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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第一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0年 2月 11日下午 15時 

地點：天母國際聯誼會(Landmark)宴會廳 

(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 88號 B1) 

主席：理事長蔡坤財 

記錄：鄭淑芬 

出席理事：蔡坤財、吳冠賜、宿希成、陳和貴、洪武雄、何秋遠、周良吉、洪

澄文、林宗宏、李貴敏、吳俊彥、祁明輝、蔣大中、廖鉦達 

出席監事：王仁君、黃瑞賢、邵瓊慧、黃章典、秦建譜 

請    假：王至勤 

列    席：李世章、廖文慈、陳彩琪、林景郁 

應    到：20位                     實    到：19位 

主    席：理事長蔡坤財 

 

甲、 報告事項 

 

壹、主席報告： 

貳、常務監事報告： 

參、列席機關代表致詞： 

肆、會務工作報告： 

一、 本會目前會員人數 173人。 

二、 99.11.10蔡坤財理事長率同吳冠賜副理事長、宿希成常務理事、李世章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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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長、廖文慈副秘書長於下午五時至智慧局拜會王美花局長，希望向王

局長爭取每年 4.26 智權日之活動經費及其他計畫預算，以利公會相關業

務之推展。 

三、 99.12.10 上午九時於台大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聯合研討會。聯合研討會共有 124位報名（本會會員 100 位、

非會員 14位、貴賓 10位），當日參與踴躍，實際出席者共有 104位〈本

會會員 87位、非會員 11位、貴賓 6位〉，近 9成報名者出席聯合研討會；

本會特邀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謝銘洋教授、Michael A. Shimokaji, 

Shimokaji & Associates, P.C.、Glenn W. Rhodes, Howrey LLP 共三位的貴賓

擔任研討會專題演講人。 

四、 99.12.10 下午四時於台大國際會議中心召開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中

特邀請智慧財產局二位貴賓擔任專題演講人，第一場次由王美花局長致

詞暨進行專題演講，題目：反仿冒貿易協定(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簡介，第二場次由林清結主任進行專題演講，題目：專利師訓

練之回顧，當日共有 108 位會員出席(親自出席會員 96 位、委託出席會

員 12位)，會議至下午六時結束，六時三十分並於同地點舉辦晚宴。 

五、 99.12.17下午三時理事長蔡坤財邀集吳冠賜副理事長、陳和貴常務理事、

洪武雄常務理事、宿希成常務理事於會館討論專利師考試改革方案。 

六、 100.1.17上午十時三十分理事長蔡坤財率同吳冠賜副理事長、洪武雄常務

理事、宿希成常務理事、李世章秘書長、廖文慈副秘書長、林景郁專利

師等，就專利師考試改革方案乙事赴考選部拜會賴峰偉部長。 

七、 各委員會暨小組會議： 

〈一〉、99.12.1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會議(附件 1)。 

〈二〉、99.12.1召開編輯委員會第一屆第一任第四次會議(附件 2)。 

〈三〉、100.1.13召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附件 3)。 

〈四〉、100.1.25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會議(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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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0.1.28召開國際事務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會議(附件 5)。 

 

乙、 討論事項 

 

一、 新申請入會案： 

 （一）、專利師羅行、陳天賜、吳洲平、王仲、陳豫宛、王信、洪堯順、

林更祐等 8人申請入會，請審核案。 

決議：通過。 

 

二、 申請退會案： 

〈一〉、專利師王偉霖、邱青松等 2人申請退會，請審核案。 

決議：通過；另因王偉霖專利師遺失會員證書，故請其出具「聲明書」。 

會員退會時須同時將會員證及會員證書繳還本會，若因遺失等原

因無法繳還本會時，需出具「聲明書」。 

 

三、 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來函，

惠請本會協助推薦國內輔導實績優良之創業顧問人選 (請參閱附件 6)，

經發文全體會員報名，計有廖鉦達理事向本會申請推薦，是否准予推薦，

請討論。 

決議：通過，准予推薦。 

 

四、 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專利師考試改革方案事，謹將

100.1.17拜會考選部之會商意見及各界反映意見彙整成甲、乙二版本，並

草擬考選部意見調查回函初稿(附件 7)，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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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原則上長遠之目標係採行甲案；惟若考選部認為因甲案考試科目

變動幅度過大導致今年無法修改考試科目時，鑒於乙案相較目前考

科之變動幅度較小，較容易說服考選部於今年即修改考試科目，以

提高率取率，改成今年度採行乙案，明年度開始採行甲案。 

註： 

【甲案】 

 現行應試科目 修正後應試科目 說明 

1 專利法規 維持 題型改為申論/測驗

混合 

2 行政程序法與行政訴訟法 專利行政程序法與專利行政

訴訟法 

題型改為申論/測驗

混合 

3 專利審查基準與專利申請

實務 

專利審查基準與實務 題型改為申論/測驗

混合 

4 微積分、普物、普化 專利代理實務（包含專利說

明書、申復書、舉發答辯書

之撰寫等） 

考 3小時 

5 專業英文或日文（二選一） 維持 維持 

6 工程力學 

生物技術 

電子學 

物理化學 

基本設計 

計算機結構（六選一） 

維持 維持 

 

【乙案】 

 現行應試科目 修正後應試科目 說明 

1 專利法規 維持 題型改為申論/測驗

混合 

2 行政程序法與行政訴訟法 專利行政程序法與專利行政

訴訟法 

題型改為申論/測驗

混合 

3 專利審查基準與專利申請

實務 

專利審查基準與實務 題型改為申論/測驗

混合 

4 微積分、普物、普化 普物與普化 刪除微積分 

5 專業英文或日文（二選一） 維持 維持 

6 工程力學 

生物技術 

電子學 

維持 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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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學 

基本設計 

計算機結構（六選一） 

 

 

五、 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

所與本會合作交流事宜，請討論。 

說明：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向本會提議合作計畫，包含今(100)

年年底合辦兩岸專利論壇、共同進行專利師法修法之研究工作、合

作辦理專利工程師、專利行政程序人員、商標助理等教育培訓與認

證課程、由本會協助洽詢各會員事務所提供學生實習機會之意願、

邀請本會相關人員擔任相關講座以及專題演講講者。台北科技大學

智慧財產權研究所並提出合作意向書及備忘錄草稿，詳見附件 8。 

     決議：通過；先簽署「合作意向書」，並將「合作意向書」第二條第 7點

文字修改為：「建議會員進用….」，「備忘錄」則暫緩簽署。 

           

六、 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專利師法修法研究計畫案（附

件 9），請討論。 

     決議：智慧局日後若有專利師法相關修法研究計畫案，本會不參與投標，

但爭取擔任研究計畫案之諮詢顧問，以表達本會意見。 

 

七、 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商標管理師認證」案，請討論。 

說明：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職業訓練研究發展中心擬於 3 月底開辦「後

ECFA時代的商標審查高級實務班」，邀請本會作為協辦單位，由

本會執行商標管理師之認證考試，並與全國工業總會共同為認證

單位，處理發證事宜（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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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本會作為協辦單位；惟囿於經費因素，本會暫不接辦認證考

試及處理發證事宜。 

 

八、 理事、編輯委員會主委祁明輝、理事、編輯委員會副主委周良吉、監事、

編輯委員會副主委邵瓊慧提議：有關專利師季刊之數位化案，請討論。 

說明：〈一〉、先前遠流/智慧藏公司曾主動與本公會接洽，詢問本公會是

否願意就「專利師季刊」之數位化授權給他們，經過編輯

委員會考察的結果，認為元照公司比遠流/智慧藏公司更有

經驗，且能夠提供的服務範圍更廣，因此，目前已放棄與

遠流/智慧藏合作。 

〈二〉、元照公司除了提供專利師季刊的「數位化」服務之外，尚

能提供「代編印」及「總經銷」的服務。 

〈三〉、有關委託元照進行「數位化」、「代編印」、「總經銷」等項

目之契約的主要內容(請參閱附件 11)。 

決議：通過，採行附件 11中之「乙案」，並由編輯委員會進一步研議「著

作物經銷契約」之內容。 

 

九、 理事、權利維護委員會主委何秋遠、副主委白大尹提議：智慧財產權應

用與服務計畫講習會案(附件 12)，請討論。 

說明：緣 99年 12月 22日拜會智慧財產局朱副局長興華，朱副局長在工

業局服務 16 年餘，專責(新)產業育成，在朱副局長之引介暨中國

生產力中心陳經理淑琴說明下，暸解到目前政府有許多協助產業

進行技術研發的補助計畫，如：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SBIR)與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CITD)等，獲准後其補助金額從

二百萬到千萬不等，申請時需備妥計畫書並經一定之評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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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內容多處涉及智慧財產權評價與相關資訊揭露，目前申請

人多委託如企管顧問公司之流等為其代理所有申請程序，包括計

畫書撰寫與評審程序代理，朱副局長認為整個申請程序應該由更

具備相關專業能力的專利師來代理。 

經陳經理簡報後，提案人亦認為科專計畫之代理，屬性相當適合

由專利師來辦理，還能兼收協助專利師拓展新業務領域，實質擴

大專利師業務領域，並擴充專利師之專業職能之效，頗值得由專

利師公會協助導入並推介給專利師參與，故擬在今年度舉辦講習

會，向會員介紹科專計畫代理。 

決議：通過，並於 2萬元以內之預算額度授權權利維護委員會洽辦。 

 

十、理事、發明實務委員會主委洪澄文提議：增聘林景郁專利師、李貞儀專利

師、蔡爾修專利師、張哲倫專利師、游象敏專利師、陳豫宛專利師為第一

屆第二任發明實務委員會委員，請討論。 

    決議：通過。 

 

十一、在職進修委員會主委李文賢提議：增聘歐姿漣專利師為第一屆第二任在

職進修委員會委員，請討論。 

      決議：通過。 

 

十二、下次會議時間，請討論。 

決議：4月 29日(五)中午十二時。 

 

丙、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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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事洪澄文提議：建議本會核發之會員證書增訂期限，請討論。 

決議：通過，期限遵照每屆理監事任期，並於下屆理監事任期開始時重新

換發。 

 

二、理事、權利維護委員會主委何秋遠提議：製作公會徽章案，請討論。 

決議：授權權利維護委員會研擬徽章之樣式及提出相關費用預算，提交下

次理監事會議討論。 

 

三、理事、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林宗宏提議：本公會將於 2011 年 6 月與英國

專利律師協會（CIPA）進行會談及舉辦聯合研討會案及相關事宜，請討論。 

說明： 

1. 目前已與英國專利律師協會（CIPA）Dr. Bob Ackroyd 初步約定於 2011

年 6月 2日，本公會及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台灣總會（APAA）將與 CIPA

於英國倫敦舉辦聯合研討會。 

2. CIPA並回覆初步行程如下：6月 2日上午與本公會及 APAA成員進行簡

單會談，下午則舉辦聯合研討會，6月 3日則可安排參訪英國智慧財產局

（UKIPO）或專利法院。 

3. 林宗宏主任委員已於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理監事會議中提案由本公會及

APAA共同與 CIPA舉辦聯合研討會，並已獲 APAA理監事會通過。 

 

決議：通過；惟就兩會行政費用分攤之細節委由王仁君常務監事（APAA 秘

書長）於 APAA理監事會中提案討論。 

 

丁、散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