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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第二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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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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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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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文慈、秦建譜、周良吉、何秋遠 

請    假：鍾文岳理事      

應    到：20 位                     實    到：19 位 

列    席：林景郁秘書長、張哲倫副秘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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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常務監事報告： 

參、 列席機關代表致詞： 

肆、 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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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專案小組對帳務問題之調查覆核 (附件 1-1、附件 1-2) 

伍、 會務工作報告： 

一、 本會目前會員人數 247 人。 

二、 103.9.5 上午九時三十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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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場次，本會由蔣大中理事

長、廖鉦達常務理事、秦建譜監事、發明實務委員會程凱芸主委、

張容綺專利師、馮達發專利師等 6 位報名參加。 

三、 103.9.10 下午六時三十分於研訓中心 1103 會議室，舉辦在職進修系

列講座第二場次，講題為：「從美國設計專利審查實務中探討可運用

的申請策略」，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科長魏鴻麟擔任主講人。 

四、 103.9.23 下午六時三十分於研訓中心 1103 會議室，舉辦商標實務系

列講座第二場次，講題為：「商標使用問題之解析」，由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商標權組副組長劉蓁蓁擔任主講人。 

五、 103.9.29 上午九時三十分於智慧財產局 19 樓會議室召開「專利法施

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與專利規費收費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公聽會，由王美花局長親自主持，本會由發明實務委員會程凱芸主

委代表出席。 

六、 103.10.6 本會兩岸事務委員會於下午三時假研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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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組成立茶會」，當天共有四十人出席參與本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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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03.10.14~15 上午假臺大法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由全國工業總會

主辦「2014 年第七屆兩岸專利論壇」，邀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何志

敏副局長率團來台參訪，本會由秦建譜監事代表擔任第二場主講人、

兩岸事務委員會林發立主委代表擔任第三場主持人、吳冠賜副理事

長代表擔任第五場主講人。 

八、 103.10.15 兩岸專利論壇閉幕後，本會於中午十二時十五分假鼎泰豐

台北 101 店設宴款待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何志敏副局長等一行共 31

人，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廖鉦達常務理事暨兩岸事務委員會顧問、

林宗宏理事、黃瑞賢理事、蔡坤旺理事暨兩岸事務委員會顧問、宿

希成常務監事、秦建譜監事、兩岸事務委員會林發立主委、林景郁

秘書長暨兩岸事務委員會副主委、陳莞青專利師、彭國洋專利師、

謝祖松專利師出席接待。 

九、 103.10.18 上午八時本會假台北美侖大飯店 2 樓會議室，與大陸國家

知識產權局何志敏副局長、國知局國際合作司吳凱司長、中華全國

專利代理人協會楊梧會長、徐媛媛秘書長、國知局審查業務管理部

湯志明副部長、國知局專利復審委員會王霄蕙副主任、以及國知局

國際合作司楊磊主任科員進行「早餐交流會」，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

洪武雄常務理事、廖鉦達常務理事暨兩岸事務委員會顧問、祁明輝

理事、秦建譜監事、兩岸事務委員會林發立主委、林景郁秘書長暨

兩岸事務委員會副主委、謝祖松專利師、陳莞青專利師出席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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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03.10.23 司法院資訊管理處於下午二時三十分假法官學院舉辦司法

院智慧財產及稅務行政訟訴事件上起訴系統使用者實機教育訓練，

本會由發明實務委員會程凱芸主委代表出席。 

十一、 103.10.24 智慧財產培訓學院（TIPA）舉辦「2014 專利侵害損害

賠償制度之落實」國際研討會，會中邀請美國以及德國講座來臺，

講授該國專利侵權損害賠償實務及案例介紹與分析，本會應主辦

單位邀請由蔣大中理事長代表出席研討會晚宴。 

十二、 103.10.25 專利師季刊第十九期出刊。 

十三、 103.10.31 下午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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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場次，講題為「TPP 談判

下之專利連結制度及其對我國醫藥專利訴訟實務之影響」，本會

由蔣理事長、廖鉦達常務理事、何秋遠監事、陳翊芬專利師、王

仲專利師和林景郁秘書長等 6 位報名參加。 

十四、 103.11.11 中午十二時與英國專利師公會(CIPA) 於馬來西亞檳城

APAA 2014年會期間，假Tiffins Restaurant由本會作東舉行餐會，

藉以延續兩會數年來的情誼，本會由閻啟泰理事暨國際事務委員

會主委、祁明輝理事、黃瑞賢理事暨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委、王

仁君理事、宿希成常務監事、林景郁秘書長、張哲倫副秘書長、

涂綺玲副秘書長、陳翠華專利師、王淑靜專利師、陳群顯專利師、

歐姿漣專利師、賴正建專利師、陳昭明專利師、楊雯芳專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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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宏昇專利師、何愛文專利師代表出席。 

十五、 103.11.13 下午一時三十分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舉辦「專利申請

與訴訟實務之國際交流座談會」，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鍾文岳

理事、周良吉監事、林景郁秘書長、張哲倫副秘書長、涂綺玲副

秘書長代表出席。會後由理事長個人假福華江南春宴請智慧局王

局長、專利一組廖組長、聯發科許法務長、宏達電楊法務長、台

大謝院長及德、日、美等各國學者專家等共 18 人。 

十六、 103.11.13 下午六時三十分於工總九樓第一會議室，舉辦在職進修

系列講座第三場次，講題為：「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修正重點」，由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科長張仁平擔任主講人。 

十七、 103.11.14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上午九時於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舉辦｢營業秘密保護及訴訟程序之國際研討會｣，本會

由蔣大中理事長代表擔任第一場與談人及第二場主持人，並由鍾

文岳理事代表擔任第二場與談人、張哲倫副秘書長代表擔任第三

場與談人。 

十八、 103.11.25 下午六時三十分於研訓中心 1103 會議室，舉辦在職進

修系列講座第四場次，講題為：「設計專利侵權分析相關議題」，

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高級審查官兼科長顏吉承擔任主講

人。 

十九、 103.11.27 下午六時假台北醫學大學教學大樓 2 樓 2204 教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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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及台北醫學大學學務處生

涯發展與就業服務組共同舉辦｢專利師/智財專業人員生涯規劃講

座｣，本會推薦廖鉦達常務理事擔任主講人。 

二十、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相關活動工作進度： 

(1)、會議日期：102 年 1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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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One 明達館 

      (台北市基隆路三段 長興街口 台大校園內) 

(4)、會員大會系列活動： 

   2014 臺灣專利法制之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附件 2-1) 

二十一、 各委員會暨小組會議及報告事項： 

1. 103.9.11 中午十二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監事會專案小組第一

次會議。 

2. 103.10.8 中午十二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監事會專案小組第二

次會議。 

3. 103.10.14晚上六時三十分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監事會專案小組

第三次會議。 

4. 103.10.23中午十二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監事會專案小組第四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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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3.10.29中午十二時十五分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第二屆在職進

修委員會會議。 

6. 103.10.29中午十三時三十分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第二屆第一次

倫理紀律委員會會議。 

7. 103.11.4 中午十二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第二屆第八次編輯委

員會會議。 

8. 兩岸事務委員會報告：10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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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茶會」經費 3

萬元，合計支出總金額 19,983 元 (附件 2-2)。 

 

乙、討論事項 

一、 新申請入會案： 

專利師李珩、鄭明哲、胡冠彣申請入會案，請審核。 

決議：通過。 

 

二、 秘書長林景郁提議，理事長蔣大中交議：會員申請退會時，若有相關違反

倫理紀律案件正由倫理紀律委員會調查中，本會是否仍得續行調查及決議，

請討論（附件 3）。 

決議：1. 會員退會應經理事會決議通過後方生效。 

2. 若有倫理紀律案件調查中應暫時不予退會，待案件調查完畢並做

成決議後方得視情形再討論其退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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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事長蔣大中提案：專利師申訴案 103 專紀字第 001 號之處理，請討論。 

說明： 

1. 申訴人於 103 年 7 月 15 日向本會提出投訴函，指本會專利師為其在智

慧財產局的發明專利申請案之代理人，因誤植提出再審查之期限，致

使該申請案因已逾法定期限而不為智慧財產局受理。 

2. 本會於收到上述投訴函後，依本會章程第 47 條及倫理紀律委員會組織

辦法第 4 條規定，交由委員會輪派理事組成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並

於 11 月 27 日做成調查報告（附件 4） 

3. 被申訴人之行為應有涉及專利師法第 11 條之疏忽，致委任人受損害之

事由；並有違本會執業倫理規範第 11 條前半段之規定，未依法令及正

當程序維護委任人之合法權益。建議依據本會執業倫理規範第 29 條第

3 款之規定，予以告誡處置。 

決議：通過，以本會具名做成決定書發給申訴人及被申訴人。 

 

四、 退會案： 

專利師陶霖、潘昭仙、林欣蓉、王至勤退會案，請審核。 

決議：通過。  

 

五、 秘書長林景郁提議，理事長蔣大中交議：104 年度各委員會工作計劃（附

件 5-1）、104 年度預算案等（附件 5-2），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請發明實務委員會及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各新增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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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作為本會在職進修活動，並請發明、設計實務委員會修正會議預算。 

 

六、 副秘書長張哲倫提議，理事長蔣大中交議：本會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活

動程序表（附件 6），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七、 秘書長林景郁提議，理事長蔣大中交議：併同本會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一起舉辦的研討會，智慧局已承諾贊助 15 萬元，經與台大協商，考慮由

本會贊助 5 萬元，請討論。 

決議：通過。 

 

八、 秘書長林景郁提議，理事長蔣大中交議：103 年度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會員贈品—悠遊卡之設計圖樣（附件 7），請討論。 

決議：投票表決提案 D 通過，授權秘書處委託廠商開版製作。  

 

九、 秘書長林景郁提議，理事長蔣大中交議：本會對於考選部來函詢問有關專

利師考試制度意見調查表（附件 8）的回覆，請討論。 

說明：考選部於 11 月 21 日來函，請本會就「A、應考資格」、「B、應試科

目及試題題型」、「C、及格方式」三部分，提供相關意見及理由。 

決議：先徵詢全體會員意見，秘書處彙整後呈報全體理監事參考及表示意

見，以理監事過半數之意見為本會意見回覆考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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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兩岸事務委員會主委林發立提案：擬於 2015 年 4 月與中國北京清華大學

共同主協辦｢兩岸智財論壇｣，所需經費新台幣 2 萬元，請討論。 

說明： 

1. 本會曾與中國北京清華大學於2012年首度在台北合辦兩岸智財論壇，

反應良好，2015 年擬再度與中國北京清華大學在北京共同主協辦｢兩

岸智財論壇｣，由本會代表 2~3 人前往出席(餐旅自費)。 

2. 所需經費用於禮品(五仟元)、餐飲(七仟元)、雜支(八仟元)之必要花費，

共計新台幣 2 萬元。 

決議：通過。 

 

十一、 秘書長林景郁提議，理事長蔣大中交議：本會會員羅偉仁欠繳 100 至 103

年會費，依本會章程第 39 條提請理事會決議將對羅專利師進行警告處

分；並同意若羅專利師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時仍未繳齊欠費，可直接對

羅專利師進行停權處分，請討論。 

說明： 

1. 羅專利師欠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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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會 103 年 6 月 27 日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聯

席會議決議，秘書處於 10 月 30 日以雙掛號發函羅專利師再次催繳

會費並進行勸告處分後，至今仍未收到羅專利師之回覆，故提請理

事會決議對羅專利師進行警告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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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羅專利師欠繳常年會費多年，且經數次催繳未果，擬請理事會

同意若羅專利師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時仍未繳齊欠費，可直接對羅

專利師進行停權處分。 

決議：修正後通過，提早至 103 年 12 月 25 日前仍未繳齊欠費，可直接

對羅專利師進行停權處分。 

 

十二、 秘書長林景郁提議，理事長蔣大中交議：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李苑綺小姐

自 103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3 日、自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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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提前結束試用期，自 12

月 1 日起正式雇用李苑綺小姐擔任本會會務工作人員，請討論。 

決議：通過。 

 

十三、 下次會議日期時間，請討論。 

決議：104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中午 12:00。 

 

丙、臨時動議 

一、 監事會專案小組提議：帳務問題調查覆核結果之後續處置方案，請討論。 

決議：1.請秘書處依據調查覆核結果調整帳目，就當事人應返還本會部分

作成本會應收帳款。 

2.請監事會專案小組與當事人聯繫擬定清償計畫，並於下次理監事

會議回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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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宿希成常務監事針對帳務問題及其調查覆核結果於年底會員大

會向全體會員說明。 

 

二、 監事會專案小組提議：建議自明年起，以每年柒萬伍仟元整委託外部會計

師負責查帳及報稅事宜，請討論。 

決議：明年度暫不委託。 

 

三、 監事會專案小組提議：建議自明年起，在職進修委員會辦理訓練課程時，

不再對於會員收取報名費 500 元（但維持對非會員收報名費 1,000 元的作

法），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因考量會員報名後之出席率，請會員先存入一次性保

證金 500 元，除非報名後未出席簽到者需扣除保證金，否則每次報名將不

再收取費用；非會員則維持原本收取 1,000 元報名費的方式。 

 

四、 監事暨在職進修委員會副主委秦建譜提議：依「會員在職進修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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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依循往例辦理。 

 

五、 王仁君理事提議：建議修改本會章程第 8 條有關會員退會程序，明確規範

需經理事會同意方完成退會程序，以茲明確，請討論。 

決議：通過，修訂內容由秘書處寄予全體理監事表示意見後提交第二屆第

三次會員大會討論。 



13 

六、 林景郁秘書長提議：建議修改本會章程第 39條有關會員欠繳會費之處理，

增訂停權後仍不繳齊欠費者可令其退會之規定，請討論。 

決議：通過，修訂內容由秘書處寄予全體理監事表示意見後提交第二屆第

三次會員大會討論。 

 

丁、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