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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27日中午 12時 

地點：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4樓 400會議室 

      (台北市南京東路 2段 125號 偉成大樓)     

  記錄：鄭淑芬 

出席理事：蔣大中、吳冠賜、洪武雄、陳和貴、林宗宏、祁明輝、 

     黃瑞賢、王仁君、閻啟泰、黃章典、鍾文岳 

出席監事：宿希成、廖文慈、秦建譜、周良吉、何秋遠 

請    假：廖鉦達常務理事、廖和信理事、白大尹理事、蔡坤旺理事       

應    到：20位                     實    到：16位 

列    席：智慧局廖承威組長、智慧局邱淑汶專委、張哲倫秘書長、林景郁 

     副秘書長、涂綺玲副秘書長 

主    席：理事長蔣大中 

 

甲、 報告事項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常務監事報告：略 

參、 列席機關代表致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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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會務工作報告 

一、 本會目前會員人數 231人。 

二、 103.3.7由智慧財產法院舉辦「技術審查官 103年度智慧財產權相關

訴訟暨案例研討會」第 1場次，講題：「到底 Obvious有多 Obvious？

談專利的『非顯而易知性』」，由本公會廖和信理事擔任報告人，本

會由蔣大中理事長、楊慶隆專利師、王淑靜專利師、張澤平專利師、

彭國洋專利師、郭仁智專利師等 6位報名參加。 

三、 103.3.19舉辦在職進修系列講座第一場次，講題：「專利侵害分析實

務」專題演講，由林希彥主任技術審查官擔任主講人。 

四、 103.3.21 由國立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科技、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四

維集團主辦（四維集團全額贊助所有經費），國立臺北大學法律學

系財經法研究中心、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財經法學中心、臺北醫學

大學醫療暨生物科技法律所、台灣資訊智慧財產權協會、台灣法學

會智慧財產權法委員會、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月旦法學雜誌等單

位協辦「專利侵權分析方法論之再檢討-免刀膠帶專利案之啟示與借

鏡研討會」。本會由秦建譜專利師、李文賢專利師及蔡清福專利師

代表參加。 

五、 103.3.28 智慧財產法院舉辦「技術審查官 103 年度智慧財產權相關

訴訟暨案例研討會」第 2 場次，講題：「美國專利侵權訴訟實務之

剖析」，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廖鉦達常務理事、林景郁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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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靜專利師、程凱芸專利師、翁聖賢專利師等 6位報名參加。 

六、 103.3.31 由智慧財產法院舉辦之 103 年度「智慧財產法院法官與律

師、專利師及專利代理人座談會」，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張哲倫

秘書長、林景郁副秘書長、涂綺玲副秘書長、廖鉦達常務理事、秦

建譜監事、黃瑞賢理事、發明實務委員會林哲誠副主委等 8位代表

參加。 

七、 103.4.1智慧財產局召開「專利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 3次公聽會」

由王美花局長親自主持，本會由專利師法修法小組成員：蔣大中理

事長、吳冠賜副理事長、陳和貴常務理事 、廖鉦達常務理事、黃瑞

賢理事、廖和信理事、秦建譜監事代表參加。 

八、 103.4.11 智慧局舉辦「103 年度專利師職前訓練」開訓典禮，本會

由蔣大中理事長、張哲倫秘書長、林景郁副秘書長三位代表參加。 

九、 102.4.12 智慧局辦理 103 年度專利師職前訓練，本會推薦宿希成常

務監事擔任「專利師執業倫理」講座。 

十、 103.4.18 由智慧財產法院舉辦「技術審查官 103 年度智慧財產權相

關訴訟暨案例研討會」第 3 場次，講題：「日本專利有效性要件判

斷準則及訴訟事件案例研析」，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宿希成常務

監事、廖鉦達常務理事、黃瑞賢理事、王仲專利師、葉舜華專利師

等 6位報名參加。 

十一、 103.4.25 由智慧財產法院舉辦「技術審查官 103 年度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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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訴訟暨案例研討會」第 4 場次，講題：「國際間智慧財產權關

注議題之探討」，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王仲專利師、李世章專利

師、楊慶隆專利師、葉舜華專利師等 6位報名參加。 

十二、 103.4.25專利師季刊第十七期出刊日。 

十三、 103.5.2司法院舉辦「日本專利訴訟最新實務發展」研討會，特地

邀請日本知的財產高等裁判所飯村敏明所長來台演講暨座談，期藉

由直接對話，深入瞭解日本最新專利相關訴訟案例及法制發展，以

作為我國實務運作及制度研修之參考，本會會員共有 24 位報名參

加。由於本會係合辦單位，應司法院要求，除了贊助支出飯村所長

來台的飯店費用外（喜來登），亦蒙黃瑞賢理事及鍾文岳理事首肯，

於百忙中協助司法院進行日文口譯及相關書面講義之翻譯，因此

103.5.2當晚由司法院賴大院長做東宴請飯村所長、蔣理事長、黃瑞

賢理事及鍾文岳理事等人，103.5.3 並由蔣理事長率宿希成常務監

事、黃瑞賢理事、鍾文岳理事、林景郁副秘書長等人，回請飯村所

長及司法院代表。 

十四、 103.6.4 司法院資訊管理處召開「司法院智財法院線上起訴作業 

平台實機展示」會議，由何君豪處長主持，本會由發明實務委員會

副主委林哲誠代表參加。 

十五、 103.6.11舉辦商標實務系列講座第一場次，講題為：「公平交易法

之仿冒禁止規定」，由公平交易委員會吳丁宏專門委員擔任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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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103.6.16 蔣理事長率陳和貴常務理事、洪武雄常務理事、林景郁

副秘書長及涂綺玲副秘書長，拜會即將榮調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之

智慧財產法院高秀貞院長，並由蔣理事長代表公會敬贈精美禮品乙

份，高院長亦回贈公會禮物乙份，公會將另致贈「功在智財」紀念

牌乙座予高院長。 

十七、 103.6.20本會擔任北科大 2014智慧財產權理論與實務研討會之協

辦單位（費用由北科大自籌），並由蔣大中理事長於開幕式致辭並

擔任著作權場次的主持人。 

十八、 103.3.7 下午二時至四時於研訓發展中心 1108 會議室，召開第三

次專利法論壇（主題：專利無體財產權的性質對審判程序之影響），

邀請到李素華副教授、李維心法官、郭雨嵐律師、蔡明誠教授、劉

孔中教授（按姓氏筆劃排列）等五位貴賓蒞臨指正，本會則由蔣大

中理事長、張哲倫秘書長、林景郁副秘書長、涂綺玲副秘書長共同

與會參與討論。該討論會之現場影音檔已由元照上傳數位館

（http://media.angle.com.tw/GroupDetail.aspx?iMG=295）。影音檔目

前是以免費方式呈現，元照預計 103.8.10會改為會員制，為線上收

費制，並且可以提供相關文件的下載，系統完成後會再與公會討論

收費的標準。 

十九、 承理事長指示，張哲倫秘書長已分別於 103.2.27及 103.3.3赴台灣

大學法學院開會，研議與聯合國內園區研發先驅廠商，於今年底合

http://media.angle.com.tw/GroupDetail.aspx?iMG=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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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國際研討會。 

二十、 各委員會暨小組會議及報告事項： 

1. 103.3.13 召開 2014 年度商標實務委員會 2014 年度第一次會

議。 

2. 103.3.17召開設計專利委員會 2014年度第一次會議。 

3. 103.4.30召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 2014年度第一次會議。 

4. 103.5.6召開在職進修委員會 2014年度第一次會議。 

5. 103.5.6召開編輯委員會 2014年度第二次會議。 

6. 103.5.7 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 2014 年度第二次會議並邀請智

慧財產局王樂民科長進行二小時演講，講題：「電腦軟體相關

發明之案例研析」。 

7. 103.5.9 召開設計專利委員會 103 年度第二次會議並邀請智慧

局財產局黃俊魁審查官進行一小時演講，講題：「設計專利侵

害案例討論」。 

8. 國際事務委員會報告，今年本會預計在 APAA 期間與英國專

利師公會(CIPA)成員聚餐，於 103年 11月 11日 12:00至 15:00

席設馬來西亞檳城 Tiffins Restaurant(距離 Shangri-La’s Rasa 

Sayang Resort & Spa約 800公尺, 步行約 10分鐘)。 

9. 兩岸事務委員會報告，103.6.26 收到工總傳來「2014 年第七

屆兩岸專利論壇議程(草案)」（附件 1），預計將針對「兩岸專



 7 

利審查合作」及「兩岸專利師(專利代理人)雙贏之合作策略」

的討論各推薦一講師準備一議題。 

乙、討論事項 

一、新申請入會案： 

專利師賴正健、胡書慈、陳昭明、黃耀霆、趙嘉文、巫祈賢、丁彥中、

劉哲郎、蔣卓廷、李宗達、廖泰榮、吳奕錡、蔡亦強等 13人申請入

會案，請審核。 

 決議：通過。 

 

二、在職進修委員會主委吳俊彥提議：提請同意郭嘉元專利師辭任委員乙

職，請討論。 

    決議：通過。 

 

三、理事長蔣大中提議：由於張哲倫秘書長及林景郁副秘書長擬分別於

103.6.30 辭任，提請同意自 103.7.1 起，聘任林景郁先生擔任本公會

秘書處秘書長、張哲倫先生擔任本公會秘書處副秘書長，請討論。 

決議：通過。 

 

四、理事長蔣大中提議：向經濟部建議，強制專利代理人須加入本會管理，

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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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先前於專利師法修法草案公聽會中，本會曾向智慧局反映，應

強制專利代理人加入本會，以利管理及規範專利代理人，不過

智慧局對此並不表支持態度，故考慮向智慧局上級單位經濟部

提出建議，並爭取在經濟部將專利師法草案送行政院院會之

前，加入相關修法文字。 

    決議：緩議。 

 

五、兩岸事務委員會主委暨理事林宗宏提議如下，請討論。 

1. 請准在兩岸事務委員會之下設置台籍大陸專利代理人服務

處。 

2. 請准增聘陳莞青專利師、孫寶成專利師加入兩岸事務委員會。 

說明： 

1. 兩岸事務委員會之重要功能之一為提供大陸專利代理人的報

考、考試、培訓相關服務，由於業務量漸增，有必要成立一

服務處，以整合資源，提供更好的服務。 

2. 陳莞青專利師先前已考取大陸專利代理人，鑑於其一向熱心

於兩岸事務，且配合兩岸事務委員會成立大陸專利代理人服

務處後可能增加的業務量，故建議增聘陳莞青專利師加入兩

岸事務委員會。孫寶成專利師主動向林宗宏表示有意參與兩

岸事務委員會之活動，鑑於其一向熱心於兩岸事務，且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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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工作多年，對於兩岸事務的推動應有助益，故提議增聘

孫寶成專利師加入兩岸事務委員會。 

      決議：1通過，名稱改為台籍大陸專利代理人服務組。 

            2.通過。 

 

六、兩岸事務委員會主委暨理事林宗宏提議：擬辭去兩岸事務委員會主任

委員一職，並推薦由林發立委員接任兩岸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

請討論。 

      決議：通過。 

 

七、常務理事洪武雄提議：為專利審查規費中申請專利範圍項數新增時收

費澄清疑義，請討論。 

說明： 

1. 現行專利規費收費準則第二條規定「請求項超過十項者，每

項加收新台幣 800元」。 

2. 上開超項收費於申請實審時，或再審查始適用。初審或再審

過程中有在總項數為 10項之範圍內修正時，理應不適用。 

3. 茲發現智慧財產局對下列情形指示申請人繳納超項規費： 

i.  對ＯＡ提出申復時一併修正申請專利範圍，若修正之申

請專利範圍有新增之請求項，則不論請求項之總項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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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對新增之請求項一律收超項規費。 

ii.  再審查時，申請專利範圍之項數比初審核駁時項數多

時，不論總項數多少，對新增加的項數收超項規費。 

4. 請本會專利實務小組研究並查尋本會會員中有沒有遭遇到上

述情形，並澄清上述智慧財產局的收費是否合法。  

    決議：發交發明實務委員會研究處理。 

 

八、理事祁明輝、監事秦建譜、發明實務委員會主委程凱芸共同提議：請

司法院智財法院為本會辦理線上起訴作業系統說明會及教育訓練，請

討論。 

說明：智財法院已完成線上起訴作業系統，並於 103年 6月 4日安排

實機展示；目前司法院初步希望將線上起訴作業全面取代起訴

狀紙本遞狀，但考慮專利師/律師可能尚不習慣線上作業，因此

建議公會與司法院智財法院聯繫為會員辦理相關之說明會及

教育訓練，以便讓會員熟悉該系統之運作。 

決議：通過，由秘書處擬函及安排。 

 

九、理事長蔣大中提議：提請同意將公會之主機委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代

管，請討論。 

說明： 



 11 

1. 前次理監事會討會主機代管事宜，決議由秘書處再向市場上

提供主機代管服務之廠商詢價，以瞭解元照提供之主機代管

報價是否合理。 

2. 經詢中華電信等廠商有關虛擬主機代管之報價，並與元照之

報價相比較，發現元照之報價尚稱合理（相關價格詳附件 2）。 

3. 待主機代管供應商確定後，秘書處將著手整合專利法論壇、

電子報等介面。 

決議：通過。 

 

十、理事長蔣大中提議：提請同意由秘書處規劃年底舉辦會員大會時，一

併舉辦研討會，以落實去年底公會於研討會所訴求之諸項主張，請討

論。 

說明：去年底公會主辦之研討會，針對 IPO審查品質改善提昇及智財

法院審理流程改善及一二審分離分流等議題，公會的訴求廣受

實務業界所支持，今年擬於年底舉辦會員大會時，一併規劃舉

行研討會，以落實去年研討會之共識，並檢討這一年來各項訴

求具體落實之程度，為配合會員大會一併縝密規劃，建議由秘

書處先期作業，再向理監事會報告。 

決議：通過。 

 



 12 

十一、理事長蔣大中提議：提請同意規劃修改本公會章程，增設榮譽會員

/準會員之資格，以鼓勵專利代理人加入公會，共同為專利業界的願

景努力，請討論。 

說明：目前專利代理人執業不受專利師法限制，亦不受公會管理，

但在此同時也表示專利代理人無從享受公會對於會員所提供

之服務，在專利師法修法強制專利代理人加入公會始得執業

之前，公會得修改章程，願意主動加入公會者，提供一個選

擇之機會，以鼓勵專利代理人加入公會，共同為專利業界的

願景努力。 

決議：由秘書處進行細部規劃並於下次理監事會前提出章程修改內

容。 

 

十二、理事長蔣大中提議：提請同意去年公會與台大法學院共同主辦研討

會所出版之投影片書籍，其權利金捐助台大法學院供公益使用，請討

論。 

說明：去年舉辦研討會，秘書處於先期作業時即規劃委由元照將各講

者之 PPT編輯成冊，予以出版，經元照建議每本定價 500 元，

據元照告知，目前已有賣出及收入，有權利金應如何歸屬的問

題，因此建請將權利金全數捐助台大法學院，供公益使用。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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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林景郁副秘書長提議，蔣大中理事長交議：本會會員羅偉仁欠繳

100至 103年會費，先前已多次以雙掛號信函方式進行催繳但仍未繳

交，故依本會章程第 39 條提請理事會決議對羅偉仁會員進行勸告處

分，請討論。 

決議：通過 

 

十四、下次會議日期時間，請討論。 

決議：103年 9月 26日中午 12:00。 

 

丙、臨時動議 

一、蔣大中理事長提議：智慧局於 103年 6月 19日來函（附件 3），針對

外界反映對專利代理事項之意見，通知本會並提出建議。針對本函，

建議由理事長配合秘書處回函，請討論。 

說明：智慧局來函包括以下幾點： 

1.建議本會制定定型化委任契約以訂定公開報價機制，並於契

約具體訂定片面中止委託之態樣。 

2.建議本會改善未能受理事務所之投訴的情況。 

決議：智慧局之決議有窒礙難行之處，通過由理事長配合秘書處回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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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