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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 
「專利實務強化培訓班」 課程編號：TDHK1010 
2015 年 10 月 10 及 11 日(星期六、日) 上午 9:30－下午 5:00 香港 

政府早前公布香港將設立原授專利制度(專利註冊制度)，最快於 2017年推行。當局表明會在長

遠而言設立全面的制度規管專利代理服務，這意味著專利服務代理人在未來全面的規管制度下需取

得待定的專業資格或資歷才可提供專利代理服務。隨著經濟環境的轉變，創新產品對企業的生存起

關鍵的作用，有助加快經濟升級轉型，因而近年越來越多的高水準人才向知識產權服務業靠攏，知

識產權行業正步入快速發展通道。如此，香港將需要大量的專利從業人員，擁有創新技術或高科技

的企業特別需要專利人才加入。 

為了幫助和提升香港考生參加「中國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的成功率以及提高業界對專利實務的

認知，香港工業總會知識產權中心將於本年十月舉辦「專利實務強化培訓班」，課程內容包括：專利

說明書撰寫，審查意見及無效程序的處理。我們特別邀請到國家知識產權局的資深專利審查員為本次

培訓班之講師。通過此次強化培訓，考生可以瞭解考試重點和應試策略，掌握學習方法，提高效率，

為考試取得好成績助力。凡在工作上接觸到專利或有需要運用相關知識的人士也可報讀，例如從事產

品或工程的技術人員和工程師，多了解有關專利的知識，既可懂得解讀專利文件，保障本身的專利，

也可避免因侵犯專利權而導致被追究。早着先機，及早掌握專利知識，成為專利人才。 

課程對象： 

針對報考中國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人員、具備律師資格準備向專利行業發展人士、有志投入專

利從業員行業的人士、業界欲提高本身專業水平的人士、企業內部涉及知識產權管理的人士或任何有

興趣知曉專利實務的人士。 
 

 
中國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簡介： 
中國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是國家知識產權局舉辦的從事專利代理行業的職業資格考

試。全國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每年舉行一次，考試包括三個部分，當三個部分均合格後，

經審查符合《專利代理條例》有關規定的，由專利代理人考核委員會頒發「專利代理人

資格證書」。 

課程詳情： 
日期： 2015年 10月 10及 11 日(星期六、日)  時間： 上午 9:30－下午 5:00 

地點： 九龍長沙灣長裕街 8號億京廣場 31樓 語言： 普通話 
 

費用：會員 HK$3,500；非會員 HK$3,800 
9 月 15 日前報名及繳費可享早鳥優惠：會員 HK$3,500；非會員 HK$3,500 

全力支持機構：   支持機構：（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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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第一單元  《申請文件的撰寫》  (10 月 10 日 ) 

題目：  1. 說明書及摘要的撰寫  
   1.1  說明書的組成部分  
   1.2  說明書撰寫的形式要求  
   1.3  說明書撰寫的實質要求  
2. 權利要求的保護範圍  
3. 權利要求的撰寫原則  
   3.1  權利要求的類型  
   3.2  實質內容要求  
   3.3  撰寫形式要求  
   3.4  對獨立權利要求的規定  
   3.5  對從屬權利要求的規定  

講者：  張田勇  - 國家專利局審協廣東中心審查業務部主任  

 2001 年進入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工作，先後擔任國家知識產權局物理
部、光電部、複審委審查員，光電部副處長，審協廣東中心電學部副主任、
光電部主任，現為專利局審查業務指導專家，具有豐富的專利實審、複審、
無效審查理論和實踐經驗。  

  

第二單元  《審查意見通知書的答覆》  (10 月 10 日下午  及  11 日上午 ) 

題目：  1. 審查意見理解  
   1.1  發明專利申請實質審查  
   1.2  審查意見通知書  
   1.3  審查意見的理解方法  
2. 審查意見答覆原則與策略  
   2.1  答覆原則  
   2.2  答覆策略  
   2.3  新穎性審查意見答覆  
   2.4  創造性審查意見答覆  
   2.5  涉及不授權主題審查意見的答覆  
   2.6  權利要求書或說明書不清楚審查意見的答覆  
   2.7  公開不充分審查意見的答覆  
   2.8  獨立權利要求缺少必要技術特徵的審查意見答覆  
   2.9  權利要求得不到支持的審查意見答覆  
   2.10 修改超範圍的審查意見答覆  
   2.11 屬於同樣發明的審查意見答覆  
   2.12 涉及單一性審查意見的答覆  

講者：  曲新興  - 現任國家專利局審協廣東中心材料發明審查部副主任  

 2003 年進入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工作，長期從事專利審查工作 ,為國家
知識產權局高層次人才培養對象、國際審查人才培養對象、四級專利審查
員、PCT 審查員、兼職複審員。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曾參與國家專利局
新審查員培訓、專利代理人實務培訓，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考前培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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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  《無效宣告請求書及其意見陳述》  (10 月 11 日  下午 ) 

題目：  1. 無效宣告請求書  
1.1 無效宣告請求的提出  
1.2 正確選擇請求宣告專利權無效的法律依據  
1.3 有針對性地進行論述  

2. 針對無效宣告請求的意見陳述書  
1.1 正確分析無效宣告請求書和所提交的證據  
1.2 確定適當的應對策略，有針對性地反駁  
1.3 對專利文件的修改  

3. 涉及無效宣告請求書和相應意見陳述書的案例  

講者：  劉暢  –  現任國家專利局審協廣東中心光電技術發明審查部副主任  

 2002 年進入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工作，先後在專利局的物理發明審查
部、光電技術發明審查部，以及專利複審委員會光電技術申訴處工作 ｡有
多年發明實質審查、專利複審及專利無效案件審理的經驗，自 2012 年起
擔任專利審查協作廣東中心及部門多門重要課程的授課教師，授課品質得
到了中心領導及培訓學員的一致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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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歡迎網上報名，請瀏覽 :  http://www.industryhk.org/tc/training.php  或  

將此回條傳真至 (852)2721 3494 或  電郵至 clara.tsang@fhki.org.hk  

﹝為方便電腦處理，請盡量以英文正楷填寫﹞ 

課程名稱：專利實務強化培訓班 
課程編號：TDHK1010 
課程日期：2015年10月10及11日(星期六、日) 

課程形式： 
公開班 

學員資料： 

姓名：  職銜：  電郵：  

姓名：  職銜：  電郵：  

姓名：  職銜：  電郵：  

聯絡人資料： 

姓名：  職銜：  電郵：  

電話：  緊急聯絡電話：  傳真：  

公司名稱：  工總會員編號：  

地址：  

得悉此課程的途徑： 1.工總網頁 2.電郵 3.課程月刊 4.其他(請列明): 

申請人提供的個人資料 (包括姓名、聯絡方法 )將用作與本中心溝通渠道，中心將透過信件、電子郵件和流動電話等
為申請人、學員送上中心的最新資訊及推廣訊息，如課程資料、講座及活動等。閣下可隨時以書面或電郵方式向中
心申明是否願意接受有關資訊。  

若閣下日後不欲收取任何 FH KI訊息，請選取下列方格。  

  本人不欲收取貴中心日後所發出的任何訊息  

注意：  

-  以 港 幣 支 票 繳 費 者 ， 請 把 已 填 妥 的 表 格 連 同 支 票 (抬 頭 為 〝 香 港 工 業 總 會 〞 或 〝 F ed erat ion of  Hon g  Kong 
Industr ies〞)一併寄往 :31/ F,  B i l l ion P laza ,  8  Cheu ng Yue St re et ,  Cheun g Sha  Wan,  Kowloon .  Attn :  Tra i n i ng 
Centre  

-  除非舉辦機構於課程開始前最少 3個工作日收到申請者通知退學，否則已繳學費概不退還。   
-  申請者可提名他人代替其本人出席課程，惟事先須得舉辦機構同意。  
-  舉辦機構保留在任何情況下更改授課地點、日期及時間的權利。  

惡劣天氣情況下之課程安排 :  

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於/預定於下列時間或以後生效 安排事宜 

上午七時 全日課程停課 1（即取消在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的課堂） 

中午十二時 全日課程及下午課程停課（即取消在下午二時後的課堂） 

上課期間懸掛 
(1)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即時終止課堂 

(2)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照常上課 

(1)  中午十二時前改掛三號或以下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 
除下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2)  中午十二時前改掛紅色或黃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除下所有暴雨警告信號 

全日課程停課 

下午課程照常 

1. 如報讀連續兩天的課程，若第一天的課程因熱帶氣旋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影響而停課，第二天的課堂亦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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