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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第一屆第十三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1年 5月 18日中午 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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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副理事長吳冠賜 

記錄：鄭淑芬 

出席理事：吳冠賜、陳和貴、宿希成、洪武雄、何秋遠、周良吉、洪澄文、

林宗宏、吳俊彥、王至勤、祁明輝、蔣大中、廖鉦達 

出席監事：王仁君、黃章典、邵瓊慧 

請    假：蔡坤財理事長、李貴敏理事、黃瑞賢監事、秦建譜監事 

列    席：程凱芸副主委、廖文慈秘書長、陳彩琪副秘書長、林景郁副秘書

長 

應    到：20位                     實    到：16位 

主    席：副理事長吳冠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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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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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1.2.15在職進修委員會舉辦「專利行政法」專題演講第一場次，講題：

行政程序，邀請智慧財產法院熊誦梅法官擔任主講人。 

三、 101.2.22在職進修委員會舉辦「專利行政法」專題演講第二場次，講題：

訴願及行政訴訟，邀請智慧財產法院熊誦梅法官擔任主講人。 

四、 101.2.22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召開「支援利用專利審查高速公路

(TW-SUPA)審查作業方案」說明會，本會由發明實務委員會程凱芸副主

委代表出席。 

五、 101.2.24智慧財產局於 19樓會議室召開「專利以外文本申請實施辦法草

案公聽會」，本會由發明實務委員會程凱芸副主委代表出席。 

六、 101.2.29在職進修委員會舉辦「專利行政法」專題演講第三場次，講題：

行政程序及行政爭訟案例研究，邀請智慧財產法院熊誦梅法官擔任主講

人。 

七、 101.3.2台科大開設專利分析與布局課程，本會推薦吳俊彥理事擔任講

師，演講主題「專利師考試經驗談」。  

八、 101.3.7考試院召開「考選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專利師考

試規則修正草案一案小組審查會」，本會由專門小組黃瑞賢監事、吳俊

彥理事代表出席。 

九、 101.3.20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舉行「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一至三章修正

草案」公聽會，本會由發明實務委員會指派程凱芸副主委代表出席會議。 

十、 101.3.30公會推薦發明實務委員會委員陳彩琪專利師擔任 101年 4月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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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局專利助理審查官訓練班「說明書撰寫」課程講座。 

十一、 101.4.2智慧財產局召開「商標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第一次公聽會，

本會由商標實務委員會指派蔡瑞森副主委代表出席公聽會議。 

十二、 101.4.5智慧財產局召開「商標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第二次公聽會，

本會由商標實務委員會指派蔡瑞森副主委代表出席公聽會議。 

十三、 101.4.23上午九時於國立台灣大學霖澤館國際會議廳，由美國智慧 財

產法律協會(AIPLA)、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共同主

辦「Recent Development of the US IP Law」研討會。當日中午於新光 A9

欣葉台菜餐廳設宴款待 AIPLA 15位貴賓及智慧局王美花局長，本會代

表出席人員：蔡坤財理事長、國際事務委員會林宗宏主委、國際事務委

員會閻啟泰副主委、國際事務委員會王蕙瑜委員、林景郁副秘書長。下

午國際事務委員會林宗宏主委、國際事務委員會閻啟泰副主委、林景郁

副秘書長陪同 AIPLA貴賓拜會智慧財產法院、財政部關稅總局。晚上

五時三十分整於台北國賓飯店 12樓川菜廳宴請 AIPLA貴賓，公會會員

16位共同參與晚宴，並致贈水晶紀念獎座及每位 AIPLA貴賓真皮皮雕

名片夾。 

十四、 101.4.24.上午十時由公會國際事務委員會林宗宏主委、國際事務委員

會閻啟泰副主委、林景郁副秘書長陪同 AIPLA 15位貴賓拜會新竹科學

園區同業公會並於新竹科學園區舉辦英文研討會。下午四時由本會安排

AIPLA 15位貴賓參訪台灣積體電路公司及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4 

十五、 101.4.25公會第九期專利師季刊出刊日。 

十六、 101.5.2智慧財產局召開「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七章及第八章修正草

案公聽會」，本會由發明實務委員會程凱芸副主委代表公會出席。 

十七、 101.5.3財團法人專利檢索中心舉行揭牌典禮，本會由吳冠賜副理事長

代表參加，公會並致贈花籃一對，慶祝典禮圓滿成功。 

十八、 101.5.7-8智慧財產法院舉行「101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由發明

實務委員會及商標實務委員會各指派林哲誠委員、張哲倫委員兩位代表

公會參加。 

十九、 101.5.14智慧財產局組成「專利師職能分析工作小組」公會推派由宿 

希成常務理事、黃瑞賢監事擔任小組成員，上午九時三十分召開第一次

會議。 

二十、 101.5.19智慧財產局辦理 101年度專利師職前訓練，本會推薦洪武雄

常務理事擔任「專利師執業倫理」講座。 

二十一、 101.5.28工總舉辦福建高新企業CEO來台進行知識產權研習,本會

由蔡坤財理事長、理事、兩岸事務委員會副主委廖鉦達、兩岸事務委員

會蔡坤旺副主委三位代表公會出席，並參加當天中午所舉辦之歡迎午

宴。  

二十二、 101.5.31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台灣校友會-2012年兩岸法律論壇-

智慧財產權之發展及產業策略研討會，將於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國際

會議廳舉行，本會由蔡坤財理事長、李貴敏理事、廖鉦達理事、黃瑞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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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邵瓊慧監事等五位代表出席。 

二十三、 各委員會暨小組會議： 

 (一)、101.3.12召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 101年度第一次會議。 

(二)、101.3.16召開國際事務委員會- AIPLA來訪之接待籌備小組第一次

會議。 

(三)、101.4.11召開國際事務委員會- AIPLA來訪之接待籌備小組第二次

會議。 

(四)、101.4.12召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 101年度第二次會議。 

(五)、101.5.2召開編輯委員會 101年度第二次會議。 

 

乙、 討論事項 

一、新申請入會案： 

    （一）、專利師何崇民、郭嘉元、徐宏昇等 3人申請入會，請審核案。 

     決議：通過。 

 

二、理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主委廖鉦達提議：請公會向財政部具文，

請求增列專利師交際費認列一事。 

說明：1.由於 04/10專利師陳志旭來函公會提出專利師執業尊嚴一事，其

指出財政部 96年 2月 5日修正[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 25條第 1款規

定中，目前國稅局就專利師的執行業務列支之交際費係採第3項[其他3%]

計算(非為第 1項建築師、保險業務經紀人 7%，亦非為第 2項律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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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師、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技師、地政士 5%)一案。 

2.提案建議以公會名義向財政部提出函示，於96年2月5日修正[執

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無法對 97年後才開始國考及執業的[專利師]進行規

定，提請財政部是否增列[專利師]於第 25條第 1款，以維護其執業尊嚴。 

     決議：授權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擬初稿，經全體理監事同意後，再正

式行文財政部。 

 

三、理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主委廖鉦達提議：專利師桌牌案，請決定

型式、費用分擔案。 

說明：1.專利師桌牌型式，請決定。 

2.請決定桌牌的費用分擔。 

決議：1. 通過，桌牌上需再印製「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製發」字樣，以 

        表彰係由本會審核通過該專利師具本會會員資格，並授權專利 

        師權利維護委員會設計桌牌型式。 

          2. 囿於本會今年度所編列之預算尚不足以全額負擔所有會員之桌 

            牌費用，故決議由會員自行負擔桌牌之製作費用，由本會代會

員接洽廠商製作桌牌。 

 

四、理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主委廖鉦達提議：專利師徽章案，請決定

型式。 

    說明：專利師徽章型式及費用，請決定。 

      決議：1、授權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委託專業設計人員再行依與會理、

監事之建議設計徽章型式後提交理監事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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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由本會全額負擔徽章製作費用。 

 

五、理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主委廖鉦達提議：專利師諮詢費用收取建

議狀案，請決議。 

說明：提案兩個版本，以台北市會計師公會諮詢建議狀為範本，其中文

部份，一個版本為[本會會員與客戶討論案件得收取諮詢費]，另

一版本為[本會會員須依執業倫理規範收取諮詢費]，請理監事會

決議。 

決議：(1)、通過。 

(2)、依蔣大中理事之提議，其中文部份修改為﹝本會會員提供專

業諮詢服務應收取費用﹞。 

 

六、理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主委廖鉦達提議：專利師法修法事由報告

案。 

說明：1、智慧局預定 6月份開始進行專利師法修法作業。 

2、本委員會跟林清結主任建議，是否比照律師法修法，由法務部、

律師、檢察官及法官供同組成修法小組的方式，在專利師法方

面也由智慧局及專利師公會代表來組成。 

3、林主任提到會具文邀請公會派代表參與，他希望派的代表具有

代表性及熱誠，並定期開會逐條研討。 

4.本委員會亦有提到，預計在下半年度會舉辦北中南專利師權利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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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座談會，再聽取各地專利師對修法之意見並作彙整。 

     決議：公會代表四位：洪武雄常務理事、廖鉦達理事、黃瑞賢監事、林景

郁副秘書長。 

 

七、理事、發明實務委員會主委洪澄文提議：本會正式行文智慧局，建議修

改審查基準第八章「以外文本提出申請案件之審查」草案內容，請決議。 

說明：1、2012.5.15下午智慧局續行召開專利審查基準第八章公聽會，本

會由發明實務委員會程凱芸副主委代表出席。惟智慧局就該章

審查基準草案版本過度嚴格限縮「誤譯訂正」之解釋，已逾越

專利法修正條文第 43 條第 2 項〈修正，除誤譯之訂正外，不

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示所揭露之範圍。〉、

第 44 條第 3 項〈前項之中文本，其誤譯之訂正，不得超出申

請時外文本所揭露之範圍。）之規定，致公聽會爭執不休。 

2、智慧局提出之第八章審查基準草案有爭議之內容摘要如下： 

段落 有爭議之內容 說明 

1.前言 

(第 4段末) 

…因此，需為中文本已翻譯之內容，始有因翻譯錯

誤而提出訂正申請之適用。 

若不慎漏譯

則完全無法

補救 

2.4誤譯訂

正及訂正

本 

若將外文本之單位符號或阿拉伯數字轉載至中文

本時產生錯誤，因其並無翻譯轉換之過程，故非屬

翻譯錯誤，並無誤譯訂正之適用。例如外文本之內

容為「32℃」，中文本之對應內容為「32℉」，係轉

載錯誤非屬誤譯。外文本之內容為「16」，中文本

之對應內容為「60」，係轉載錯誤非屬誤譯。 

此基準規定

過苛，已逾越

專利法修正

條文第 44條

第 3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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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誤譯

之判斷 

若有外文本之部分內容未翻譯成中文，除用語未正

確翻譯外，由於中文本中並無該等對應內容，故無

誤譯訂正之適用。例如外文本之內容為「金、銀、

銅、鐵」，但中文本之對應內容為「金、銀、銅」，

漏未翻譯「鐵」；或外文本之內容為「90℃以上」，

但中文本之對應內容為「90℃」，漏未翻譯「以上」

等，皆不得藉由誤譯之訂正將該等遺漏之內容補充

至中文本。 

此基準規定

過苛，已逾越

專利法修正

條文第 44條

第 3項規定 

8.審查注意

事項(1) 

…至於中文本對應外文本漏未翻譯之內容，則非屬

誤譯訂正之適用對象。 

若不慎漏譯

則完全無法

補救 

 

3、爰建議本會正式行文智慧局建議修改，請討論。 

決議：授權由發明實務委員會擬初稿，經全體理監事同意後，於 5/29 前

向智慧局正式行文。 

 

七、下次會議時間，請討論。 

    決議：8.17(五)中午十二時。 

丙、臨時動議 

 

丁、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