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第四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2 時 00 分
二、地點：專利師公會會議室
三、主席：廖理事長鉦達

紀錄：陳雅眉

四、出席：理事—廖鉦達、林宗宏、王仁君、周良吉、宿希成、閻啟泰、吳俊彥、
顏錦順、吳爾軒、祁明輝、童啟哲、彭國洋、吳婷婷，共計 13 位。
監事—秦建譜、余宗學、劉育彬、蔡嘉慧，共計 4 位。
五、列席：胡書慈、簡秀如、平謹榕、滕沛倫、林清結、許馨文、黃心薇。
六、請假：理事林發立、理事陳政大、監事王雅萱（視訊）
。
七、主席致詞：(略)
八、報告事項：
（一）會務概況：
1、本會於 109 年 9 月 18 日召開第四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時，會員人數
為 458 人。今日將審核 5 位申請入會、4 位申請出會。(討論提案第一案)
2、訓練課程及對外交流紀要。(附件一)
3、110 年度常年會費繳交情況：應繳 458 人，已繳 417 人，未繳 41 人（統
計至 11 月 19 日）
。
（二）「第一屆全國大專院校專利檢索競賽」
：
1、報名人數共 119 人，計有 24 所學校學生參賽。最後完成報名及繳納保證
金之參賽人數為 85 人，實到人數 78 人。
2、各組前三名為—電子電機組:鄭凱儒、李昆鴻、周怡伶；機械組:林彥果、
葉翼齊、鄭宗彥；化工組:張維迪、彭靖恩、林羿萱；生醫組:程信翰、許芷辰、
黃慈蓉。
3、頒獎典禮於 10 月 23 日假臺灣大學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舉辦，承辦的云
陽媒體結案報告，如附件二。
4、另外，秘書長於 11 月 5 日接受 Podcast 專訪介紹專利師職業，訂於 11 月
26 日上架播出。
（三）1.本會於 9 月 2 日與智慧財產局研商「商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商標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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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部分條文)暨商標代理人登錄及管理辦法草案」
，提出建言。智慧局已放寬
稅務認定標準及執業年限改為 3 年之限制。
2.本會於 9 月 28 日與智慧財產局研商專利師法修法議題，會議記錄，如附件
三。
（四）今年報名專利師考試人數為 505 人，錄取人數 56 人。預計 12 月下旬開始
報名，明年 2 月 19 日開訓。
（五）本會採購致贈外賓禮品-印有公會 logo 的發光萬用插頭
（含 3 個 USB 插座）
300 個，以資備用。
（六）本會將於 11/30 前，向資策會申請舉辦，有關公司智財治理培訓課程，預定
明年 2 月開班。
（七）本會已於 9 月 23 日核可為無形資產評價訓練機構，為期 3 年（至 112 年 9
月 22 日）
，預定明年五月開班。
（八）內政部 109 年度全國性工商業暨自由職業團體評比去年績效，本會取得團
體績效獎甲等，名次 43，本會將繼續努力爭取優等名次。
（九）美國實務委員會電子報，預計每季出刊一次，發表委員會在文章上具名，規
劃架構，如附件四。
九、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由：會員入、出會案。
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
（一）申請入會：黃栢山、蔡佳叡、陳柔潔、董詩凡、胡家榮專利師等 5 人。
（二）申請出會：樓穎智、陳莞青、徐宏昇、康偉言(12/31)專利師等 4 人。
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二案
案由：各實務委員會之委員異動案。
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新增申請加入及退出第四屆各實務
委員會委員之會員名單，如附件五，請討論。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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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109 年度 1-10 月收支預算對照表
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本會 109 年度 1-10 月收支預算對
照表，如附件六，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四案
案由：本會會務工作人員年終考核及年終獎金案。
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 有關今年會務工作人員年終考核
及年終獎金，發放時間及額度，建議比照往例，授權理事長及秘書長考核處
理，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五案
案由：110 年度各委員會暨秘書處工作計劃及 110 年度收支預算表。
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
（一）有關 110 年各委員會暨秘書處工作計劃及預算表，業於 9 月 28 日經常理常
監為初審會議，調整各委員會預算後，如附件七、七之一、八。
（二）事後有二個委員會提案：1.編輯委員會提案希望維持出版生物醫藥專刊，而
非收集歷年相關文章(如附件九)、2.無形資產評價委員會提出預算時未列場
地費，補增場地費用預算 1 萬元(如附件十)。請討論。
決議：110 年度各委員會暨秘書處工作計劃及 110 年度收支預算表，依常理常監初
審會議決議調整後內容通過。至於編輯委員會及無形資產評價委員會提議內
容，請該委員會明年屆時再提案以追加預算之方式，再行提出。

第六案
案由：表揚在職進修活動績優會員。
說明：在職進修委員會楊主任委員文嘉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本年度會員大會
表揚積極參與在職進修活動之會員，名冊及時數（採計至 11 月 16 日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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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七案
案由：審定本會會員名冊。
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
依據「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 4 條規定，人民團體應建立會員會籍
資料，隨時辦理異動登記，並由理事會於召開會員大會十五日前審定會員資
格，造具名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如附件十二，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八案
案由：追認「第一屆全國大專院校專利檢索比賽頒獎典禮暨記者會」經費。
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本次頒獎典禮暨記者會委由云陽媒
體公司承辦，已於 10 月 23 日舉辦，報價單及當日議程，如附件十三。
決議：通過。

第九案
案由：本會明年度是否繼續委任勤敏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辦理相關業務。
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
（一）本會今年度委任勤敏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辦理相關業務，委任費用為 60,000
元。
（二）該所明年度的報價單金額為 60,000 元，如附件十四。明年是否繼續委任該
所辦理 110 年度稅務簽證、各類所得扣繳申報、營所稅、營業稅申報等業
務，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十案
案由：本會明年度是否繼續委任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公會官網之網頁
託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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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本會今年度委任展昭國際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辦理公會官網之網頁託管服務，委任費用為 39,375 元。茲提供 110
年度網頁續託管委任書，金額維持為 39,375 元，如附件十五（含 SSL 安全憑
證）。明年是否繼續委任，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十一案
案由：章程第 28 條、第 31 條修正案。
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
（一）依第四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第四案會議決議，因應法人登記，修改章
程第 28、31 條，重新調整文字內容，另外，增訂第 8 條第 6 款有關退會事
由，請再洽詢內政部，是否妥適。
（二）本件經洽內政部有關遲延繳納會費逾十二個月，經停權仍不履行者，提經理
事會決議，令其退會，列為退會事由，因有違反人民團體法之疑慮，故此款
不予新增。
（三）其他有關章程第 28 條、第 31 條之文字，業依決議調整修正，如附件十六。
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十二案
案由：智慧財產法院實務委員會擬與台北律師公會專利法委員會合辦進修課程。
說明：智慧財產法院實務委員會馮主任委員達發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為與台
北律師公會業務交流，擬與該會專利法委員會合辦進修課程，在經費上可節
省經費，也能增加課程參加人數，增進課程效益，如附件十七，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十三案
案由：研議本會專題演講課程扣繳保證金之標準。
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依 107 年 6 月 22 日第三屆第 12 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如附件十八）
，取消活動報名需於活動開始日前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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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取消作業，才能免扣除保證金。考量會員有時會有緊急事務因故無法上
課，提議放寬只要於上課前通知秘書處，即可不扣保證金，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1. 經理事投票表決：維持原案 6 票、放寬規定 7 票。
2. 改為最晚應於活動開始「前一日」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秘書處，始免
扣除保證金。

第十四案
案由：聘任會務工作人員吳施昱小姐擔任本公會助理幹事案。
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本會會務工作人員陳雅眉將於今年
12 月 2 日離職，因承辦會務所需，擬聘任吳施昱小姐擔任本公會助理幹事，
訂於 12 月 1 日到職，茲依據本會章程第 23 條「會務工作人員之聘任應經
理事會通過」規定，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十五案
案由：第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及晚宴議程。
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本會第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及晚宴，
預定 12 月 11 日假彭園會館舉行，議程如附件十九，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十六案
案由：會員大會議程中「章程修正案」及「購置會館計畫」二議案之案由主旨事先
向會員公開。
說明：吳理事爾軒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為使會員能事先了解「章程修正案」
及「購置會館計畫」議案之內容，建議在公會網站公告及以信件轉發會員大
會議程時，呈現該議案之案由主旨，如附件二十，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十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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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下次開會時間，提請討論。
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明年度開會日為 110 年 2 月 25 日、
5 月 21 日、8 月 20 日、11 月 19 日，除 110 年 2 月 25 日為下午 3 點開始
外，其餘皆為下午 2 點開始。
決議：通過。
十、臨時動議：
王仁君理事提議：司法院召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暨相關法規」討論之議
題與專利師執業有相當關係，建議本會應對修法內容提出意見。
決議：成立工作小組，由王仁君理事擔任召集人，研商修法意見，提交給司
法院。
十一、散會。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