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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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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大中、吳冠賜、洪武雄、陳和貴、廖鉦達、林宗宏、 

     祁明輝、黃瑞賢、王仁君、閻啟泰、蔡坤旺、鍾文岳 

出席監事：宿希成、廖文慈、秦建譜、周良吉、何秋遠 

列    席：張哲倫秘書長、林景郁副秘書長、涂綺玲副秘書長、吳俊彥主 

     委 

請    假：黃章典理事、廖和信理事、白大尹理事 

應    到：20 位             實    到：17 位 

主    席：理事長蔣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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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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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會務工作報告 

一、 本會目前會員人數 225 人。 

二、 2013.10.8 智慧財產局召開「研商專利保護邊境措施相關事宜」會

議，本會由商標實務委員會主委吳婷婷代表公會參加。 

三、 102.10.22英國專利師公會(CIPA)邀請本會人員在越南河內APAA

年會會議期間與該會 18 位代表進行午宴會餐，藉以延續兩會互

訪的情誼。本次會餐係由英國專利師公會(CIPA)宴請招待，本會

由理事長蔣大中、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委黃瑞賢等十五位代表公

會參加。 

四、 102.10.22 立法委員林滄敏國會辦公室於下午下午 2 點至 3 點 30

分召開「智與願違 從長技議」公聽會，本會由發明實務委員會

副主委吳宏亮、設計發明委員會副主委鍾文岳、黃孝惇專利師、

洪陸麟專利師、陳邦禮專利師等 5 位代表公會參加。 

五、 102.10.25 專利師季刊第十五期出刊日。 

六、 102.10.28 歐洲專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慕尼黑辦公室擔

任半導體技術領域專利審查官員一行三人，前來拜訪本會並舉行

『歐洲專利實務之現況發展及趨勢』研討會，講題包括現行的歐

洲專利法及實務(European Patent Law and Practice)以及即將實施

的歐洲單一專利及歐洲統一專利法院(European Unitary Patent 

and European Unified Patent Court)等主題，並與本會會員進行雙

向交流，本會由理事長蔣大中、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閻啟泰、副

秘書長林景郁、副秘書長涂綺玲、蔡嘉慧委員等代表公會接待及

致贈水晶紀念獎座，並於晚間設宴於台北福華飯店三樓江南春進

行餐敘。 

七、 102.10.29 舉辦在職進修講座第四場次講題：「電腦圖像設計專利



 3 

之申請與審查實務」，由智慧財產局葉雪美審查官擔任講師。 

八、 102.11.4 智慧財產局召開「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十二章「電腦

軟體相關發明」修正草案公聽會，由王美花局長親自主持，本會

指派發明實務委員會主委程凱芸、秘書長張哲倫、副秘書長林景

郁、副秘書長涂綺玲等四位代表參加。 

九、 102.11.5 我國與日本訂於下午 4 時假台北國賓飯店舉辦「臺日優

先權證明文件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及記者招待會，敬邀本會蔣

大中理事長撥冗出席並蒞臨共襄盛舉。 

十、 102.11.8 召開司法院「智慧財產法院行政訴訟事件線上起訴系統」

雛形說明會，由何君豪處長主持，本會指派黃瑞賢理事代表參加。 

十一、 102.11.8 智慧財產局召開「專利/商標電子申請實施辦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公聽會」，由王美花局長親自主持，本會指派發明實

務委員會主委程凱芸、商標實務委員會委員賴安國兩位代表參

加。 

十二、 102.11.8~10 本會兩岸事務委員會組團參加大陸全國律協一年

一度的知識產權論壇暨拜訪福建知識產權局。 

十三、 102.11.12 舉辦商標實務系列講座第一場次講題：「商標訴訟之

新近議題」，由智慧財產法院蔡惠如法官擔任講師。 

十四、 102.11.19~20 本會兩岸事務委員會組團參加在山東濟南舉行的

2013 年第六屆兩岸專利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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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102.11.27 舉辦商標實務系列講座第二場次講題：「從媒體事件

看商標法實務」，由智慧財產局劉蓁蓁副組長擔任講師。 

十六、 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相關活動工作進度： 

(1)、會議日期：102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16 時~21 時。 

(2)、會議地點：臺大法學院 霖澤館 1 樓 國際會議廳 

(復興南路及辛亥路交叉路口) 

(3)、晚宴地點：義饕食堂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83 號-臺大捷絲旅尊賢館 2 樓) 

十七、 本會會務人員鄭淑芬小姐及陳蘇泳先生於 102 年的年度工作 

中，認真積極處理承辦業務，使本會會務得以順利進行，秘書處

給予優等考評，並經本會常務理監事審核同意。 

十八、 各委員會暨小組會議： 

1、102.10.15 國際事務委員會召開歐洲專利局來訪會前會議。 

2、102.11.1 召開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並邀請智慧局 

葉哲維審查官進行專題演講。 

3、102.11.5 召開編輯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4、102.11.14 召開 12 月份研討會會前會議。 

5、102.11.20 召開在職進修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乙、討論事項 

一、 新申請入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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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師吳佩芳、王一民、陳明群等 3 人申請入會案，請審核。 

 決議：通過。 

 

二、秘書長張哲倫提議，理事長蔣大中交議：本會 101 年度決算案、

102 年 1/1~10/31 收支對照表、103 年度各委員會工作計劃、103

年度預算案等 (附件 1-1、1-2、1-3、1-4)，請討論。 

    決議：通過。 

 

三、秘書長張哲倫提議，理事長蔣大中交議：依本會第二屆第二次會

員大會活動程序表 (附件 2-1、2-2)，有關會員大會的工作分組 (附

件 2-3)，請討論。 

決議：授權秘書處負責協調。 

 

四、秘書長張哲倫提議，理事長蔣大中交議：公會歷年編列有會員贈

品預算每年台幣 500 元，供製作禮品於會員大會現場發送，由於

外製禮品品項、品質不易掌握，今年度提議元照出版社合作，由

元照製作購書卷面額 666 元（以 500 元預算與元照合作，元照以

75 折回饋購書卷面額），元照則得於會員大會擔任獨家設攤書商。

現場書目擺設、挑選，將由秘書處與元照商議，以符合會員科技

背景之偏好。之所以將折扣溢價反映在書卷額度，是因為購書卷

得轉用於元照的其他門市，不限於當日必須在會場一次購足，如

此對於會員較有彈性。另會員若採購超過 666 元，有意願以現金

購書者，仍以書價之 75 折計（非會員僅 85 折）。請討論。 

決議：通過。 

 

五、秘書長張哲倫提議，理事長蔣大中交議：今年會員會大會的研討

會，若與會專家同意，將與元照知識庫合作，全程錄音、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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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上傳元照知識庫，數位典藏及分享。過往，曾有會員反映南部

會員對於在公會舉辦教育訓練的參與，有地點及時間上的困難，

秘書處與元照商議，未來公會的教育訓練，亦可比照數位錄音、

錄影並上傳元照知識庫的方式辦理，公會會員若欲進入元照知識

庫，元照同意免費，將來元照知識庫若改採收費模式（目前的經

營模式是一律免費），非公會會員點選公會的教育訓練單元所產收

之收益，再由公會與元照商議權益分配比例。請討論。 

決議：通過。 

 

六、秘書長張哲倫提議，理事長蔣大中交議：司法院在 103 年 3 至 4

月間規劃邀請日本東京知的財產高等裁判所所長飯村敏明來台演

講事，請討論。 

說明：司法院欲尋找對於日本專利民事及行政訴訟實務有興趣之合

作伙伴協助辦理，行政訴訟及懲戒廳廳長同意先洽本會是否

有意願合作。規劃行程為 3 天，首日及末日為參訪行程，第

二、三日打算舉辦三場（每場半天）演講，一場在司法院、

一場在智慧財產法院。此外，在司法院及智財法院舉辦之二

場演講，會依慣例開放更多名額給合辦單位同仁參加。所需

經費（約 35 萬）均由行政訴訟及懲戒廳支付，惟行政訴訟

及懲戒廳方面為使飯村所長能夠實際拿到多一點的演講

費，故希望由合辦單位支付所長來台 3 天的住宿費（五星級

飯店，粗估約在 15000 至 18000 左右，視實際狀況而定，司

法院並非預算額度問題，而是卡在沒有預算名目）。另，在

合辦單位所定該場次演講後，希望能由合辦單位首長以地主

身份宴請飯村所長（司法院將安排由賴大院長親宴；智財法

院則安排由高院長親宴）。同時希望公會支援日文翻譯及口

譯協助，此部分已商詢鍾文岳理事並經其首肯。請討論。 



 7 

決議：通過。       

 

七、副秘書長林景郁提議，理事長蔣大中交議：建議針對明年「智慧

財產法院法官與律師、專利師及專利代理人座談會」成立專案小

組，請討論。 

說明：智慧財產法院函(附件 3)請本會針對預定於明(103)年春季舉

辦「智慧財產法院法官與律師、專利師及專利代理人座談會」

於今(102)年 12 月 31 日就制度及實務運作提出興革建議，以

使訴訟運作更加順暢。為此，建請成立專案小組進行會前準

備（例如：秘書處先發文全體會員表示意見後轉交專案小組

進行統整，以利本會於年底前函覆智慧財產法院以提出興革

建議事項）及屆時代表本會出席會議進行討論。 

決議：通過，授權由秘書處進行專案小組成立之相關事宜。 

   

八、秘書處提議、理事長蔣大中交議：有關檢舉送達代收人乙事，依

據前次理監事會討論決議「請廠商代為收集提供送達代收人之名

單並報價」，請討論。 

說明：1. 由於現有資料庫中皆未包括「送達代收人」資料，若需

委廠商另開發程式，其報價將高達 20 萬-30 萬。 

      2. 建議採用下述的兩階段方式來進行，而廠商將可依其現

有資料庫完成第一階段篩選，但第二階段的逐筆調閱則

需我方另找工讀生自行處理。 

(1)第一階段：篩選出「無委託代理人且非鴻海案件」的

發明公開案件 (例如：以 2013 年 10 月份公開資料進行

估計，將可從單月案件 4370 筆篩選出約 300 筆) 

(2)第二階段：針對第一階段所篩選出的案件，從「專利

公開資訊資料庫」逐筆下載申請書 (送達代收人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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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顯示在專利申請書「二、申請人」之最末處)，找出含

有送達代收人資訊的案件，再據以統計十大代收人名

單。 

      3. 廠商對於第一階段檢索的報價，針對單月資料量 (N=1)

進行處理的費用為 NT$6,825，而 N 個月資料量則為 N

倍費用，但 N 等於或大於 5 則費用為 NT$31,500。 

決議：1. 通過，授權秘書處處理。 

2. 第一階段檢索費用的預算為$31,500，第二階段工作預算 

額度在$50,000 以內。 

 

九、在職進修委員會主委吳俊彥提案：建請於本年度會員大會表揚積

極參與在職進修活動之會員，請討論。 

說明：1. 依據「會員在職進修辦法」第 5 條第 1 款規定：「本公會

應每年公佈參與進修滿十點數以上之專利師姓名及其

點數，並得予以表揚。」 

2. 本公會於本年度舉辦多場課程、演講或活動，會員參與

踴躍，擬請秘書處依「在職進修點數採計標準」統計本

年度各會員在職進修點數，並依「會員在職進修辦法」

於本年度會員大會對積極參與之會員予以表揚。 

決議：通過。 

 

十、下次會議時間，請討論。 

決議：授權秘書處另發函詢問。原則上安排於 2014 年 2 月份的星

期五擇一日下午開會，晚上則由蔣理事長作東宴請全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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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春酒。 

 

丙、臨時動議 

一、理事長蔣大中提案：針對智慧財產局研擬之「專利師法修正草案」，

希望本會能於 11/29前提出修正建議，請討論。 

決議：通過，依全體理監事的討論意見以公文形式回覆智慧財產局。 

 

二、理事、編輯委員會主委周良吉提案：有關第二屆編輯委員會委員

何愛文請辭案，請討論。 

決議：通過。 

 

三、理事、編輯委員會主委周良吉提案：建議於專利師季刊中開闢專

欄詳細報導每年度國際事務委員會及兩岸事務委員會於國內外單

位來訪及參訪活動與大陸兩岸交流參訪活動，並請兩個委員會提

供每次活動照片及撰寫參訪活動之文章，請討論。 

決議：通過。 

 

四、理事長蔣大中報告：公會辦理活動可供運用的經費有限，有賴會

員捐款資助，共襄盛舉。因此特別商請下列事務所同意分別捐款

新台幣五萬元予公會，以贊助公會將舉辦之活動，在此向全體理

監事報告，並再次向捐款贊助的事務所表達感謝之意。 

1. 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2. 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3.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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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  

5. 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6. 萬國法律事務所  

7. 聖島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  

8. 聯合專利商標事務所 

9. 理律法律事務所 

 

丁、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