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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第二屆第十四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4年 11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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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苑綺、林采萱 

出席理事：蔣大中、吳冠賜、洪武雄、廖鉦達、林宗宏、祁明輝、黃瑞賢、 

廖和信、王仁君、閻啟泰、白大尹、蔡坤旺、黃章典 

出席監事：宿希成、秦建譜、周良吉 

請    假：陳和貴常務理事、鍾文岳理事、廖文慈監事、何秋遠監事 

應    到：20位                     實    到：16位 

列    席：林景郁秘書長、張哲倫副秘書長、涂綺玲副秘書長、簡敏秋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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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會務工作報告 

一、 本會目前會員人數 286人(有效會員人數 285人，停權人數 1人)。 



2 

二、 104.10.2下午二時於公會會議室由秘書處與本會委任會計師召開 101

至 103年度會計查核報告會議。 

三、 104.10.15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電子報第 004期發行。 

四、 104.10.16 上午九時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主辦，本會

與智慧財產法院、台灣法學會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共同

協辦「2015智慧財產權理論與實務國際研討會」，本會由蔣大中理事

長擔任第一場專題演講之主持人、秦建譜監事擔任論文發表 Section 

A第一場之與談人。 

五、 104.10.21 下午二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召開「專利師及專利代理人在

職進修辦法」草案公聽會(附件 1)，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林景郁秘

書長、涂綺玲副秘書長代表出席。 

六、 104.10.23 上午九時二十分智慧財產法院舉辦「顯示器玻璃面板產業

相關技術之發展、現況及未來」研討會，由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擔任主講人，本會由秦建譜監事報名參加。 

七、 104.10.25專利師季刊第二十三期出刊。 

八、 104.10.26 上午十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第二屆第一次監事會議，邀請

本會委任會計師就 103年度查核報告書暨建議函事宜進行會談。 

九、 104.10.26下午三時四十五分假研訓中心 1108會議室，接待山東省知

識產權系列專題交流參訪團，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黃瑞賢理事、

兩岸事務委員會林發立主委、陳莞青委員、簡秀如委員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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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04.10.30上午十時十五分假研訓中心 1108會議室，接待北京市知識

產權交流參訪團，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林宗宏理事、黃瑞賢理事、

兩岸事務委員會林發立主委、陳莞青委員代表出席。 

十一、 104.11.4 下午六時三十分於研訓中心 1103 會議室，舉辦商標實務系

列講座第三場次，講題為：「商標近期實務案例見解分享」，由智慧

財產法院彭洪英法官擔任主講人。 

十二、 104.11.6下午二時三十分考選部召開「研商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專利師考試制度相關事宜」第 3 次會議，本會由蔣大中理

事長與涂綺玲副秘書長代表出席。(附件 2) 

十三、 104.11.11下午二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召開「設計專利實體審查基準」

修正草案公聽會，本會由鍾文岳理事暨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副主委

代表出席。 

十四、 104.11.13下午二時三十分時假研訓中心 1103會議室，舉辦「中華民

國專利師公會兩岸事務委員會台籍大陸專利代理人服務組 2015年秋

季聯誼茶會」，當天共有 41人出席參與本次活動。 

十五、 104.11.15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電子報第 005期發行。 

十六、 104.11.17本會與英國專利師公會(CIPA)於日本沖繩 APAA 2015年會

期間進行午宴會餐，藉以延續兩會數年來的情誼。本次會餐係由CIPA

宴請招待，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閻啟泰理事暨國際事務委員會主

委、祁明輝理事、王仁君理事、宿希成常務監事、林景郁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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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綺玲副秘書長、歐姿漣專利師、王淑靜專利師、李協書專利師、

陳啟桐專利師、楊雯芳專利師、陳群顯專利師代表出席。 

十七、 本會委託勤敏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辦理 104 年度稅務簽證及各類所得

扣繳申報，並簽署委任合約如附件 3。 

十八、 各委員會暨小組會議及報告事項： 

1. 104.10.8 中午十二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第二屆

第五次會議。 

2. 104.11.10 中午十二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編輯委員會第二屆第十

二次會議。 

3. 兩岸事務委員會報告：104.11.13 舉辦「台籍大陸專利代理人服

務組 2015年秋季聯誼茶會」，合計支出總金額 12,270元整(附件

4)。 

 

乙、 討論事項 

一、 新申請入會案： 

專利師黃雅君、鄭志玲、馮雅琪、劉季儒、姚柔安、簡弘熙、陳宗億、

李政霖、高銘良、邱青松、張雅雯等 11人申請入會案，請審核。 

決議：通過。 

 

二、 申請退會案： 

專利師許郁莉、廖泰榮、鍾宜縈、徐志翔等 4人申請退會案，請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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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通過。 

2. 修改退會申請表格，請申請退會之會員填具退會原因。 

 

三、 秘書長林景郁提議、蔣大中理事長交議：本會委任會計師出具 103年度

查核報告書(附件 5-1)及 103 年度查核報告書暨建議函(附件 5-2)，請討

論。 

說明：104.10.26第二屆第一次監事會會議決議，依據本會委任會計師建

議調整前期損益(附件 5-3)。 

決議： 

1. 通過。 

2. 會務發展基金設立專戶乙案移交下屆理監事會議討論。 

 

四、 秘書長林景郁提議、蔣大中理事長交議：提請報廢財產編號 99030001

電腦及週邊設備，請討論。 

說明：依據第二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本會已委託水文資訊

有限公司進行主機代管，且 99年 3月採購之電腦及週邊設備已因毀損

或老舊而不堪使用，擬依據本會財產暨物品管理手冊之規定提請報廢並

據以編列 104年度財產目錄(附件 6-1)及財產目錄修正對照表(附件

6-2)。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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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秘書長林景郁提議、蔣大中理事長交議：提請報廢物品編號 0006.10112 

HP Officejet 5600 Series 印表機及物品編號 0007.10112 LEXMARK雷射

印表機，請討論。 

說明：茲因上述印表機皆已因毀損或老舊而不堪使用，擬依據本會財產

暨物品管理手冊之規定提請報廢並據以修正物品清冊(附件 7)。 

決議：通過。 

 

六、 副秘書長張哲倫提議、蔣大中理事長交議：擬請同意申請追加費用支付

本會電子報稿酬，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第二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自 104.7.1 起委託元照

出版公司辦理本會電子報發刊事宜，截至目前為止已發行 5期電子

報。 

2. 為鼓勵各專欄投稿者提供專論文章，擬參考本會專利師季刊徵稿簡

則以每字 1.2 元計算稿酬，且每期電子報每篇專論稿酬上限為

10,000元整。 

3. 依據上述說明，擬申請追加 31,748 元費用支付本(104)年度作者稿

費(附件 8)。 

決議：通過，本年度稿費之追加支付從 104年度預算書之預備金撥款辦

理而不須更改預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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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秘書長林景郁提議、理事長蔣大中交議：本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

程表(附件 9-1)、104年度專利師入會、出會、停權(附件 9-2)、103年度

收支決算表(附件 9-3)、103年度現金出納表(附件 9-4)、103年度資產負

債表(附件 9-5)、103年度基金收支表(附件 9-6)、104年度收支預算對照

表(附件 9-7)，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表的監事會報告增修三

項議題：(1)監事會專案小組對帳務問題調查之後續報告、(2) 2015

專利法制研討會收支決算書、(3)一○四年度收支預算對照表。 

 

八、 秘書長林景郁提議、理事長蔣大中交議：105 年度各委員會暨秘書處工

作計劃(附件 10-1)及 105年度收支預算表(附件 10-2)，請討論。 

決議：通過。 

 

九、 秘書長林景郁提議、理事長蔣大中交議：有關第三屆理、監事之選舉，

依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5條之規定，應由理事會在會員大會召開

十五日前，審定會員資格，造具名冊(附件 11)，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請

討論。 

決議：通過，會後名冊如有異動，將訂於本(104)年 12 月 2 日召開理事

會重新審定會員資格，造具名冊。 

 

十、 秘書長林景郁提議、蔣大中理事長交議：依據第二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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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會議決議，委託水文資訊有限公司改善官網會員專區之功能設計，請

討論。 

決議：授權秘書處辦理官網會員專區功能設計之後續改善事宜。 

 

十一、 副秘書長張哲倫提議、蔣大中理事長交議：有關委託元照協助辦理本

會舉辦之專題演講及研討會報名系統及宣傳乙案，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第二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委託元照協助辦理

104.7.1~104.12.31(半年期間)本會舉辦之專題演講及研討會報名

系統及宣傳，並依據合作狀況評估是否繼續委託元照協助辦理。 

2. 與元照合作狀況評估報告如附件 12。 

決議：委託合約期間至本(104)年 12月 31日止，故本案移交下屆理監

事會議評估明年度是否繼續委託辦理。 

 

十二、 秘書長林景郁提議、蔣大中理事長交議：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於

104年 11月 11日來函（附件 13），請討論。 

決議：由蔣大中理事長代表本會出席，表明本會不提出告訴。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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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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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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進修上課的總

點數為41點，會員參與踴躍有多位會員的進修點數達10點以上，

擬依據「會員在職進修辦法」公布今年參與進修滿 10點(含)以上

之會員姓名及其點數，於本年度會員大會對積極參與之會員予以

表揚。（附件 14） 

3. 建請參酌去年度獎勵方案，取當年度總上課點數的一半為基準，

今年總上課點數的一半為 20.5 點，依前述說明進修點數達 21 點

(含)以上之會員，於本年度會員大會頒發每人 7-11 伍佰元商品卡

乙份。 

決議：通過。 

 

十四、 秘書長林景郁提議、蔣大中理事長交議：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林采萱小

姐自 104年 8月 3日至今的試用期中，認真積極處理承辦業務，使本

會會務得以順利進行，將自 12 月 1 日起結束試用期，正式雇用林采

萱小姐擔任本會會務工作人員，請討論。 

說明：依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第 8條規定辦理。 

決議：通過。 

 

十五、 秘書長林景郁提議、蔣大中理事長交議：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李苑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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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於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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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建議給予優等考評，請討論。 

說明：依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第 19-23條規定辦理。 

決議：通過。 

 

十六、 秘書長林景郁提議、蔣大中理事長交議：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李苑綺小

姐調薪案，請討論。 

說明：依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第 13條規定辦理。 

決議：通過。 

 

十七、 下次會議日期時間，請討論。 

決議：104年 12月 2日星期三中午 12:00。 

 

丙、臨時動議 

一、 秘書長林景郁提議、蔣大中理事長交議：有關亞太電信行動電話費乙案，

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第二屆第 1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臨時動議決議，請秘書處依據亞

太電信行動電話費之調查結果發函詢問當事人並要求返還亞太電信

行動電話費和解約金。 

2. 茲因本會已多次電郵詢問當事人，且要求返還亞太電信行動電話費



11 

和解約金，皆未收到當事人回覆。 

決議：將亞太電信行動電話費和解約金共計 55,965 元整，列入本(104)

年度應收帳款。 

 

丁、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