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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第一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99 年 6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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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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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貴敏、吳俊彥、王至勤、祁明輝、蔣大中、廖鉦達 

出席監事：王仁君、黃瑞賢、秦建譜、黃章典、邵瓊慧 

列    席：林清結專委、李世章、廖文慈、李文賢 

應    到：20位            實    到：20位 

主    席：理事長蔡坤財 

 

甲、 報告事項 

 

一、 本會目前會員人數 145 人。 

二、 99.4.15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劉春田院長來台訪問，理事長個人於陽明

春天餐廳宴請劉春田院長，連邦蔡憲明顧問、李文賢主委、李世章秘書長、廖

文慈副秘書長出席，討論本會與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合作相關事宜。 

三、 99.4.20~21 LexisNexis 舉辦「2010 台灣智慧產權會議研討會」，本會為協辦單

位，理事長蔡坤財、監事秦建譜代表本會出席。 

四、 99.5.7本會英文簡介手冊印製完成。 

五、 99.5.11~15 國際事務委員會規劃之日韓參訪團，由理事長蔡坤財率同理事/國際

事務委員會主委林宗宏、理事/權利維護委員會主委王至勤、理事/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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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委祁明輝、理事/編輯委員會副主委周良吉、理事/權利維護委員會副主委何

秋遠、監事/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委黄瑞賢、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委閻啓泰專

利師、鍾文岳專利師、王耀華專利師、陳志旭專利師等共 11 員，赴韓國、日

本訪問 AIPPI 韓國分會、韓國弁理士会（KPAA）、日本發明協會(JIII)、日本辯

理士會(JPAA)、國際弁理士連盟日本協会 (FICPI・JAPAN)、日本國際知的財

産保護協会(AIPPI・JAPAN)、日本知的財産協会 (JIPA)、アジア弁理士協会

日本部会(APAA JAPAN)等 8 個單位，介紹本會組織及發展等現況、聽取對方

公會（協會）之現況，並就雙方將來可能之交流獲得許多重要共識及結論。 

六、 99.5.20 廖文慈副秘書長代表公會出席「99 年度智慧財產人員職能基準推廣暨

能力認證說明會」。 

七、 99.5.21 智慧財產法院舉行「99 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本會指派李文賢

專利師代表公會參加。 

八、 99.5.24 智慧財產局於來函，復本會 99.5.12 專師字第 099029 號函，智慧財產

局同意召開與本會有關之公聽會議，會儘可能提早公告並函知，惟因顧及會議

資料之完整性，恐無法於一個月前公告。 

九、 99.5.31發行本會成立慶祝大會專刊。 

十、 99.6.22~99.7.8 在職進修委員會規劃六場「智慧財產法院專利訴訟系列演講」-

第一場：專利行政訴訟，第二場：專利民事訴訟，第三場：專利訴訟重要爭點

解析，第四場：專利訴訟技術審查實務，第五場：專利判決解析－專利要件，

第六場：專利判決解析－申請專利範圍解釋，已發文全體會員免費報名，並同

時開放非會員收費報名。 

十一、99.6.17 在職進修委員會邀請葛漢斯博士（Dr. Heinz Goddar）進行「EPC 及德

國專利最新實務演講」，已發文會員、非會員免費報名。 

十二、99.6.1 智慧財產局來文通知 99.6.10 將舉辦「依職權電話通知申請人限期補充、

修正」措施及「專利審查基準第一篇程序審查及專利權管理」修正議題公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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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本會指派發明實務委員會程凱芸副主任委員出席公聽會，並轉知全體會

員，同時請會員提供意見。 

十三、本會 4~5 月捐款收入明細如下： 

排序 贊助單位/收據抬頭 金  額 備註 

1 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100,000 4/22成立大會贊助款 

2 理律法律事務所 100,000 4/22成立大會贊助款 

3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 100,000 4/22成立大會贊助款 

4 三達智慧財產權事務所 80,000 4/22成立大會贊助款 

5 冠群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 80,000 4/22成立大會贊助款 

6 文彬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60,000 4/22成立大會贊助款 

7 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閻啟泰專利師 60,000 4/22成立大會贊助款 

8 兆里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60,000 4/22成立大會贊助款 

9 東大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60,000 4/22成立大會贊助款 

10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 60,000 4/22成立大會贊助款 

11 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60,000 4/22成立大會贊助款 

12 瑞智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 60,000 4/22成立大會贊助款 

13 萬國專利商標事務所 60,000 4/22成立大會贊助款 

14 聖島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 60,000 4/22成立大會贊助款 

15 道法法律事務所 60,000 4/22成立大會贊助款 

16 聯合專利商標事務所 60,000 4/22成立大會贊助款 

17 法瑪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30,000 4/22成立大會贊助款 

18 郭雨嵐專利師 10,000 4/22成立大會贊助款 

19 楊慶隆專利師 3,900 公會創刊號投稿稿費捐款 

總         計 1,163,900  

                                                               ◎以上依捐贈金額排列, 同金額依筆劃順序排列 

十四、各委員會會議： 

   〈一〉、99.5.19 召開編輯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議。 

   〈二〉、99.5.20 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法院實務組》第二次會議。 

〈三〉、99.5.25 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外國實務組》第二次會議。 

〈四〉、99.5.27 召開在職進修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議。 

〈五〉、99.6.2  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智財局實務組》第二次會議。 

十五、99.6.9 召開「專利師執業倫理規範暨倫理紀律相關辦法草擬小組」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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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討論事項： 

 

一、 新申請入會案： 

說明：專利師陳思源、江國慶、黃富源、李貞儀、鄭煜騰、邱青松、許郁莉、

葉璟宗、謝佩玲、何美瑩、詹富閔、盛珮雯、翁雅欣、孫大偉、高志明、

鄭婷文、黃政誠、林秋伶、于武強等 19 人申請入會，請審核案。 

決議：通過。 

 

二、 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委閻啟泰提議：本會協助規劃美國 (AIPLA) 智慧財產法

律協會代表團來台相關的研討會及拜訪事宜案，請討論。 

     決議：通過。編列五萬元預算，授權國際事務委員會規畫與執行。 

 

三、理事、兩岸事務委員會主委李貴敏提議：規劃九月中旬訪問大陸案，請討論。 

    決議：通過，請兩岸事務委員會繼續規畫詳細參訪行程。 

 

四、 「專利師執業倫理規範暨倫理紀律相關辦法草擬小組」成員常務理事陳和貴（台

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常務監事王仁君（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理事廖鉦

達（達穎專利師事務所）、監事黃瑞賢（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提議：爲集

思廣益，建議全體理監事所服務之事務所至少各應有一人參與本小組，並建議

推舉本小組召集人，請討論。 

    決議：〈1〉通過，由常務理事陳和貴擔任小組召集人。 

〈2〉新增專案小組成員：監事秦建譜（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常務

理事洪武雄（萬國專利事務所）、常務理事宿希成（聯合專利商標事

務所）、理事王至勤（阿基比禾同專利師事務所）、理事洪澄文（冠群

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理事蔣大中（理律法律事務所）、監事邵

瓊慧（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理事祁明輝（三達智慧財產權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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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雨嵐專利師（萬國法律事務所）、劉法正專利師（聖島國際專利商

標聯合事務所）、閻啟泰專利師（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許郁莉

專利師（東大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五、 理事長蔡坤財提議：本會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之決議由理監事共同組

成「專利師法修法小組」，並由吳冠賜副理事長擔任小組召集人，小組成員目前

有：吳冠賜副理事長（兆里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宿希成常務理事（聯合專利

商標事務所）、黃瑞賢監事（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李貴敏理事（國際通

商法律事務所）、廖鉦達理事（達穎專利師事務所）。惟爲集思廣益，建議全體

理監事所服務之事務所至少各應有一人參與本小組，請討論。 

決議：〈1〉通過。 

〈2〉新增專案小組成員；監事秦建譜（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理事

洪澄文（冠群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惲軼群專利師（聖島國際

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涂綺玲專利師（三達智慧財產權事務所）、郭

雨嵐專利師（萬國法律事務所）、簡秀如專利師（理律法律事務所）、

陶霖專利師（阿基比禾同專利師事務所）、閻啟泰專利師（台一國際

專利法律事務所）、理事周良吉（東大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六、 秘書處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本會「99.4.22 東亞地區專利論壇-專利師公

會成立慶祝大會」捐款結餘款項處理方式，請討論。 

說明：4.22 成立慶祝大會活動總支出費用$1,125,285，贊助款收入$1,160,000，

智慧局惟實際之結餘款項金額以智慧財產局核銷為準。 

決議：轉入公會【其他收入】之「捐款收入」。 

 

七、秘書處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本會網站功能升級案，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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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會網站雖已製作完成且已啟用，惟囿於前已通過之 99年度收支預算案

中就「網頁設計、資料庫」所編列之預算（10 萬元）不敷使用，致無法

製作本會英文網頁、建置資料庫等，爲立即擴充本會網站功能，已委請相

關公司報價，請討論是否同意。 

決議：通過，授權秘書處以預算 9 萬元為上限與「喜多方科技有限公司」洽談

並完成升級。 

 

八、理事廖鉦達提議：整合國內 IP 運作體系並拜訪智慧局案，請討論。 

說明：有鑑於目前 IP 運作體系紊亂，極易造成業界及社會大眾的混淆，形成不

必要的困擾與麻煩，基於公益，公會有必要介入整合並建請智慧局整頓；

具體意見如下： 

㈠、定位：確立專利師公會為智慧局唯一之民間對口單位，專責非國家專技考試

級之智慧財產從業人員認證工作；智慧財產培訓學院則為專責對前開

認證及相關範圍之考前培訓機構。 

㈡、專利：包括專利工程師、專利流程管理人員 

1. 資格：工程師需大學理工本科系畢業，程序人員需大學畢科系不限，受

過一定時數之專業培訓 

2. 專業培訓：智慧財產培訓學院 

3. 通過認證：智慧局與專利師公會共同具名發給證書 

㈢、商標：商標代理人 

1. 資格：大學法律系畢業，受過一定時數之專業培訓 

2. 專業培訓：智慧財產培訓學院 

3. 通過認證：智慧局與專利師公會共同具名發給證書 

（在無法律依據前，參酌日本弁理士會的運作，暫由專利師公會認證

商標代理人） 

㈣、著作權：文書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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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作權採創作主義，然實務上仍有認證創作完成時點之需要；目前有民

間機構竟高額收費認證「著作權代理人」，再由代理人向該認證單位送

件認證著作權，乃開倒車之舉，實不可採，智慧局亦應善盡主管機關之

責加以整頓。 

2. 專利師公會為民間公正機構，可處理著作權文書認證工作（形式審查並

存檔）。 

是否同意以上內容，並推派三名代表拜會智慧局，請討論。 

決議：商標、著作權部分緩議，專利部分授權理事長及相關會議人員拜會智慧

局進行協商。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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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採行附件 11 之「方案二」，因智慧局目前就網頁中「商標代理人」

名冊之建置已重新擬定資格管理方式。另由秘書處先發文全體會員徵詢

有意願列入 TIPO 名冊者，請提供個人英文資料彙整予智慧局，登載於智

慧局網頁之「專利師名冊」英文網頁，並行文智慧局請其於網頁之「專

利師名冊」旁標註由本會所提供之「專利師」及「專利代理人」之差異

說帖，「專利師」及「專利代理人」之差異說帖由權利維護委員會負責草

擬。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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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惟本案加註係針對國內客戶，對國外客戶不適用。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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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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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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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會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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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修正後通過，多數決比例修正為「全體會員人數之二分之一以上表示

意見，全體表示意見者之二分之一以上表示贊成」。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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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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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先蒐集會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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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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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理事周良吉提議：建議重新設計本會之理監事、秘書處人員名片、信封、信

紙，請討論。 

說明：日本及韓國專利師公會的名片，均有登載事務所名稱，且日本專利師

公會的名片上尚有個人相片，建議重新設計本會名片。且一併就本會

信封、信紙進行設計，以求統一。 

決議：通過以日本辯理士會(JPAA)之名片樣式為範本交付設計公司設計後，再

將設計樣本交與全體理、監事擇定。 

 

十五、理事、權利維護委員會主委王至勤提議：草擬「專利商標事務所合法經營認

證(兼取消認證)程序辦法」，請討論。 

說明： 

1. 通過辦法，以形式要件為認證的重點。 

2. 形式要件包含：事務所的執照審查、合夥人名單審查、是否有專利師為合夥

人審查。 

3. 設計認證的申請表格。 

4.  組成認證小組。 

5.  接受任何事務所來公會申請認證〈認證過程有利益迴避適用之原則〉。 

6.  若通過認證小組認證，發給認證證書〈日後任何時候，若遭人檢舉，依認

證辦法審核，並依結果可能取消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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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將認證後的事務所的中英文名單〈冊〉，公布於公會的網站〈中英文網站 

皆公布〉，但需加註警語，免責聲明 disclaimer。 

8.  防止消費者受害。 

決議：移付下次理監事會討論。 

 

十六、 商標實務委員會主委何愛文提議：草擬商標實務系列演講計畫，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並請商標實務委員會研議演講日期調整為星期六的可能

性。 

 

十七、下次會議時間，請討論。 

決議：9 月 10日中午十二時。 

丙、臨時動議：無 

丁、散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