常年會費開徵及催收作業時間、流程及執行準則」第 3 點規定，

經第三次函催後，於 10 月 1 日前未繳納即屬遲延繳納 9 個月，應提理事會

決議，予以停權。 

（二）本公會會員林 O 儒專利師，因尚未繳納 108 年度常年會費，經本公會於本

（108）年 8 月進行第三次函催及二次電話提醒，迄今仍未繳納，擬依據上

述規定，提請理事會決議，予以停權。 

決議：通過。 

 

第六案 

案由：108 年度 1-10 月收支預算對照表（附件 4），請討論。 

說明：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詳如附件。 

決議：通過。 

 

第七案  

案由：109 年度各委員會暨秘書處工作計劃（附件 5）及 109 年度收支預算表（附

件 6），請討論。 

說明：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詳如附件。 

決議：通過(並依第八、第九提案決議修正 109 年度收支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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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 

案由：美國實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盧建川提出 2019 年預算項目調整，請討論。 

說明：美國實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盧建川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調整明年度課程

時間，預算內容及金額不變。請詳附件 7。 

決議：通過。 

 

第九案 

案由：日本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歐姿漣提出 2019 年預算項目調整，請討論。 

說明：日本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歐姿漣、林理事長宗宏交議。調整明年度赴日舉辦

座談會金額，因編列預算時與會人員未計入演講者，致前後計算人數不一致，

故修正人數。請詳附件 8。 

決議：通過。 

 

第十案 

案由：舉辦研討會、專題演講及其他會議經費支付標準（附件 9），請討論。 

說明：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詳如附件。 

決議：修正後通過詳如附件。 

 

第十一案 

案由：本會會員擔任活動主持人、講師、與談人、審稿人時，是否支付講師費、審

稿費及補助交通費，請討論。 

說明：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 

決議：（一）本會會員擔任本會活動主持人、講師、與談人、評論人及專利師季刊

審稿，不予支付講師費及審稿費。 

（二）本會會員擔任本會活動主持人、講師、與談人、評論人，予以交通費

補助，且不論居住地是否與活動地不同，均予補助。請款時應憑單據實報

實銷。臺灣西部活動最高補助為高鐵車資，東部活動最高補助為機票。 

（三）職前訓練因有收取學費，講師費已包含在學費中，本會會員擔任講師

仍應照章給付報酬，不適用本決議。 

 

第十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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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研商本會章程第 31 條修正草案，請討論。 

說明： 

（一）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依人民團體法第 27 條規定會員大

會重大決議事項之出席人數為會員二分之一出席，三分之二同意。 

（二）本會章程第 31 條：「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各款事項之決議，應以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出

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本會決議人數門檻高於基本法，建

請修正章程。 

（三）修正條文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一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

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

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但下列各款事項之

決議，應以出席人數三

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

之。 

一、章程之變更。 

二、會員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解

職。 

四、團體之解散。 

五、財產之處分。 

六、清算之決議及

清算人之選派。 

七、其他與會員權

利義務有關之重大

事項。 

第三十一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

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

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但下列各款事項之

決議，應以會員三分之

二以上之出席，出席人

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行之。 

一、章程之變更。 

二、會員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解

職。 

四、團體之解散。 

五、財產之處分。 

六、清算之決議及

清算人之選派。 

七、其他與會員權

利義務有關之重大

事項。 

（一）人民團體法第 27

條：「人民團體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之決議，

應有會員（會員代表）

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

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

同意行之。但左列事項

之決議應有出席人數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

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

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

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

利義務有關之重大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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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決議人數門

檻高於基本法，予以修

正。 

決議：通過，應於今年 12 月 11 日報請會員大會決議後定案。 

 

第十三案 

案由：研商本會會員入退會暨繳費細則第 2 條修正草案，請討論。 

說明：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本會以入會申請手續完備日為入會

日，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後，其效力溯及到完備日，為避免理監事會議召開

日期影響專利師執業權利，故本會通常於入會日當天通知智慧局，當智慧局

收到並建檔完成，即得以「專利師」名義進行執業。至於會員證、會員證書

等文件，依目前規定需經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後，再函送申請人，時程

有所落差，是否妥適。建議會員證、會員證書等文件得先行寄送，理監事會

議事後追認。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會員入會時應履行下

列手續： 

一、填具入會申請

書及 2 吋半身照片

4 張。 

二、交驗專利師證

書及身分證（外籍

人士繳交在台居留

證及護照）（均附影

本乙份）。 

三、初次入會者，繳

納入會費新台幣

9,000 元（已含證書

費 500 元）；重行入

會者，繳納入會費

第二條 

會員入會時應履行下

列手續： 

一、填具入會申請

書及 2 吋半身照片

4 張。 

二、交驗專利師證

書及身分證（外籍

人士繳交在台居留

證及護照）（均附影

本乙份）。 

三、初次入會者，繳

納入會費新台幣

9,000 元（已含證書

費 500 元）；重行入

會者，繳納入會費

本會以入會申請手續

完備日為入會日，理監

事會議決議通過後，其

效力溯及到完備日，為

避免理監事會議召開

日期影響專利師執業

權利，故本會通常於入

會日當天通知智慧局，

當智慧局收到並建檔

完成，即得以「專利師」

名義進行執業。至於會

員證、會員證書等文

件，依目前規定需經理

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

過後，再函送申請人，

時程有所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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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 4,500 元、

證書費 500 元。 

四、以每月新台幣

1,500 元加總合計，

繳納至當年 12 月

之常年會費。 

會員重行入會者如

前有積欠常年會費

或其他應繳費用之

情形，應一併全部

繳清。 

前二項之手續如有

欠缺，應定期通知

補正，逾期未為補

正應予以退件。 

會員入會申請手續，經

審核手續完備，以手續

完備日為入會日，並由

本會發給會員證書及

會員證。但應提理事會

決議事後追認。 

 

新台幣 4,500 元、

證書費 500 元。 

四、以每月新台幣

1,500 元加總合計，

繳納至當年 12 月

之常年會費。 

會員重行入會者如

前有積欠常年會費

或其他應繳費用之

情形，應一併全部

繳清。 

前二項之手續如有

欠缺，應定期通知

補正，逾期未為補

正應予以退件。 

會員入會申請，經理事

會審核手續完備並決

議通過後，准予入會，

由本會發給會員證書

及會員證，並以入會申

請手續完備日為入會

日。 

故修正入會程序，由理

事會事後審核手續完

備無誤、追認通過。 

決議：（一）不通過。維持原規定。 

     （二）如會員有個別需求，可另外提供入會證明。 

 

第十四案 

案由：研商公會會務人員服務規則第 13 條第 1 項修正草案，請討論。 

說明：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依財政部 104 年 3 月 10 日台財稅

字第 10404525720 號令，調高員工每人每月伙食費在 2400 元內，免記入薪

資所得上限之金額，爰配合修正本會會務人員服務規則第 13 條第 1 項，將

每月提供伙食津貼新臺幣 1800 元改為 2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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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第十五案 

案由：本會委員會組織簡則修正草案第 5 條第 2 項，請討論。 

說明： 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 委員會組織簡則第 5 條第 2 項：

「…各會員於理監事每屆任期內以參加三個委員會為限。…」如有會員熱心

服務、願意參與各委員會活動，限制參加委員會的數量，難免造成會員選擇

加入委員會的困難，建議不限制參加委員會的數量，刪除本項規定。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委員會之委員，由每屆

第一任主任委員就公

開徵求後有參加意願

之會員中提名，並經理

事會同意聘任之。會員

於公開徵求期限截止

後欲參加委員會者，得

由當任之主任委員提

名，並經理事會同意聘

任之。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由每

任主任委員自委員中指

派，並經理事會同意聘

任之。 

第五條 

委員會之委員，由每屆

第一任主任委員就公開

徵求後有參加意願之會

員中提名，並經理事會

同意聘任之。會員於公

開徵求期限截止後欲參

加委員會者，得由當任

之主任委員提名，並經

理事會同意聘任之。 

各會員於理監事每屆任

期內以參加三個委員會

為限。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由每

任主任委員自委員中指

派，並經理事會同意聘

任之。 

限制參加委員會的數

量，難免造成會員選擇

加入委員會的困難，建

議不限制參加委員會的

數量，故刪除第二項規

定。 

決議：通過。 

 

第十六案 

案由：生物科技實務委員會會員名單，請討論。 

說明：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本會章程規定的委員會包含生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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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實務委員會，發起成立的會員有：王皓恬、朱淑尹、黃裕煦、楊文嘉、姚

金梅、林宗邦、劉君怡、蘇銳、余宗學、孫大偉、吳怡儒、楊敏玲、蘇佑倫、

馮達發、彭秀霞、王一民、黃毓傑、翁雅欣、滕沛倫、杜振木，共 20 名。 

決議：通過，並同意理事長提議第一任主委為蘇佑倫、第二任主委為滕沛倫。 

 

第十七案  

案由：電腦軟體實務委員會會員名單，請討論。 

說明：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本會章程規定的委員會包含電腦軟

體實務委員會，發起成立的會員有：羅文妙、金若芸、莊名宇、吳弈錡、余

宗學、王一民、黃詩芳、胡世銘、黃仁宜、林佑俞、王柏硯、陳仕勳、蔡明

翰、林彥丞、林志清，共 15 名。 

決議：通過，並同意理事長提議第一任主委為吳奕錡、第二任主委為黃詩芳。 

 

第十八案 

案由： 在職進修委員會主任委員蔡嘉慧提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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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職進修委員會主任委員蔡嘉慧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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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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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點，會員參與踴躍有多位會員的進修點數達 18 點以上，擬依據「會員在職進修辦

法」予以表揚（附件 10）。 

（三）建議對 108 年度總上課點數總數最高前 48 位專利師，頒發每人全家便利商

店伍佰元商品卡乙份，以茲獎勵。 

決議：通過。 

 

第十九案 

案由：有關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及晚宴議程，請討論。 

說明：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及晚宴議程

如附件 11 及附件 11-1。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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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案 

案由：審定本會會員名冊（附件 12），請討論。 

說明：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依據「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

第 4 條規定，人民團體應建立會員會籍資料，隨時辦理異動登記，並由理事

會於召開會員大會十五日前審定會員資格，造具名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決議：通過。 

 

第二十一案 

案由：本會明年度是否繼續委任勤敏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辦理相關業務，請討論。 

說明：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 

（一）本會今年度委任勤敏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辦理相關業務，委任費用為 55,000

元。 

（二）該所明年度的報價單金額為 55,000 元，如附件 13。明年是否繼續委任該所

辦理 108 年度稅務簽證、各類所得扣繳申報、營所稅申報及 109 年度營業稅申報

等業務，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二十二案 

案由：本會明年度是否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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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討論。 

說明：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 

（一）本會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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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任費用為 37,800 元(不含 SSL 安全憑證)。 

（二）茲提供 109 年度網頁續託管委任書，金額為 37,800 元，如附件 14（含 SSL

安全憑證）及附件 14-1。明年是否繼續委任，請討論。 

決議：通過，同意附件 14 含 SSL 安全憑證的報價。 

 

第二十三案 

案由：成立本會會館購置小組，請討論。 

說明：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本會辦公室自成立以來一直是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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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沒有固定地址，也面臨租金調漲不確定性與成本支出，同時沒有一個

固定會址，無法凝聚會員向心力。建議成立購置會館專案小組，成員不限理

監事委員，由小組提出企劃案，列出目標、期程及籌備方式，逐步實現購置

計畫。 

決議：通過。授權理事長成立專案小組。 

 

第二十四案  

案由：本會年底將舉辦記者會發布白皮書，向社會大眾表達公會未來在智慧財產權

發展的理念及願景，請討論。 

說明：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有關白皮書內容，經各位理監事認

領各議案填寫，已彙整完成如附件 15。 

決議：通過。 

 

第二十五案 

案由：下次開會時間，提請討論。 

說明：簡秘書長秀如提議、林理事長宗宏交議：明年度開會日期為 109 年 2 月 21 

日、5 月 15 日、8 月 14 日、11 月 20 日。 

決議：通過，開會時間均為下午 2：00。 

 

七、臨時動議： 

林理事長宗宏提議：本會指派執行秘書林清結赴北京參與兩岸專利論壇，請林執行

秘書報告出差經過及心得： 

（一）10/27~10/31 代表公會，奉派參加於北京舉辦的兩岸專利論壇。 

（二）10/28 參訪國知局、中關村知識產權局、維權中心、資訊中心、北京知識產

權局保護中心、最高法院知識產權庭及代理人協會。 

（三）論壇議題總共五場，第一場專題演講報告 AI 技術發展現狀及應用趨勢展望、

AI 在專利審查中的應用;第二場報告新興科技專利國際申請對應策略;第三場報告

新興科技專利佈局策略與運營經驗分享;第四場報告新興科技專利國際訴訟風險規

避及對應策略;第五場圓桌論壇主題為新興科技專利體制的衝擊及對應策略。4.經

由此次與會，可以發現大陸在智財發展上是突飛猛進，不論硬體、軟體設施都值得

我們學習，尤其在新興科技 AI 發展策略及因應未來發展所衍生的法制問題，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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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探討，值得我們深思。 

 

八、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