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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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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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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政大、彭國洋、林發立、吳婷婷，

共 14 位。 

（二）監事：秦建譜、王雅萱、余宗學、劉育彬、蔡嘉慧，共 5 位。 

四、請假人員：理事：童啟哲共計 1 位。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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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珮琪主委、蘇建太主委、顏均宇主委、 

林嘉興主委，共 8 位。 

六、 主  席：林宗宏理事長。                        記錄：劉家儀 

七、主席致詞：(略) 

八、報告事項： 

1. 會務概況： 

(1) 本會目前會員人數 382人(108/1/11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會會

員人數為 385人，今日將審核 6位申請入會、9位申請退會)。 

(2) 本會目前財務情況：統計至 108/4/17止 

項目 金額 

乙存帳戶 9,803,945 

定存帳戶 7,000,000 

零用金帳戶 

（零用金+活動款） 
392,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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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發展基金 1,853,202 

總計 19,049,815 

(3) 108/1/25 專利師期刊第 36期出刊。 

(4) 108/1/30由簡秀如秘書長、平謹榕副秘書長、胡書慈副秘書長

及滕沛倫副秘書長對六位應徵本會新任會務工作人員進行面

試。 

(5) 108/1/31會務工作人員蔡涵育小姐離職。 

(6) 108/1/31會務工作人員劉家儀小姐到職。 

(7) 108/2/18-19勤敏會計事務所至本會進行 107年度帳務查核。 

(8) 108/4/8會務工作人員黃心薇小姐到職。 

(9) 108/4/10會務工作人員曾怡真小姐離職。 

2. 訓練課程及對外交流紀要： 

(1) 108/2/22上午九點於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感恩廳，辦理 108年

度專利師職前訓練開訓及訓練課程。 

(2) 108/2/25下午二點由林理事長宗宏、發明實務委員會林主任委

員嘉興、智慧財產法院陳主任委員啟桐等三位，代表本會參加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召開「專利商標簡併行政救濟程序、兩造對

審」之公眾諮詢會議。 

(3) 108/3/12下午六點三十分假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貝塔廳舉辦

108年度第一場在職進修委員會專題演講，講題為：「新專利法

修正重點及新規劃中審查制度」，由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林組長

國塘擔任主講人。 

(4) 108/3/28下午二點由林理事長宗宏、廖副理事長鉦達、兩岸事

務委員會孫主任委員寶成等三位代表本會至上海知識產權局進

行拜訪交流。 

(5) 108/4/1職前訓練委員會於中華民國職業訓練研究發展中心

1108室進行閱卷。 

(6) 108/4/18假國立交通大學台北校區舉辦在職進修系列講座第二

場次暨第一次線上教學，講題為：「美國專利法的最新趨勢和發

展-從現行專利到 PTAB」，由飛翰外國法事務律師事務所台北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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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馬宗聖主持律師擔任主講人。 

3. 各實務委員會暨小組會議紀要： 

(1) 108/1/23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於理律法律事務所會議室，召開日

本事務委員會第四屆第一任 108 年度第一次會議。 

(2) 108/1/24 中午十二點十五分於本會會議室，召開專利師權利維

護委員會第四屆第一任 108 年度第一次會議。 

(3) 108/1/25 中午十二點十五分於本會會議室，召開專利師在職進

修委員會第四屆第一任 108 年度第一次會議。 

(4) 108/2/19 中午十二點十五分於本會會議室，召開編輯委員會第

四屆第一任 108 年度第一次會議。 

(5) 108/2/19 中午十二點十五分於 La Giara 萊嘉樂義大利餐廳(台北

市復興南路一段 352 號 2 樓)，召開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第四屆

第一任 108 年度第一次會議。 

(6) 108/2/19 下午四點於理律法律事務所會議室召開國際事務委員

會第四屆第一任 108 年度第一次會議。 

(7) 108/2/21 中午十二點十五分於本會會議室，召開兩岸事務委員

會第四屆第一任 108 年度第一次會議。 

(8) 108/2/26 下午四點於本會會議室，召開企業智權管理實務委員

會第四屆第一任 108 年度第一次會議。 

(9) 108/2/27 中午十二點於本會會議室，召開智慧財產法院實務委

員會第四屆第一任 108 年度第一次會議。 

(10) 108/3/11 上午十一點於本會會議室，召開倫理紀律委員會第

四屆第一任 108年度第一次會議。 

(11) 108/3/13 中午十二點於三十分本會會議室，召無形資產評價委

員會第四屆第一任 108 年度第一次會議。 

(12) 108/3/21 上午九點於理律法律事務所會議室，召開 AIPLA 來

訪接待及研討會相關事宜。 

(13) 108/3/22 下午三點於理律法律事務所會議室召開發明實務委員

會第四屆第一任 108 年度第一次會議。 

(14) 108/4/1 中午十二點於於本會會議室，召開專利師在職進修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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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第四屆第一任 108 年度第二次會議。 

(15) 108/4/11中午十二點十五分於本會會議室，召開專利師權利

維護委員會第四屆第一任 108年度第一次會議。 

(16) 108/4/12 上午十一點於本會會議室，召開倫理紀律委員會第

四屆第一任 108年度第二次會議。 

(17) 108/4/15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於理律法律事務所會議室，召開日

本事務委員會第四屆第一任 108年度第一次會議。 

(18) 108/4/18下午三點於本會會議室，召開倫理紀律委員會第四屆

第一任 108年度第二次會議。 

4. 理事長林宗宏報告本會 108 年 4 月 18 日中午假遠東國際飯店舉辦媒

體餐會之經過及成果（附件１）。 

5. 各委員會報告事項： 

(1) 發明實務委員會林嘉興主委報告本會關於複審制度及異議/舉發

制度之變革應採取之立場（附件２）。 

(2) 權利維護委員會滕沛倫主委報告本會與智慧財產局 108 年 4 月

25 日合辦專利師暨世界智慧財產權日慶祝活動「奮力奪金：智

慧財產權與體育論壇」規劃內容（附件３）、會員旅遊提案及合

作廠商洽談情況（附件４）。 

(3) 國際事務委員會吳珮琪及蘇建太主委報告今年度籌辦 AIPLA 參

訪、與智慧財產局合辦新南向國際研討會，以及於 APAA 大會

前舉辦歐洲實務國際研討會計畫（附件５）。 

九、討論提案： 

6. 會員入退會審核： 

(1) 申請入會案:專利師莊敏捷、王皓恬、林宛萱、張文輝、鄭文

成、陳育銓等 6 人申請入會案，請審核。 

決議：通過 

 

(2) 申請退會案：專利師高山峰、李俊陞、楊晨暉、陳佳甫、周業

進、黃柏睿、蔡裕雄、洪堯順、賴正健等 9 人申請退會案，請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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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7. 各實務委員會異動案： 

(1) 秘書長簡秀如提議、理事長林宗宏交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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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楊杰凱 

企業智權管理實務委員會：陳執中 

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楊杰凱、黃裕煦 

國際事務委員會：蔡坤旺 

兩岸事務委員會：蔡坤旺 

日本事務委員會：洪邦彥、蔡坤旺 

職前訓練委員會：黃裕煦 

決議：通過 

 

(2) 秘書長簡秀如提議、理事長林宗宏交議：黃雅君專利師、簡秀

如專利師申請退出日本事務委員會，林宗緯專利師退出企業智

權委員會。 

說明： 

(一) 本會委員會組織簡則第五條:各會員於理監事每屆任期內

以參加三個委員會為限。 

(二) 黃雅君專利師第四屆加入之委員會為：1.專利師權利維護

委員會、2.兩岸事務委員會、3.日本實務委員會、4.美國實

務委員會。 

(三) 簡秀如專利師第四屆加入之委員會為：1.國際事務委員會、

2.兩岸事務委員會、3.日本實務委員會、4.美國實務委員會。 

(四) 林宗緯專利師第四屆加入之委員會為：1.企業智權管理實

務委員會、2.權利維護委員會、3.國際事務委員會、4.在職

進修委員會。 

決議：通過 

 

(3) 秘書長簡秀如提議、理事長林宗宏交議：林明燁專利師先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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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無形資產委員會報名程序，但前次理監事會議程誤將其列

入該委員會委員並經理監事會議同意，提請更正無形資產委員

會委員名單如下： 

主任委員：陳政大、副主任委員：陳瑞田、劉仁傑、 

委員：王君豪、王盛勇、何啓弘、吳江山、林長榮、許文亭、

陳致豫、楊傳鏈、廖鉦達、劉君怡、羅文妙、蘇筱涵 

決議：通過 

 

(4) 理事長林宗宏提議：設計實務委員會因原第三位共同主委楊專

利師身故，擬由蘇筱涵專利師擔任，請討論。 

決議：通過 

 

(5) 理事長林宗宏交議：第四屆美國實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及申請加

入之會員名單，請討論。 

說明： 

(一) 依 108 年 1 月 11 日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設

立。 

(二) 本屆各委員會主委採三人共同主委制，第四屆主任委員為:

盧建川主委、洪俊傑主委、顏均宇主委。 

(三) 報名專利師：王一民、江國慶、吳珮琪、杜振木、林岳志、

林蘭君、邱謙成、宿希成、洪于舒、陳仕勳、童啟哲、黃雅

君、楊杰凱、劉怡岑、簡秀如、蔡亦強、蘇宏正、蘇建太、

何娜瑩。 

決議：通過 

 

8. 各實務委員會工作計畫及預算異動案： 

(1) 美國實務委員會顏均宇主委提案：美國實務委員會年度工作計

畫及預算（附件６），請討論。 

決議：預算表請修改各細項後，再提 5月臨時理監事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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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事務委員會王淑靜、吳珮琪、蘇建太主委提案：國際事務

委員會與 TIPO 聯合舉辦新南向 6 國專利實務研討會，提請追

加預算 195,000 元（附件７），請討論。 

 

決議：通過。 

註:原去年通過總預算為 436000元，經重新計算各項細目後發現

合計金額有誤，正確合計金額為 349600元。本次追加預算通

過後，總預算金額為為 544600元。 

 

(3) 日本實務委員會歐姿漣主委提案：日本實務委員會追加增列預

算（附件８），請討論。說明： 

i.由於本委員會的人數共 22 人，較預期之 12 人為多，故增加

會議便當金額。 

ii.本年度擬邀請日講者至台灣舉辦一的 「日本智財相關研討

會」，議程包含「CPTPP 相關日本專利制度介紹」、「日本企業

智財權管理」、「日本異議及舉發制度與實務 」共三主題， 預

算金額詳附件中第 3 項所示。 

iii. 相較於去年擬的預算總金額 152,800 元，本次追加後總金額

310,300 元本次共追加 157,500 元之預算。 

決議：通過。 

 

(4) 在職進修委員會蔡嘉慧主委提案：在職進修委員會追加增列預

算（附件９），請討論。 

說明：為在職進修課程「線上上課試行專案」，共追加預算 17,408

元整。 

決議：通過。 

 

(5) 兩岸事務委員會廖証達主委提案：兩岸事務委員會追加增列預

算（附件１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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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新增「兩岸智慧財產權論壇」之活動，共追加預算 200,000

元整。 

決議：通過。 

 

(6) 企業智權管理實務委員會楊傳鏈主委提案：企業智權管理實務

委員會追加增列預算（附件１１），請討論。 

說明：原訂二場台北場交流會變更為一場預算共用不變，擬與

兩岸事務委員會合辦「兩岸智慧財產權論壇」之活動，共追加

預算 200,000 元整。 

決議：追加預算案通過。但預算表中金額 11萬之台北場活動題

目與內容跨及無形資產委員會之專業，是否調整或可考慮與無

形資產委員會合辦，請企業智權委員會再為斟酌再確認。 

 

(7) 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群顯提議：擬追加 108 年度專利師季刊

出刊預算，編輯委員會 108 年度預算表（附件１２），請討論。 

說明：因應本年度新增元照之印製費調漲（本項費用為元照 3 月

11 日預訂簽新約所提出新報價）及代寄刊物人工處理費用

（本項費用業經 1 月 11 日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以及會員人數增加代寄本數增加，請追加預算總金額

76,567，細項說明如下： 

(一) 出刊費:自第 37 期起增加 16,689 元，共 3期，共計 50,067

元。 

(二) 人工處理費（自第 37 期起新增）：每期 7,500 元（15 元

/本），共 3 期，共計 22,500 元 

(三) 郵寄費用：每期增加 1,000 元，共 4 期，共計 4,000 元 

決議：通過 

 

(8) 智慧財產法院實務委員會陳啟桐主委提案：智慧財產法院委員

會追加增列預算（附件１３），請討論。 

說明：新增三次委員會會議費用及三場專題演講講師費調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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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 元，總追加 18,000 元。 

決議：講師費調整部分通過。但預算表中追加之三次委員會議

費用主要為便當飲料費，而三次季會中原即編列茶水便當費，

請智慧財產法院實務委員會加以釐清並修正後，再提請 5月臨

時理監事會議討論。 

 

9. 副理事長廖鉦達提案：有關本會與上海智財相關機構加強合作關係提

案（附件１４），請討論。 

決議：通過 

 

 

10. 無形資產評價委員會陳政大主委提議：專利評價在職訓練課程及追加

預算事宜（附件１５），請討論。 

說明：專利評價日益受到重視，本會可安排相關訓練課程以提昇會員

對專利評價的認識與能力，詳見附件，提請理監事會議討論是否同意

上述提案及增加預算 13 萬元。 

決議：通過課程提案及預算追加案。 

 

11. 理事長林宗宏提案：有關本會與臺北商業大學合辦研討會提案（附件

１６），請討論。 

決議：在本會不需負擔費用之前提下改以協辦方式合作，由無形資產評

價委員會負責相關事宜。 

 

12. 會務事項提案： 

(1) 秘書長簡秀如提議、理事長林宗宏交議：108 年專利師職前訓

練已於 3 月 31 日結訓，為配合職前訓練結訓及領證，將代為專

利師製作專利師桌牌。另考量秘書處工作人員辛勞，建議明年

起工作獎金由現行 10,000 元提高為 20,000 元。 

決議：通過。為新專利師代製專利師桌牌時，可一併詢問本會會

員是否有需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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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秘書長簡秀如提議、理事長林宗宏交議：研議專利師公會社團

成立及補助機制。 

說明：為使本會會員於工作之餘能更增進交流，擬鼓勵會員依興

趣成立各類別社團並提供補助，每年由秘書處編列預算補

助參加社團會員（需確實有出席社團活動）每人 1000 元

活動費用，會員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提出單據向秘書

處申報補助，次數不限，在每年總金額 1000 元以內實報

實銷。 

決議：通過，詳細施行辦法將另外提案討論。 

 

(3) 理事長林宗宏提議：本會現址續租、工作人員辦公室搬遷及原

址整修案（附件１７），暨永久會址購置案，請討論。 

決議：由於公會現址疑受有機溶劑污染，已委託 SGS 檢測，若

結果無問題(或問題可以解決)，再租台俄協會現使用之辦

公室供本會會務人員使用，並研議改裝公會現址作為接待

室及會議室。 

 

(4) 理事長林宗宏提議：專利師公會設置中部及南部分會。 

說明：為因應專利師公會會員人數成長，擬於台中及南部設立分

會，以利服務中南部會員。 

決議：以中部/南部精英聯誼會方式進行，定期餐敘及聯誼。預算

將另外編列提案討論。 

 

(5) 秘書長簡秀如提議、理事長林宗宏交議：有關尚未繳納 108 年

度常年會費之本會會員之處分，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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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之第三次函催規定如下： 

時間：每年 1 月中，平信或電子郵件寄送，於當年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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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前未繳納即屬遲延繳納 3 個月。 

效果：提理事會決議勸告。 

(二) 108 年度常年會費已於本(108)年 1 月 15 日進行第一次

函催及二次電郵提醒，至今尚有 3 位會員尚未繳納(附

件１８)，擬依據上述規定，如於本(108)年 4 月 1 日前

仍未繳納即屬遲延繳納 3 個月，提請理事會決議進行勸

告處分。 

決議：通過。 

 

(6) 秘書長簡秀如提議、理事長林宗宏交議：聘任會務工作人員劉

家儀小姐及黃心薇小姐擔任本公會助理幹事，請討論。 

說明：謹依據本會章程第 23 條「會務工作人員之聘任應經理事

會通過」規定，提請討論。 

新聘人員 到職日期 試用期薪資 
履歷表 

及聘僱契約書 

劉家儀 108 年 1 月 31 日 32,000 現場傳閱紙本

文件 黃心薇 108 年 4 月 8 日 33,000 

決議：通過。 

 

(7) 秘書長簡秀如提議、理事長林宗宏交議：本會會務工作人員端

午節金及中秋節金案，請討論。 

說明：108 年 6 月 7 日端午節、9 月 13 日中秋節，依據本會「會

務人員服務規則」第 13 條規定，「理事會得每年視情況決

定是否核給會務工作人員端午中秋節金，金額各以新台幣

5,000 元為原則」，請討論。 

決議：通過。 

 

13. 對智慧財產局建言事項提案： 

(1) 理事長林宗宏交議：林發立理事來函建議參考律師法提請智慧

財產局修法研擬設置「年滿 65 歲之專利師得免除專利師法第

12 條之 1 所定在職進修義務」之門檻，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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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公會將發函智慧財產局建議修法。 

 

(2) 秘書長簡秀如提議、理事長林宗宏交議：日前吳俊億專利師來

函提及智慧局財產局網站上提供彩色專利證書影像檔供大眾下

載，恐遭不當利用，建議本會轉請智慧財產局考慮變更作法，

請討論。 

決議：通過，由公會發函建請智慧財產局應限制僅各別案件之

專利師、代理人及申請人得下載該文件，或以電子公文方式傳

送。 

 

14. 本屆第 4 次理監事會議及臨時會時間，請討論： 

(1) 第 4 次理監事會議日期時間是否定於 108 年 7 月 12 日中午 12

時，請討論。 

決議：因應智慧財產法院研討會，改為 7月 12日下午 14點開

會。 

 

(2) 秘書長簡秀如提議、理事長林宗宏交議：研議本會第四屆第一

次臨時理監事會議召開時間。 

說明：本會委任之會計事務所預計於 108 年 5 月 10 日前交付

107 年度稅務簽證報告，擬於 5 月 17 日中午 12 時召開第一次

臨時理監事會議以審核之，俾於法定期限 5 月 31 日前呈報主管

機關。 

決議：因應智慧財產法院研討會，改為 5月 17日下午 14點召

開臨時會。 

 

 

十、散會 17 點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