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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99年 4月 23日中午 12時 

地點：中華民國職業訓練研究發展中心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390號  11樓 1101室) 

記錄：鄭淑芬 

出席理事：蔡坤財、吳冠賜、宿希成、洪武雄、陳和貴、何秋遠、 

周良吉、洪澄文、林宗宏、廖鉦達、吳俊彥、王至勤、 

祁明輝、李貴敏 

出席監事：王仁君、黃瑞賢、秦建譜、黃章典 

          〈以上均依簽到順序排列〉 

列    席：李世章、廖文慈、李文賢 

請    假：蔣大中、邵瓊慧 

應    到：20位            實    到：18位 

主    席：理事長蔡坤財 

 

甲、 報告事項 

一、 本會目前會員人數 140人。 

二、 99.4.22「2010 東亞地區專利論壇--專利師公會成立慶祝大會」

辦理情形： 

（一）、99.2.1、99.2.24召開成立慶祝大會專案會議，討論會議時間、

形式、議程。智慧局補助 50萬，各事務所贊助金額共募得 116

萬。 

（二）、99.2.11本會蔡坤財理事長、吳冠賜副理事長、洪武雄常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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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李世章秘書長、廖文慈副秘書長前往智慧財產法院拜會

高秀真院長，邀請高院長為本會 4月 22日成立慶祝大會專題

演講、出席晚宴，並會季刊創刊號撰寫發刊詞。 

（三）、成立慶祝大會共有 158位報名（會員 92位，非會員 47位，

貴賓 20位），當日參與踴躍，近 9成報名者出席研討會，晚

宴席開 9桌，智慧財產局局長王美花、智慧財產法院院長高

秀真、工業總會秘書長/本會顧問蔡練生、亞洲專利代理人協

會台灣總會理事長林秋琴親臨致詞。智慧財產法院院長高秀

真、雲林科技大學教授張國華、世新大學教授鄭中人並致贈

祝賀花籃各乙對。   

三、 99.2.22 秘書處搬遷至復興南路一段 390 號 11 樓會址，會務人

員正式上班，網站正式上線。 

四、 99.2.28 理事長個人於陽明春天宴請台大法律學院蔡明誠院

長、政大智財所馮震宇所長、世新大學鄭中人教授及本會祁明

輝理事、李文賢主委、林宗宏理事、何秋遠理事、洪澄文理事、

李世章秘書長、廖文慈副秘書長，商討未來公會開設培訓課程、

撰寫刊物邀稿等事宜。 

五、 99.3.12智慧財產法院召開智慧財產法院審理模式會議，討論該

草案之妥適性，本會指派黃章典專利師、李文賢專利師代表公

會參加。 

六、 99.3.25 蔡坤財理事長與國際事務委員會林宗宏主委參加智慧

財產局王美花局長設宴於台北世界貿易中心聯誼社款待西班牙

專利商標局 Mr. Alberto Casado Cervino 局長、歐洲經貿辦事處 

Mr. Guy Ledoux 處長、歐盟執委會貿易總署 Ms. Ewa Synowiec 

司長、西班牙商務辦事處羅德瑞秘書長、外交部歐洲司李光章

副司長之晚宴。 

七、 99.4.2 智慧財產局舉行協調「推動兩岸洽簽智慧財產權保護合

作協議」宣導工作會議，兩岸事務委員會李貴敏主委代表參加

(附件 2)。 

八、 本會季刊「專利師」創刊號已於 99.4.22正式發行。 

九、 各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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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99.2.11召開編輯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二）、99.2.26召開兩岸實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三）、99.3.1召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 

（四）、99.3.15召開國際事務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 

（五）、99.3.16召開在職進修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 

（六）、99.3.19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 

（七）、99.3.26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議；發明實務委

員會《智財法院組》第一次會議。 

（八）、99.4.1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外國實務組》第一次會議。 

（九）、99.4.7 召開權利維護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議；發明實務委

員會《智財局實務組》第一次會議。 

（十）、99.4.9召開商標實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十、各委員會年度工作報告： 

（一）、發明實務委員會年度工作報告 

（二）、專利師在職進修委員會年度工作報告 

（三）、商標實務委員會年度工作報告 

（四）、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年度工作報告 

（五）、編輯委員會年度工作報告 

（六）、國際事務委員會年度工作報告 

（七）、兩岸事務委員會年度工作報告 

十一、智慧局依 97 年第 2 次經濟部產學合作暨人才發展推動小組會

議之決議，自 98 年度起推動「專利工程師之職能基準及能力

鑑定制度」，並委由「智慧財產培訓學院」規劃建置，該學院

已完成「專利工程師職能基準及能力鑑定制度」規劃，經智慧

局於 99年 3月 24 日核定通過，「智慧財產培訓學院」原先即

將於 99 年 6 月份/10 月份舉辦第一/二次「專利工程師能力鑑

定考試」。經本會「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於 99.4.7 召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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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委員會議討論，理事長於 99.4.12 緊急召開第四次常務理

事會議討論該案的因應對策，與會者現場並向智慧財產培訓學

院蔡院長、智慧局林專委強力重申本會立場 A、「專利工程師

能力鑑定」證書智慧局不能具名，否則將有專利師和專利工程

師定位不明、疊床架屋、體制紊亂之虞。B、爭取智慧局委辦

單位由 TIPA 改為 TWPAA，專利工程師能力鑑定證書由

TWPAA核發，如此可使各界明瞭層級應為：智慧局→專利師

公會→專利工程師。智慧局表示因此案為智慧局委辦計劃，且

涉及經費核銷問題，囿於會計因素，其無法不於證書上具名，

且本會亦無法成為本年度之委辦單位，但同意改變該計畫之名

名稱「智慧財產人員能力認證」。智慧局業於 99.4.16於網頁發

布「99年度智慧財產人員能力認證簡章」。 

十二、本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乙、討論事項 

一、 新申請入會案：  

（一）、專利師涂綺玲、歐師維、林欣蓉、林景郁、王彥評等 5

人申請入會，請審核案。 

（二）、專利師簡靖峰、徐克銘等 2人申請入會，經本屆第二次

常務理事會議通過；專利師侯德銘申請入會，經本屆第

三次常務理事會議通過；專利師蔡東賢、陳居亮、林志

育、林坤成、張容綺、沈怡宗等 6人申請入會，經本屆

第四次常務理事會議通過。請准予追認。 

決議：（一）、通過。 

     （二）、准予追認。 

 

二、 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第一屆各委員會主委、

副主委、委員聘任案，請准予追認。 

說明：第一屆各委員會主委 /副主委 /委員（任期：

99.1.20~99.12.10）名單，業於 99.3.23 函詢全體理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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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無反對意見，請予追認。 

決議：准予追認。 

 

三、 理事長蔡坤財提議：本會秘書處增僱會務人員鄭淑芬幹事及臨

時工讀生各乙名，請准予任用。 

     決議：通過。 

 

四、 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專利師公會各項用款

支出準則」草案，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五、 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專利師公會團體標章

及團體商標申請註冊案，請討論。 

說明：為建制本會 logo之商標權保護，擬提出團體標章及團體

商標註冊申請。申請註冊規費：新台幣(以下同)29,000

元，由公會支付；商標代理人服務費：36,000 元，由連

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捐贈。 

決議：修正後通過，以本會名義逕提出申請；申請相關程序由

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無償辦理，申請規費由公會自

行支付。 

 

六、 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倫理紀律委員會處理

流程」草案、「倫理紀律委員會組織辦法」草案，請討論。 

決議：組成專案小組，由陳和貴常務理事、王仁君常務監事、

廖鉦達理事、黃瑞賢監事等四位負責審閱上開草案內

容。 

七、 理事長蔡坤財提議：依章程第 46條規定，理事會應訂定《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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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規範》，經會員大會通過後施行。本屆第三次常務理事會議

決議由理監事組成專案小組，草擬「專利師執業倫理規範」，小

組成員為何，請討論。 

決議：組成專案小組，由陳和貴常務理事、王仁君常務監事、

廖鉦達理事、黃瑞賢監事等四位負責草擬。 

 

八、常務理事洪武雄、宿希成、監事黃章典提議：本調查小組輪分

調查專倫調字第 001 號紀律案，現已調查完竣，茲提出該小組

草擬之覆函，是否有當，請討論。 

     決議：通過。 

 

九、 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本會網站〈會員專區〉

之管理，應否由理監事組成專案管理小組，並草擬「會員專區

管理辦法」，並排定管理輪值表，請討論。 

決議：移付下次理監事會討論。 

 

十、 監事、權利維護委員會副主委黃瑞賢提議：「中華民國專利師公

會會員權益申訴辦法」草案，請討論。 

     說明：為維護專利師有尊嚴而合理之職業環境，保障專利師之

合法正當權益，權利維護委員會王至勤主委交辦黃瑞賢

監事草擬「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會員權益申訴辦法」，草

案業經委員會內部討論，是否有當，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十一、 理事、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林宗宏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

99.5.11~5.15 公會訪問日本、韓國案，請討論。 

       說明：國際事務委員會規劃訪問 AIPPI韓國分會、KPAA、日

本弁理士會、AIPPI日本分會、發明協會、日本知的財

協會。本屆第四次常務理事會議決議先將草案發文通知

全體會員以調查有意願參與之會員人數，目前共 1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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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決議：通過。參訪費用全數由報名參加之會員自行負擔，本會

另補助新台幣二萬元(多退少補)製作水晶紀念牌致贈予

受訪單位，並請國際事務委員會負責後續參訪事宜。 

 

十二、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本會應否向智慧財產

局提案爭取相關委辦計劃案，例如專利師國考職前訓練，請討

論。 

      決議：關於專利師國考職前訓練案，交辦秘書處在不提高訓練

費用並可增加本會收入之前提下，與智慧財產局先行協

調，並將協調結果提交下次理監事會討論。 

 

十三、理事、發明實務委員會主委洪澄文提議：設置「會員意見採納

及決議規範」案，請討論。  

說明：參與公聽會時被指派小組成員意見應係代表專利師公會

體會員之意見，為免參與被指派小組成員與其他出席之

專利師公會會員持不同或相反意見，使智慧局認為專利

師公會內部意見不一，不足以採納，建議於理監事會議

提案設置「會員意見採納及決議規範」，建議規範方案

為：於專利師公會網頁提供各會員登入後可就特定事項

參與表示意見之投票機制，並於網路上公開投票結果。

若就特定事項表示意見之會員人數達五分之三多數決

共識，則專利師公會全體會員在對外場合（如智慧局公

聽會）發表意見時應尊重共識意見，盡量避免發表意見

違反共識之意見。若專利師公會任一會員在對外場合發

表意見與多數決共識一致時，任一會員在對外場合均得

表示其意見係為「專利師公會之意見（立場）」。惟若就

特定事項表示意見之會員人數無法達到五分之三多數

決，則開放會員表示不同意見。若理監事會通過前開決

議，幸逢葉信金委員可提供此服務平台，故另請理監事

會附帶授權秘書處將會員電子郵件及編號相關資料提

供予葉信金委員以設置專屬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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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移付下次理監事會討論。 

 

十四、理事、發明實務委員會主委洪澄文提議：是否應函請智慧局召

開公聽會應至少一個月前公告並主動通知專利師公會，請討

論。  

說明：為有足夠時間取得會員意見，提案請公會行文智慧局要

求日後與專利師法相關議題之公聽會日期，均應至少一

個月前公告並主動通知專利師公會。     

決議：通過。 

 

十五、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智慧財產法院訂於

99.5.21舉辦「99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來文邀請本會推

薦專利師代表 1名與會，請討論。 

決議：推薦李文賢主委代表與會。今後若有外部單位來文函請

本會推派代表與會，逕授權理事長轉知相關委員會主委

指派委員出席。 

 

十六、理事、權利維護委員會主委王至勤提議：智慧局網頁「商標代

理人」名冊之存廢案，請討論。 

決議：移付下次理監事會討論。 

 

十七、理事、權利維護委員會主委王至勤、理事、權利維護委員會副

主委何秋遠提議：「專利師服務內容市場狀況調查(問卷)」案，

請討論。 

決議：移付下次理監事會討論。 

 

十八、理事、發明實務委員會主委洪澄文提議：發明實務委員會可否

提供智權新聞於公會網站上，支援公會網站之 IP 新訊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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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議在公會網站上放置發明實務委員會外國實務小組資料

庫以及檢索系統案，請討論。 

      決議：通過，請委員會提供資料交予秘書處彙整後，上傳至公

會網頁。 

 

十九、理事、發明實務委員會主委洪澄文提議：是否應行文智慧局重

新召開公聽會，檢討修正「專利規費收費準則」，請討論。 

說明：智慧局於 98年 12月 28日修正發布並自 99年 1月 1日

起施行之「專利規費收費準則」部份條文，其中大幅增

加初審階段實審費用，對申請人造成莫大影響。尤甚

者，此「專利規費收費準則」實施前僅召開「說明會」，

並未召開公聽會廣納各界意見，如超項費之起算項數、

金額是否符合業界預期，以及對個人申請人及中小型企

業是否應予以優惠等皆未取得外界意見。 

決議：移付下次理監事會討論。 

 

二十、理事、發明實務委員會主委洪澄文提議：是否可向會員蒐集審

查品質有疑慮之個案提交智慧局作內部教育訓練教材案，請討

論。 

說明：公會會員若發現個案審查品質有疑慮，可檢具書面說

明，提交發明實務委員會討論；若該個案審查意見確實

不妥，由發明實務委員會蒐集案例後，於理監事會議提

案，行文智慧局參考並作為其內部教育訓練教材。 

決議：移付下次理監事會討論。 

 

二十一、理事、發明實務委員會主委洪澄文提議：發明實務委員會與

國際事務委員會的分工，請討論。 

說明：發明實務委員會係針對國外實務和判例進行深入分

析，而國際實務委員會著重國際交流，並可對國外判

例作摘要性整理，至於兩委員會的分工需再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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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由兩委員會自行協調分工。 

 

二十二、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是否應由理監事組

成專利師法修法小組，請討論。 

決議：成立專利師修法小組，由吳冠賜副理事長擔任召集人。 

 

二十三、下次會議時間，請討論。 

決議：6月 10日中午十二時。 

 

丙、臨時動議 

 

一、 李貴敏理事提案：兩岸事務委員會計劃於 9月中旬訪問大陸，

時間點是否有共識。 

決議：通過，請兩岸事務委員會規劃詳細行程提交下次理監事

會討論。 

 

二、 王仁君常務監事提案：理監事聯席會議開會時間能否提前至一

個半月開會一次。 

決議：通過。 

 

三、 何愛文主任委員提案：各委員會能否針對專案費用支出部份請

公會提撥預算。 

決議：請各委員會列出本年度欲執行之計畫費用預算，提交至

下次理監事會討論。。 

 

丁、散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