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 利 師 法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０九六０００八九六一一號令

制定公布；並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０九八００一二九一五一號

令修正公布第四條、第三十七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並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０四０００七五三三一號令

修正公布第五條至第九條、第二十五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六

條、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條條文；增訂專利師法第十二條之一、第三十二條之

一、第三十三條之一及第三十七條之一至第三十七條之四條文；刪除第三十五

條條文；並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維護專利申請人之權益，強化從事專利業務專業人員之管理，建立

專利師制度，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專利師之管理業務，由經濟部指定專責機關辦理。 

第三條  中華民國國民經專利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專利師證書者，得充

任專利師。 

外國人得依我國法律，應專利師考試；其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專

利師證書者，得充任專利師。 

第四條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專利師；已充任者，撤銷或廢止其

專利師證書： 

一、因業務上有關之犯罪行為，受本國法院或外國法院一年有期徒刑

以上刑之裁判確定。但受緩刑之宣告或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二、受本法所定除名處分。 

三、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經撤銷考試及格資格。 

四、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五、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 

六、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主管機關委請相關專科醫師認

定不能執行業務。 

依前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撤銷或廢止專利師證書者，於原因消滅

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請領專利師證書。 

第五條  經專利師考試及格及職前訓練合格者，得檢具證書費及下列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專利師證書： 

一、申請書。 

二、專利師考試及格證書或其證明文件。 

三、身分證明文件。 

四、職前訓練合格證明文件。 

專利師因遺失、滅失或毀損而申請補發或換發專利師證書者，應檢

具證書費與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文件。 

第一項職前訓練之訓練期間、實施方式、退訓、停訓、重訓及其他

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章  執業及責任 

第六條  專利師應加入專利師公會，始得執行業務。 

第七條  專利師應以下列方式之一執行業務： 

一、設立事務所。 

 二、受僱於辦理專利業務之事務所。 

        三、受僱於依法設立或登記之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 

專利師受僱於前項第三款之法人者，應以專任為限，不得為其任職

法人以外之人辦理第九條各款所列之業務。 

 

第八條  專利專責機關應建置專利師資料庫，登載下列事項： 

一、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住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二、學歷及經歷。 

三、執行業務處所及地址。 

四、專利師證書字號。 

五、加入專利師公會日期。 

六、懲戒或處罰之種類、日期及事由。 

專利師公會應將前項專利師之資料，提供專利專責機關以建置資料

庫。 

專利師於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記載事項有變更時，應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向專利專責機關申報備查。 

第一項之事項，除第一款之出生年月日、住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外，專利專責機關得基於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以適當之方式對外公開。 

第九條  專利師得受委任辦理之業務如下： 



一、專利之申請事項。 

二、專利之舉發事項。 

三、專利權之讓與、信託、質權設定、授權實施及強制授權事項。 

四、專利訴願、行政訴訟事項。 

五、專利侵害鑑定事項。 

六、專利諮詢事項。 

七、其他依專利法令規定之專利業務。 

 

第十條  專利師對於下列案件，不得執行其業務： 

一、本人或同一事務所之專利師，曾受委任人之相對人委任辦理同一

案件。 

二、曾在行政機關或法院任職期間處理之案件。 

三、曾受行政機關或法院委任辦理之相關案件。 

第十一條  專利師受委任後，應忠實執行受任事務；如因懈怠或疏忽，致委任

人受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二條  專利師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矇蔽或欺罔專利專責機關或委任人。 

二、以不正當之方法招攬業務。 

三、洩漏或盜用委任人委辦案件內容。 

四、以自己或他人名義，刊登跡近招搖或恐嚇之啟事。 

五、允諾他人假借其名義執行業務。 

 

第十二條之一     專利師應持續參加在職進修，每二年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完

成在職進修之證明文件。 

  前項在職進修實施方式、最低進修時數、收費、違反規定之處 

   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主管機關會商專利師公會定之。 

第十三條  非領有專利師證書者，不得使用專利師名稱。 

第十四條  外國人依本法領有專利師證書者，在我國執行專利師業務時，應經

主管機關之許可，並應遵守我國一切法令及專利師公會章程。 

第十五條  外國人在我國執行專利師業務者，於向有關機關陳述時，應用我國

語言；所陳文件，應以我國文字為主。 



 

第三章  公會 

第十六條  專利專責機關登錄之專利師，滿十五人者，應組織專利師公會。 

專利師公會不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入會。 

第十七條  專利師公會以中華民國行政區域為其組織區域，並於中央政府所在

地組設之。 

專利師公會，以一個為限。 

第十八條  專利師公會置理事、監事，均由會員大會選舉之，並分別成立理事

會、監事會。 

專利師公會之理事不得逾三十五人；監事名額不得超過理事名額三

分之一；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名額不得超過理事、監事名額三分之一。 

第十九條  理事、監事任期均為三年，其連選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理

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條  專利師公會每年召開會員大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大會。如

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應召開臨時大會。 

第二十一條  專利師公會應訂立章程，報請人民團體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並向

主管機關申報備查；章程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二條  專利師公會之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及會址。 

二、宗旨、組織及任務。 

三、會員之入會及出會。 

四、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五、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名額、任期、權限及

其選任、解任。 

六、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會議之規定。 

七、會員應遵守之專業倫理規範。 

八、專利師紀律委員會之組織及風紀維持之方法。 

九、會費、經費及會計。 

十、章程修訂之程序。 

十一、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載明或處理會務之必要事項。 



第二十三條  專利師公會應將下列各款事項，陳報人民團體主管機關及主管機

關： 

一、會員名冊及會員之入會、出會。 

二、理、監事選舉情形及當選人姓名。 

三、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開會之決議事項。 

第二十四條  專利師公會之決議或其行為，違反法令或該公會章程者，人民團

體主管機關得為下列處分： 

一、警告。 

二、撤銷其決議。 

三、撤免其理事、監事。 

四、限期整理。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處分，主管機關亦得為之。 

 
第四章  懲處 

第二十五條  專利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付懲戒： 

一、違反第七條、第十條或第十二條之規定。 

二、因業務上有關之犯罪行為經裁判確定。 

三、違背專利師公會章程之行為，情節重大。 

前項之懲戒權，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 

前項期間，自第一項之情事終了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

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 

第一項之懲戒因訴願、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而須另為

決議者，第二項期間，自原處分被撤銷確定之日起算。 

懲戒權時效，因天災、事變或依法律規定不能開始或進行裁處

時，停止其進行。 

前項時效停止，自停止原因消滅之次日起，與停止前已經過之期

間一併計算。 

第二十六條  專利師應付懲戒者，委任人、利害關係人、專利專責機關或專利

師公會得列舉事實，提出證據，報請專利師懲戒委員會處理。 

第二十七條  專利師之懲戒處分如下： 

一、警告。 

二、申誡。 

三、停止執行業務二月以上二年以下。 

四、除名。 



專利師受警告處分累計達三次者，視為申誡處分一次；申誡處分

累計達三次者，應另予停止執行業務之處分；受停止執行業務之處分

累計滿三年者，應予除名。 

第二十八條  專利師懲戒委員會處理懲戒事件，應通知被付懲戒人於二十日內

提出答辯書或到會陳述；屆期未提出答辯書或未到會陳述者，得依現

有資料逕行決議。 

第二十九條  專利師懲戒委員會處理懲戒事件，認有犯罪嫌疑者，應即移送司

法機關偵辦。 

第 三十條  專利師之懲戒處分確定後，專利師懲戒委員會應將其決議書刊登

專利公報，並通知專利師公會。 

第三十一條  主管機關應設專利師懲戒委員會，處理專利師懲戒事件；其組

織、審議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二條  未取得專利師證書或專利師證書經撤銷或廢止，除依法律執行業

務者外，意圖營利，而受委任辦理或僱用專利師辦理第九條第一款至

第四款業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四十萬

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取得專利師證書或專利師證書經撤銷或廢止，而對外刊登廣

告、招攬第九條第一款至第四款業務者，經限期令其停止行為，屆期

不停止其行為，或停止後再為違反行為者，由專利專責機關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停止行為；屆期不停止其

行為或停止後再為違反行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十二條之一  專利師將其專利師章證或事務所標識提供與未取得專利師

證書之人辦理第九條業務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十三條  專利師未加入專利師公會或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其受委任辦理

第九條第一款至第四款業務者，由專利專責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正或停止其行為；屆期不改正或不

停止其行為者，得繼續限期令其改正或停止其行為，並按次處罰至改

正或停止為止。 

違反第十三條未領有專利師證書而使用專利師名稱者，由專利專



責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停止其行

為；屆期不停止其行為者，按次處罰至停止為止。 

前項規定，於專利師證書經撤銷或廢止，而使用專利師名稱者，

亦同。 

第三十三條之一  專利師在職進修違反第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專利專責機  

    關應通知其於六個月內完成改正；屆期未完成改正者，由專利專 

    責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三十四條  專利師公會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者，由人民團體主管機關處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五章  附則 

第三十五條  (刪除) 

第三十六條  本法施行前領有專利代理人證書者，於本法施行後，得繼續從

事第九條所定之業務。 

第五條第二項、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一條於專利代理人準用

之。 

第三十七條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擔任專利代理人；其已擔任專利

代理人者，撤銷或廢止其專利代理人證書： 

一、因業務上有關之犯罪行為，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

確定。但受緩刑之宣告或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 

四、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主管機關委請相關專科

醫師認定不能執行業務。 

五、據以領得專利代理人證書之資格，經依法律撤銷或廢止。 

第三十七條之一  未取得專利代理人證書，或專利代理人證書經撤銷或廢止，除

依法律執行業務者外，意圖營利，而受委任辦理或僱用專利代理人

辦理第九條第一款至第四款業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取得專利代理人證書或專利代理人證書經撤銷或廢止，而

對外刊登廣告、招攬第九條第一款至第四款業務者，經限期令其



停止行為，屆期不停止其行為，或停止後再為違反行為者，由專

利專責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

停止行為；屆期不停止其行為或停止後再為違反行為者，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第三十七條之二  專利代理人將其專利代理人章證或事務所標識提供與未取得

專利代理人證書之人辦理第九條業務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十七條之三  專利代理人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其受委任辦理第九條第一款

至第四款業務者，由專利專責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正或停止其行為；屆期不改正或不停止其行

為者，得繼續限期令其改正或停止其行為，並按次處罰至改正或停

止為止。 

未領有專利代理人證書而使用專利代理人名稱者，由專利專

責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停止

其行為；屆期不停止其行為者，按次處罰至停止為止。 

前項規定，於專利代理人證書經撤銷或廢止，而使用專利代

理人名稱者，亦同。 

第三十七條之四  專利代理人應持續參加在職進修，每二年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

完成在職進修之證明文件。 

前項在職進修，適用第十二條之一第二項主管機關訂定之相

關事項。 

專利代理人在職進修違反第一項規定，專利專責機關應通知

其於六個月內完成改正；屆期未完成改正者，由專利專責機關處

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三十八條  專利代理人對於下列案件，不得執行其業務： 

一、本人或同一事務所之專利師或專利代理人，曾受委任人之

相對人委任辦理同一案件。 

二、曾在行政機關或法院任職期間處理之案件。 

三、曾受行政機關或法院委任辦理之相關案件。 

專利代理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矇蔽或欺罔專利專責機關或委任人。 

二、以不正當之方法招攬業務。 

三、洩漏或盜用委任人委任案件內容。 

四、以自己或他人名義，刊登跡近招搖或恐嚇之啟事。 

五、允諾他人假借其名義執行業務。 

第三十九條  專利代理人違反前條、第三十六條第二項準用第七條之規定或因

業務上有關之犯罪行為經裁判確定者，專利專責機關得視其違規情

節，為警告、申誡、停止執行業務二月以上二年以下或廢止專利代理

人證書之處分。 

專利代理人受警告處分累計達三次者，視為申誡處分一次；申誡

處分累計達三次者，應停止執行業務之處分；受停止執行業務之處分

累計滿三年者，應廢止其專利代理人證書。 

第 四十 條  本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九

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外，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