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第四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110 年 2 月 25 日下午 15 時
二、地點：專利師公會會議室
三、主席：廖理事長鉦達

紀錄：許馨文

四、出席：理事—廖鉦達、林宗宏、王仁君、周良吉、宿希成、林發立、閻啟泰、
吳俊彥、顏錦順、吳爾軒、祁明輝、彭國洋、吳婷婷、陳政大，共計 14 位。
監事—秦建譜、劉育彬、蔡嘉慧、王雅萱、余宗學，共計 5 位。
五、列席：胡書慈、簡秀如、平謹榕、林清結、許馨文、黃心薇、吳施昱。
六、請假：童啟哲理事
七、主席致詞：
（略）
八、報告事項：
（一） 為關懷會員身體健康，提醒會員定期檢查、了解自己身體狀況，今年與北、
中、南三區醫院續簽健康檢查特約，提供會員優惠健檢方案，相關資料將會
於公會官網公告。特約健檢中心名單如下：
區域

醫院

健檢優惠內容（均為 110 年度方案）

北部

萬芳醫院

如附件 1，分為四種方案

長庚醫院桃園院區

如附件 2，分為三種方案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如附件 3，分為四種方案

澄清醫院柏忕健康管理中心

如附件 4，分為十二種方案。

義大醫院大昌院區

如附件 5，享九折專案價。

中部

南部

（二） 本會目前財務情況：資產負債表（附件 6）及收支決算表（附件 7），帳務
統計至 110/2/8 止。
（三）購置會館募款進度如附件 8
（四）會務概況：
1、本會於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1 日召開第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時，會員人
數為 459 人。今日將審核 5 位申請入會、5 位申請出會。(討論提案第一案)
2、110 年度會費繳費應繳人數為 462 人，已繳 453 人，尚有 9 人未繳(5 人為
本次申請退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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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人登記進度：目前法院核准函已下來，待定存約滿後(3/5)將原乙存定存
500 萬轉至購置會館基金專戶，其專戶為第一銀行帳戶，目前已正式更名
完成，待取得存款證明後，即可至法院領取法人登記證書。
4、訓練課程及對外交流紀要。(附件 9)
（五） 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主辦並由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科技、倫理與法律研
究中心、元照出版公司、月旦講座協辦之「2021 年設計專利實務研討會」，
已於 1/22 在台大霖澤館圓滿舉辦落幕，活動參加人數為 128 人，所有的影
音檔案及講義皆已於本會官網公開。
（六） 由企業智權管理實務委員會籌畫，向 TIPS 申請之公司治理之智財法遵培訓
課程，已於 1/20 由廖鉦達理事長及黃崧洺主委代表公會出席說明，並經實
質審查通過，實際開設課程日期定於 4/16（五）
、4/17(六)兩日，上課地點為
工總 9 樓第一會議室，課程收費每人 NT$6,000 元。
（七） 110 年度專利師職前訓練報名人數共 56 名，於 2/19 在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開訓，按計劃表分周逐期開課。今年由於增加訓練時數 9 小時，及疫情因
故，租借大教室，採梅花座方式，所以場地費用預算增加，感謝秦常監建譜
出面幫忙協調北科大減價後，目前初估總經費仍會超支 14 萬左右，擬不足
之經費將由秘書處國際研討會預算支應。
（八） 本會已於 2 月 4 日正式將本會對於智慧局預告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意見統
整，正式發函給司法院、經濟部、智慧局參考。
（九） 依據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決議，會員大會致贈出席會員贈品，規
定每年 3 月 31 日前未領者視同放棄，由秘書處全權處理，包括以公會名義
部分捐助弱勢團體，或是作為活動贈品等。截至 2021 年 2 月 17 日止，會
員贈品尚有 132 位未領，在職獎勵尚有 22 位未領。
（十）

美國實務委員會積極推動美國專利 Content 電子報第一期已正式出刊，將
定期以郵件的方式發給全體會員，並同步更新於公會官網，惟判決摘要作
為會員福祉，限定為會員方可下載瀏覽。

九、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由：會員入、出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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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
（一）申請入會：郭博仁、陳彥彤、管妍婷、劉家豪、陳志銘專利師等 5 人。
（二）申請出會：陳聰浩、賀華谷、李金興、黃亭穎、李承曄專利師等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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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請加入第四屆各實務委員會
委員之會員名單如附件 10，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三案
案由：有關尚未繳納 110 年度常年會費之本會會員之處分，請討論。
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
(一) 依據本會「常年會費開徵及催收作業時間、流程及執行準則」第四點之第三次
函催規定如下：
時間：每年 1 月中，平信或電子郵件寄送，於當年度 4 月 1 日前未繳納即屬遲
延繳納 3 個月。
效果：提理事會決議勸告。
(二) 110 年度常年會費已於今(110)年 1 月 15 日進行第一次函催，至今尚有 4 位會
員 (董詩凡專利師、林柳岑專利師、簡靖峰專利師、郭炫宏專利師)尚未繳納，
擬依據上述規定，如於本(110)年 4 月 1 日前仍未繳納即屬遲延繳納 3 個月，
提請理事會決議進行勸告處分。
決議：通過

第四案
案由：今年專利師節活動規劃，請討論。
說明：(一)今年擬於 4 月 26 日(一)上午舉辦 2021 專利師節記者會，並邀請賴副
總統清德、經濟部王美花部長、工業局呂正華局長、智慧局洪淑敏局
長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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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今年專利師活動擬由云陽承辦，WIPO day 主題為 IP & SMEs: Taking
your ideas to market，本次推廣主題為「公司治理智財管理」
，並於
記者會當日舉辦小型研討會，擬邀請國外(日本) HONDA 前智財長久慈
直登、國內企業資深主管主管探討公司治理之智財管理創新應用等，
以達到廣宣目的。
決議：有關企業智權問卷：授權秘書處再與工總洽談合作費用，其條件：預算 2 萬、
收回有效問卷 500 份；如對於問卷題目有建議者，請於 3/3(三)提出。

第五案
案由：
「療癒手作工藝社」於 109 年 12 月 16 日提出申請，依據「社團設置及補助
要點」第三條，提請本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申請書如附件 12，
請討論。
說明：許專利師文馨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許專利師擔任「療癒手作工藝社」
發起人，社團活動將不定期舉辦各項手作課程，如香氛、花藝、皮件、金工、
木工、繪畫課程等，藉此陶冶社員性情、療癒身心並促進社員之間之交流，
目前參加社員共 11 人。
決議：通過

第六案
案由：2021 年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理監事選舉場地
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今年大會因應選舉，經場勘後擬定
於王朝大酒店，報價單如附件 13。
決議：通過

第七案
案由：第四屆第 1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及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開會日期異動
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原訂 12/10(五)舉行會員大會，因
該天場地已被預定，故會員大會日期提前至 12/3(五)舉行，第四屆第 13 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順應提前至 11/12(五)舉行。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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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
案由：有關動支會務發展基金乙案
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經第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通過，原
台灣企銀乙存的 500 萬定存作為購置會館基金一部份，預定 3/5 將該筆定存
轉至購置會館基金專戶(一銀)，轉入後，台灣企銀的現金約剩 660 萬左右，
正常該筆現金要使用到今年底，如下半年度疫情緩和，各大活動皆如實進行，
有可能未等十月開徵常年會費，現金流部分恐有不敷支出之虞，屆時如有不
敷支出，擬先行使用會務發展基金，待常年會費開徵後，補回動支金額。
決議：目前為假設性情況，待實際有這種情況發生後，再召開理事會進行討論。

第九案
案由：擬正式聘任會務工作人員吳施昱小姐擔任本會幹事乙職案。
說明：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本會會務人員吳施昱小姐自到職日
起至試用期間，認真積極處理承辦業務，於試用期滿後擬正式僱用擔任幹事
乙職，茲依據本會章程第 23 條規定，會務工作人員之聘任應經理事會通過，
提請討論。
人員姓名

到職日期

試用期滿日期

吳施昱

109.12.1

110.02.28

決議：通過。

十、 臨時動議：
第一案
王雅萱監事提議：針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預告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份，安排
拜會司法院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決議：由專利法修法小組統整相關意見，待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再進行說帖及拜
會相關單位。
第二案
胡秘書長書慈提議、廖理事長鉦達交議：本會收到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來函(智法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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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18600530 號)，為蒐集專利師法修法意見，請各位專利師填答問卷。
決議：發給全體會員，並鼓勵會員踴躍填答問卷。
十一、下次會議時間：110 年 5 月 21 日下午 2：00
十二、散會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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