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务所简介 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于 1946 年由三枝八郎（1908－75）辨理士创建，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延续至

今。我们所设在交通方便的大阪北浜地区。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长期以来，不仅对日本国内的客户提

供了良好的服务，而且对海外的客户也同样，运用了我们对海外的有关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

计、商标等的知识产权的最新的知识和长期的实践经验而提供各种相关服务，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客

户的信任。 

2005 年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在东京开设了东京分所，并于 2008 年 4 月 1 日事务所进行了法人化，三

枝国际特许事务所成为了“特许业务法人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从而使经营的基础得到了进一步地

巩固。2021 年凭借众多的客户的信任和支持，我们辨理士法人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迎来了建所 75 周

年。同时，东京分所于 2020 年迎来了开设 15 周年。 

我们辨理士法人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以具有丰富的经验的 12 名合伙人辨理士为核心，包括分别具

有各自的擅长的领域的日本辨理士、专利工程师和工作人员在内的共计 120 多人，为客户提供高质量

以及稳定的优质服务。 

我们辨理士法人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始终立足于客户的立场，思考如何使客户创作的最新技术和崭

新的发明创造以及商标，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得到更好的保护和运用。并且，我们还在综合地考虑知识

产权制度的宗旨和实践经验地基础上，积极地向客户提各种建议以及建设性的意见。 

我们辨理士法人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还积极地导入最新的信息系统，不论是日本国内还是国外，我

们都能够根据客户的各种需求，及时以及顺利地应对各种形式的网络会议、视频会议等。 

 

【办理的业务】  

●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我们精通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金属材料、生物技术、医药、食品、化妆品、各种产业机械、建

筑・土木、电气・电子、半导体、通信、计算机、信息处理、数据信号处理、网络相关技术、软

件等所有的技术领域。 

●  商标、外观设计、著作权 

不论从日本国内外的商标、外观设计的申请业务，到商标、外观设计的权利转让、使用许可谈

判、合同的起草等业务，以及特定的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著作权等相关业务，我们都有着丰富

的实践经验。 

●  法务咨询 

我们提供与发明专利等的日本国内外申请或授权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也提供有关日本国内外的

权利的许可合同以及有关权利的有效使用等的相关服务，也向客户提供相关的法律服务。 

 

【创建 75 年以上的丰富的经验和实际业绩】 

我们灵活地运用我所创建 75 年以上所积累的知识产权相关经验来真诚地应对国内外客户的需求。由

于我们承接过很多的来自积极向国外申请的客户的委托，所以有着丰富的海外专利申请的经验。关于

专利，我们拥有向 90 个国家以上的申请的实际业绩、关于商标我们拥有几乎对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申

请的实际业绩。 

 

【100 多个国家的国际人际网络】 

我们所与海外 100 多个国家的代理人、律师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竭诚为客户提供从申请到授权(注

册)以及行使权利、解决纷争等服务。 

我们所与 400 多家海外事务所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我们还一直致力于收集以主要国家（美国、欧

洲、中国各有 30 家以上的事务所，印度有 5 家以上的事务所）为中心，包括东亚、中亚、中近东的

专利、商标的相关信息，并将所收集到的信息提供给客户。 

 



 

【人才的培养】 

我们所致力于优秀人才的录用和培养。我们所在各专业领域都拥有很多精通该领域的日本辨理士以及

专利工程师，所内还有定期举行的业务研讨会，并鼓励员工参加外部机构举办的各种研讨会、海外进

修、以及取得各种资格。我们还推行国内外制度、案例、最尖端技术等的信息共享，通过在相互切磋

的同时进行工作，来不断培养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 

 

【贴近客户的安心支持】 

我们所以“为客户恪尽所能”为座右铭，始终立足于客户的立场来考虑如何使客户创作的最新技术和

崭新的发明创造以及商标，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得到更好的保护和运用。从我们所的精通该技术领域的

辨理士中挑选出最合适的人才，结合知识产权制度的宗旨和实际经验积极地对客户提出各种意见和建

议。 

 

  



 

事务所沿革 1946 年 三枝八郎(1908 年－75 年)创立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1973 年 三枝八郎辨理士出任辨理士会副会长 

1974 年 三枝英二辨理士赴美学习美国专利制度 

1975 年 三枝英二辨理士出任所长 

1990 年 中川博司辨理士为调查诸外国服务商标注册制度，被辨理士协会派往美国、英国、德国、

法国、瑞士专利(商标)局  

1993 年 中川博司辨理士出席瑞士 WIPO的商标法条约外交会议 

1996 年 为纪念事务所创立 50 周年，东京成文堂出版《应用发明应用专利》以及《世界的商标法》 

三枝英二辨理士获得黄绶褒章  

2000 年 岩井智子辨理士于北京大学研修汉语并于法学院进修至 2002年，同时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专利商标事务所(CCPIT)及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进修实务。 

2004 年 三枝英二辨理士担任辨理士协会近畿支部长 

林雅仁辨理士担任京都大学发明评价委员会委员至 2006 年  

2005 年 东京分所成立 

2006 年 为纪念事务所设立 60 周年，由经济产业调查会出版《必读!特许实务指南 ――从发明的诞

生到专利的应用》以及《专利发明的技术范围 ――以化学专利发明为中心》 

2007 年 为纪念事务所创立 60 周年，经济产业调查会出版《东亚的商标制度ⅠⅡ》以及《知财商务

文书的注意点 －实务面的事例介绍和解决方法》  

中野睦子辨理士及林雅士辨理士赴欧洲进修  

因业务扩大，东京分所搬迁  

2008 年 4 月 1 日法人化，成立“特许业务法人 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强化经营基础  

2009 年 北野善基辨理士于美国专利法律事务所 Wenderoth Lind & Ponack L.L.P.和 Leydig, Voit 

& Mayer, LTD 进修实务  

北野善基辨理士通过美国专利代理人考试  

2010 年 森岛正树辨理士于欧洲专利事务所 VOSSIUS & Partner(德国慕尼黑)进修实务至 2011 年 

2011 年 菱田高弘辨理士于中国郑州参加中日知识产权研讨会  

2012 年 因业务扩大，东京分所迁址  

菱田高弘辨理士赴中国北京参加中日知识产权研讨会  

2013 年 中野睦子辨理士、菱田高弘辨理士和新田研太辨理士赴中国北京参加企业海外知识产权保

护实务研讨会并发表演讲 

 

2014 年 

 

淀谷幸平辨理士赴美国专利律师事务所 Sughrue Mion, PLLC 开始为期一年的实务研修（预

计 2015年 9 月归国）  

菱田高弘辨理士担任于中国北京举办的中日知识产权研讨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中国

专利协会・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主办）访中团秘书长  

2015 年 三枝英二辨理士就任顾问，林雅仁辨理士就任所长 

2015 年 东京分所成立 10 周年 

2016 年 事务所创建 70 周年 

2018 年 在中国广州设立株式会社三枝知财研究所的广州分所 



 

2020 年 吉川麻美辨理士获得 School of Law –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的硕士学位 

2020 年 东京分所成立 15 周年 

2021 年 事务所创建 75 周年 
 

 

  



 

 

组织体制 辨理士法人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和株式会社三枝知识产权研究所紧密携手拓展业务 

 

 

【辨理士法人 三枝国际专利事务所／SAEGUSA & PARTNERS】 

1946 年创建以来，以“为客户恪尽所能”为第一，以正确、迅速、诚实为宗旨，在化学生物、机械电

气、商标外观设计的各个领域的专家集团共享国内外的法律制度及案列等的信息，在互相切磋的同时

钻研业务。 

 

【化学生物部】 

为我们所历史最悠久，最具传统的部门。该部门提供诸如有机化学、树脂、聚合体、无机化学、金属

材料、生物技术、医疗(包括再生医疗)、药品、食品、化妆品等宽广的技术领域的服务。发挥作为擅

长知识产权的综合事务所的优势，该部门还与机械电子部门等部门协作，共同构筑了能够承接并完成

跨越化学生物和包括通信领域的机械电子领域的边缘科学领域的专利的授权相关业务的体系。 

在相关业务中，该部门承办过大量的专利申请、无效审判、诉讼案件（行政诉讼，侵权诉讼）、鉴定

等案件，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实际业绩。特别是专利申请手续，国外申请的比例大，关于国外申请，主

要国家（美国，欧洲，中国，韩国等）就不用多说了，即使是对东南亚、中东、非洲、中南美、大洋

洲等世界各国的申请我们也有丰富的经验和实际的业绩。另外，我们所还提供大批量的由各种国外申

请人向日本的申请的服务。 

 

【机械电气部】 

我们所不仅提供日本国内外关于机械、建筑、土木领域、以及通信、计算机等的电气电子领域的发

明、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业务的服务，而且还提供无效审判、诉讼案件（行政诉讼，侵权诉讼）、鉴

定等的相关业务的服务。在机械、建筑、土木的领域我们还能够更从容地应对这些领域特有的伴随很

复杂的结构、机构或者控制的案件的申请业务。还有，在电气电子的相关领域，我们也能够更从容地

应对信息处理、数据信号处理、英特网相关技术及计算机软件、商业方法等的宽广领域的申请业务。

我们所还构建了从对发明创造进行多方面的、无遗漏的保护的视点，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提供

获取外观设计权(即意匠权)的建议和办理各种相关手续的体系。另外，在机械电气部也与化学生物部

同样，提供处理大量的国外申请人向日本的申请业务的服务。 

 

【商标外观设计部】 

我们所提供办理日本国内外，特别是中国、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美国、巴西、俄罗斯等的欧美国

家、其他的还包括中东、南美洲、非洲的宽广的范围的商标、外观设计的申请的业务的服务。我们还

以获取全球范围的授权为视野，提供迅速地、切实地、不浪费地获得授权的相关建议。 

我们所还提供办理知识产权的转让、使用许可谈判、合同书的起草以及特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著作

权等的相关业务的服务。特别是对于伴随大规模的 M&A(并购)的国内外商标权的转让的实际操作是我

们所很擅长的项目之一，并还有处理过大批量的案件的经验。虽然跨境 EC(电子商务)相关的跨境商标

权等的业务是新领域的业务，而我们却已承接过大量的此类案件的委托，并积极地投入了该项工作。

我们不仅积极地参与在形成权利的同时在权利的保全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实地调查和谈判，而且也积

极地走访当地的政府管辖部门和参与国际会议。 

在外观设计方面，我们所结合发明专利和立体商标的多方保护来对客户提出建议，并注重进行考虑了

权利范围的战略性申请的建设性意见。有关外观设计制度，各国的要求有所不同，而在经验值基础上

提出全球性的外观设计战略正是我所的优势和强项。我们还导入了三维 CAD，有专职人员从事附图的

绘制工作。 



 

【知财信息部】 

由分别设置的日本(PCT)、北美南美、欧洲以及亚洲的专门的项目组收集、整理、分析国内外的发明

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著作权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最新的信息或者是重要的信息，在

辨理士法人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内分享这些最新的信息或者是重要的信息，同时还会适当地对客户也

发送相关的信息。 

 

 

【株式会社 三枝知识产权研究所／SAEGUS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search Institute】 

株式会社三枝知识产权研究所，以使辨理士法人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的辨理士业务的顺利进行以及为

业务的扩充提供支持为目的而设，除管理部门外，我们株式会社三枝知识产权研究所还拥有技术翻译

部、信息系统部、以及知财法务部，密切配合辨理士法人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办理各种业务。 

 

【知财法务部】 

提供来自客户的咨询的服务。即：提供发明专利等的国内外申请、授权过程的法律咨询(保密、提供

试样[MTA]、共同研究、许可、职务发明的规定或对价的计算等)、知识产权相关的问题(纷争、合同

的问题等)的咨询等。 

 

【技术翻译部】 

我们拥有具有丰富经验的翻译人员，美国大学毕业者及常驻的外籍校对专业人员，与辨理士法人三枝

国际特许事务所的辨理士、专利工程师密切配合进行技术翻译的工作。 

 

【信息系统部】 

在听取各部门的意见以及进行业务分析的同时，探讨业务流程的改善以及进行系统化，并对其进行优

化，以使其能够进行更迅速并且更准确的业务处理。我们还构筑了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安全对策、强

化了数据保全的网络环境的稳定化以及大阪本部和东京分所之间的数据的相互备份等的能够应对如因

天灾等造成的不测的事态的体系。 

 

 

 

  



 
地址和地图  

 
辨理士法人 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大阪事务所 

 

地址∶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道修町 1 丁目 7 番 1 号 北浜 Konishi 大厦 [ 接待是 8 楼 ]  

邮编∶541-0045 

电话∶81(日本)-6-6203-0941(总机) 

传真∶81(日本)-6-6222-1068 

邮箱∶mail@saegusa-pat.co.jp 

 

商标∶外观设计部的直接联系方式见下： 

电话∶ 81(日本)-6-6203-2622 

传真∶ 81(日本)-6-6201-0586 

邮箱∶trademark@saegusa-pat.co.jp 

 

最近的车站：京阪电车 北浜站 ／地铁 堺筋线 北浜站  步行 5 分(Konishi 大厦 1F 为 东海东京证卷) 

 

 

 

  

北浜 Konishi 大厦 



 
地址和地图  

 
辨理士法人 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东京事务所 
 

地址∶东京都千代田区霞关 3-8-1 虎之门三井大厦 9 楼 

邮编∶100-0013 

电话∶81(日本)-3-5511-2855 

传真∶81(日本)-3-5511-2857 

邮箱∶tokyo@saegusa-pat.co.jp 

 

最近的车站：东京地铁银座线[虎之门]站 3 号出口即是 

东京地铁千代田线[霞关]站 A13 出口徒步 8 分 

东京地铁银座线[溜池山王]站 9 号出口徒步 8 分 

 

 



 

 

所长・辨理士 ■履历  ■所属 

林 雅仁 
Masahito HAYASHI 

1990 年 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应用化学科毕业 

1992 年 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理工学研究科硕士毕业 

1992 年-2001 年 于制药公司任职 

1999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01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04 年-2006 年 京都大学发明评价委员会委员 

2008 年 辨理士备注登记 (取得特定侵权诉讼代理权)员 

2015 年 任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所长 

 日本辨理士会,  

日本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会

(AIPPI) 

 ■专业领域 

 化学(有机、无机、高分子)、药学 

  

 

 

副所长・东京事务所所长・辨理士 ■履历  ■所属 

齐藤 健治 
Kenji SAITO 

1984 年 广岛大学医学部综合药学科毕业 

1986 年 广岛大学医学部医学系研究科硕士毕业 

1986 年-1989 年 于化妆品公司任职 

1990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1990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公共研究机关的专利商标顾问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有机化学、生物化学、 

遗传基因工学 

  

 

 

副所长・辨理士 ■履历  ■所属 

中野 睦子 

Mutsuko NAKANO 

九州大学药学部药学科毕业 

九州大学研究生院药学部硕士毕业 

于制药公司研究所任职 

1996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1996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05 年 辨理士备注登记 (取得特定侵权诉讼代理权) 

2007 年 岛根大学客席教授 

2009 年- 日本知识产权仲裁中心 关西支部运营委员 

2016 年 日本知识产权仲裁中心 关西支部运营委员长 

2016 年- 国立大学法人东北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分子 

病态治疗学领域 讲师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生物、药学、食品、化学 

  

 

 

 

 

 

 



 

副所长・辨理士 ■履历  ■所属 

岩井 智子 
Tomoko IWAI 

1992 年 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法律学科毕业 

一桥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毕业（经营法学硕

士） 

1992 年-1995 年 于印刷公司任职(策划、制作) 

1997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1997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00 年-2002 年 在北京大学进修中文及法律,同时,在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商标事务所(CCPIT)及中科专利商

标代理有限公司进行实务进修 

2005 年-2011 年 大阪大学研究生院高等司法研究科实务家

教员 

■著作 

经济产业调查会出版(2012 年 7 月)《关于中国商标的商品和

服务类似标准（日英对照）以及其解说 国际分类第 10 版对

应》、 

经济产业调查会出版(2003 年 5 月)《中国商标法修改－加入

世贸后的中国商标实务的变化》 

 日本辨理士会,  

日本商标协会,  

日本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会

(AIPPI) 

  

 ■专业领域 

 国内外商标,中国知识产权, 

以及著作权•特定的不正当竟争行

为等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事务 

  

 

 

副所长・辨理士 ■履历  ■所属 

菱田 高弘 
Takahiro HISHIDA 

2000 年 同志社大学工学部功能分子工学科毕业 

2000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06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11 年 辨理士备注登记 (取得特定侵权诉讼代理权) 

 日本辨理士会, 中国专利协力会, 

亚洲辨理士协会(APAA) 

 ■专业领域 

 无机、金属材料、高分子、食品 

  

 

  



 

化学•生物部 
 

所长・合伙人・辨理士 ■履历  ■所属 

林 雅仁 
Masahito HAYASHI 

 

1990 年 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应用化学科毕业 

1992 年 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理工学研究科硕士毕业 

1992 年-2001 年 于制药公司任职 

1999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01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04 年-2006 年 京都大学发明评价委员会委员 

2008 年 辨理士备注登记 (取得特定侵权诉讼代理权)员 

2015 年 任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所长 

 日本辨理士会,  

日本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会

(AIPPI) 

 ■专业领域 

 化学(有机、无机、高分子)、药学 

  

 

副所长・东京事务所所长・合伙人・辨理士 ■履历  ■所属 

齐藤 健治 
Kenji SAITO 

东京事务所 

 

1984 年 广岛大学医学部综合药学科毕业 

1986 年 广岛大学医学部医学系研究科硕士毕业 

1986 年-1989 年 于化妆品公司任职 

1990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1990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公共研究机关的专利商标顾问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有机化学、生物化学、 

遗传基因工学 

  

 

副所长・合伙人・辨理士 ■履历  ■所属 

中野 睦子 

Mutsuko NAKANO 

 

九州大学药学部药学科毕业 

九州大学研究生院药学部硕士毕业 

于制药公司研究所任职 

1996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1996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05 年 辨理士备注登记 (取得特定侵权诉讼代理权) 

2007 年至现在 岛根大学客席教授 

2009 年- 日本知识产权仲裁中心 关西支部运营委员 

2016 年 日本知识产权仲裁中心 关西支部运营委员长 

2016 年- 国立大学法人东北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分子 

病态治疗学领域 讲师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生物、药学、食品、化学 

  

 

  



 

副所长・合伙人・辨理士 ■履历  ■所属 

菱田 高弘 
Takahiro HISHIDA 

 

 

 

2000 年 同志社大学工学部功能分子工学科毕业 

2000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06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11 年 辨理士备注登记 (取得特定侵权诉讼代理权) 

 

 

 

 

 

 

 

 日本辨理士会, 中国专利协力会, 

亚洲辨理士协会(APAA) 

 ■专业领域 

 无机、金属材料、高分子、食品 

  

 

合伙人・辨理士 ■履历  ■所属 

藤田 雅史 
Masafumi FUJITA 

 

 

 

 

东京事务所 

1999 年 京都大学农学部应用生命科学科毕业 

2001 年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农学研究科 

       应用生命科学专业硕士毕业 

2001 年-2003 年 于食品制造公司任职 

2003 年-2004 年 于特许事务所任职工作 

2004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09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生物、化学、药学、食品、材料 

  

  



 

合伙人・辨理士 ■履历  ■所属 

森岛 正树 
Masaki MORISHIMA 

 

1996 年 京都大学农学部农艺化学科毕业 

1998 年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农学研究科应用生命科学专业硕

士毕业 

1999 年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农学研究科应用生命科学专业博

士课程 

1999 年-2001 年 于化学制造公司任职 

2001 年-2002 年 于软件制作公司任职 

2002 年-2008 年 于再生医疗投资公司任职 

2008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08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10 年-2011 年 在欧洲的专利事务所 Vossius & Partner 

       （德国•慕尼黑）进行实务研修 

2011 年 在欧洲的专利事务所 Hoffmann Eitle 

   （德国•慕尼黑）进行实务研修 

2011 年 在欧洲的专利事务所 Marks & Clerk 

   （英国•伦敦）进行实务研修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化学（机能性化学品等）•生命科学

（低分子医药•生物医药•再生医疗

•食品•化妆品其他健康管理） 

  

 

合伙人・辨理士 ■履历  ■所属 

淀谷 幸平 
Kohei YODOYA 

 

 

 

 

 

2002 年 京都大学农学部应用生命科学科毕业 

2004 年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生命科学研究科 

    统合生命科学专业硕士毕业 

2004 年-2007 年 于制药公司任职 

2007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10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13 年 辨理士备注登记 (取得特定侵权诉讼代理权)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生物、食品、药学、化学 

  

  



 

合伙人・辨理士 ■履历  ■所属 

北野 善基 
Yoshiki KITANO 

 

 

 

2003 年 冈山大学农学部综合农业科学科毕业 

2005 年 加拿大 Ryerson University,Environmental 

Applied Science & Management 专业硕士毕业 

2005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09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09 年 在 Wenderoth Lind & Ponack, L.L.P.进行实务进

修 

2009 年 通过美国专利代理人考试 

2010 年 在 Leydig Voit & Mayer; LTD．进行实务进修 

2012 年 辨理士备注登记 (取得特定侵权诉讼代理权)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生物、医药、食品、化学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东野 匡容 
Kunihiro HIGASHINO 

 

 

 

 

 

2003 年 京都大学工学部物理工学科毕业 

2003 年-2005 年 东京大学大学院工学系研究科 

        材料工学专业硕士课程 

2005 年-2007 年 于专利事务所任职 

2008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11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13 年 辨理士备注登记 (取得特定侵权诉讼代理权)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电气化学、热力学、金属材料、 

化学（无机、有机）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兼本 伸昭 
Nobuaki KANEMOTO 

 

 

 

 

1994 年 关西大学工学部应用科学科毕业 

1996 年 关西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应用科学专业硕士毕业 

1996 年-2011 年 于金属加工油剂研究所、专利事务所、 

               企业知识产权部任职 

2008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11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11 年 注册登记辨理士付记 

      （取得关于特定侵权诉讼的代理权） 

 日本辨理士会,亚洲辨理士协会

(APAA) 

 ■专业领域 

 化学（有机、无机、高分子）、材

料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池上 美穗 
Miho IKEGAMI 

 

 

 

 

 

东京事务所 

 

1996 年 京都大学农学部食品工学科毕业 

1998 年 京都大学大学院农学研究科食品工学专业硕士毕业 

1998 年-2012 年 于专利事务所任职 

2006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12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20年 辨理士备注登记 (取得特定侵权诉讼代理权) 

 日本辨理士会、生物产业协会 

 ■专业领域 

 医药、生物、化学、食品、 

医疗器械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难波 泰明 
Yasuaki NAMBA 

 

 

 

 

2004 年 千叶大学理学部生物学科毕业 

2006 年 千叶大学研究生院自然科学研究科 

    生命地球科学专业硕士毕业 

2006 年-2010 年 于长崎大学医学部任职 

2010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10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生物、医药、化学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河合 永文 
Hisanori KAWAI 

 

 

 

 

1999 年 大阪大学工学部应用自然科学科毕业 

2001 年 大阪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研究科 

    应用生物工学专业硕士毕业 

2001 年-2007 年 于系统开发公司任职 

2007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07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09 年 辨理士备注登记 (取得特定侵权诉讼代理权)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生物、生物信息学、药学、食品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八木 祥次 
Shoji YAGI 

 

 

 

 

2002 年 大阪府立大学大学院农学生命科学研究科 

      应用生命化学专业硕士毕业 

2003 年-2004 年 国立遗传学研究所（遗传学专业博士课

程） 

2005 年-2009 年 于制药公司以及专利事务所任职 

2010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11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日本辨理士会,亚洲辨理士协会

(APAA) 

 ■专业领域 

 化学、生物、遗传基因工学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桒垣 善行 
Yoshiyuki KUWAGAKI 

 

 

 

 

2000年 同志社大学工学部功能分子工学科毕业  

2002年 同志社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工业化学专业（硕士

学位）取得  

2002年～2010年 于化学制造公司任职  

2010年～2013年 于特许事务所任职  

2013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15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高分子化学、有机化学、 

无机化学、树脂材料、金属材料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岩泽 朋之 
Tomoyuki IWASAWA 

 

2007 年 庆应义塾大学理工学部生命信息学科毕业  

2008 年～2018 年 于专利事务所任职  

2010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16 年 辨理士备注登记 (取得特定侵权诉讼代理权)  

2018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生物、医药、化学、食品 

  

  



 

辨理士 ■经 历  ■所属 

野村 千澄 

(旧姓 古渡)    
Chizumi Nomura- 

Furuwatari 

 

信州大学医疗技术短期学部卫生技术学科毕业 

临床检查技师国家考试合格 

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生物科学研究科 

（细胞生物学专业）研究指导认定 

2011 年 大阪工业大学大学院知识产权研究科硕士毕业 

    于医学部附属医院中央检查部任职 

    于医学部研究室任职（研究员） 

    于医疗技术专门学校任非常勤讲师 

    （担任病理学、组织解剖学、细胞生物学） 

2011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16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生物科学（生物、病毒）、 

医疗（诊断、治疗、检查、医疗器械、

医疗材料、再生医疗）、 

食品以及健康管理、化学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内藤 胜志
Katsushi NAITO 

 

1993 年 大阪府立大学农学部农艺化学科毕业  

1995 年 大阪府立大学研究生院农学研究科农艺化学专业硕

士毕业  

1995 年～2007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07 年～2014 年 于化学制造公司知识产权部门任职  

2011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14 年～2017 年 于其他特许事务所任职  

2017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生物化学（生物、酶、微生物、食品、

化妆品、医药）、化学（粘合剂、电

池、树脂）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松野 阳介
Yosuke MATSUNO 

 

2008 年 京都大学农学部应用生命科学科毕业  

2010 年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农学研究科应用生命科学专业硕

士毕业  

2010 年～2014 年 于知识产权咨询公司任职  

2014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18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高分子化

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树脂材

料、金属材料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西桥 毅 
Tsuyoshi NISHIHASHI, 

Ph.D. 

 

 

 

 

 

2000 年 京都大学药学部毕业 

2003 年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人间•环境学研究科硕士毕业 

2006年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人间•环境学研究科博士毕业 

2006年-2011年 于制药公司研究所任职 

2011年-2015年 于特许事务所任职 

2015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16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化学、药学、生物、食品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安藤 有贵 
Yuki TAKEMOTO 

 

2009 年 神户大学农学部生物机能化学科毕业  

2011 年 神户大学研究生院农学研究科生命机能科学专业硕

士毕业  

2011 年～2018 年 于食品公司任职  

2018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18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22 年 辨理士备注登记 (取得特定侵权诉讼代理权)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生物、食品、化学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齐藤 美咲  
Misaki SAITO 

 

 

 

2017 年  京都大学农学部应用生命科学科毕业 

2019 年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生命科学研究科统合生命科学

专业硕士毕业 

2019 年-2022 年  于化妆品公司任职 

2022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22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生物、化学、化妆品 

  



 

机械•电气部 
 

 

合伙人・辨理士 ■履历  ■所属 

新田 研太 
Kenta NITTA 

 

 

 

2003 年 京都大学工学部物理工学科毕业 

2005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05-2008 年 于特许事务所任职 

2009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机械、物理、生活日用品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木村 丰 
Yutaka KIMURA 

 

 

 

2001 年 同志社大学工学部 机械系统工科专业毕业  

2001 年～2007 年 于制造企业任职  

2008 年～2019 年 于专利事务所任职  

2009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19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机械、建筑物、机电一体

化、日用品、外观设计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鹤 宽 
Hiroshi TSURU 

 

 

 

 

1995 年 东京工业大学工学部社会工学科毕业 

1997 年 东京工业大学大学院综合理工系研究科 

       人间环境系统专业硕士毕业 

1998 年-2003 年 于日本铁路建设工团任职 

2003 年-2012 年 于专利事务所任职 

2007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12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机械、制御、土木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植田 慎吾 
Shingo UEDA 

 

 

 

 

 

京都大学综合人间学部自然环境学科毕业 

2005 年-2012 年 于专利事务所任职 

2006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12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22 年 辨理士备注登记 (取得特定侵权诉讼代理权) 

 日本辨理士会,亚洲辨理士协会

(APAA) 

 ■专业领域 

 电气、机械、制御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奥山 美保 
Miho OKUYAMA 

 

 

关西大学工学部电气工学科毕业 

关西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研究科电气工学专业博士前期课程 

于电器制造企业就职 

2005 年-2008 年 于专利事务所任职 

2005 年 通过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考试 

2013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13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20 年 辨理士备注登记 (取得特定侵权诉讼代理权)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电气、通信、制御 

  

 

  



 

商标・外观设计部 
 

副所长・合伙人・辨理士 ■履历  ■所属 

岩井 智子 
Tomoko IWAI 

东京事务所 

 

1992 年 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法律学科毕业 

一桥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毕业（经营法学硕

士） 

1992 年-1995 年 于印刷公司任职(策划、制作) 

1997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1997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00 年-2002 年 在北京大学进修中文及法律,同时,在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商标事务所(CCPIT)及中科专利商

标代理有限公司进行实务进修 

2005 年-2011 年 大阪大学研究生院高等司法研究科实务家

教员 

■著作 

经济产业调查会出版(2012 年 7 月)《关于中国商标的商品和

服务类似标准（日英对照）以及其解说 国际分类第 10 版对

应》、 

经济产业调查会出版(2003 年 5 月)《中国商标法修改－加入

世贸后的中国商标实务的变化》 

 日本辨理士会,  

日本商标协会,  

日本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会

(AIPPI) 

  

 ■专业领域 

 国内外商标,中国知识产权,以及著

作权•特定的不正当竟争行为等有

关的知识产权法律事务 

 

合伙人・辨理士 ■履历  ■所属 

松本 康伸 
Yasunobu MATSUMOTO 

 

 

 

 

1999 年 上智大学法学部国际关系法学科毕业 

1999 年-2004 年 于(财)日本专利信息机构任职 

2004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05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11 年 辨理士备注登记 (取得特定侵权诉讼代理权) 

 日本辨理士会，日本商标协会， 

亚洲辨理士协会(APAA) 

 ■专业领域 

 国内外商标、外观设计、以及特定

的不正当竟争行为•著作权等方面

的知识产权法律事务 

  

 

  



 

合伙人・辨理士 ■履历  ■所属 

田上 英二 
Eiji TANOUE 

 

 

 

东京事务所 

2003 年 东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部毕业 

2003 年-2008 年 于日本财务省任职 

2008 年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国际开发学硕士毕业 

2008 年-2012 年 于特许事务所任职 

2011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12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日本辨理士会，日本商标协会， 

亚洲辨理士协会(APAA) 

 ■专业领域 

 内外商标、外观设计专利、 

以及特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著作权等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事务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小川 稚加美 
Chikami OGAWA 

 

 

 

 

神户大学经营学部毕业 

于专利事务所任职 

1998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1998 年-2003 年 于专利事务所任职 

2005 年 辨理士备注登记 (取得特定侵权诉讼代理权) 

2008 年-2016 年于专利事务所任职 

2016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日本辨理士会 

日本商标协会 

 ■专业领域 

 国内外商标、外观设计专利、 

以及其他特定不正当竞争行为・著

作权等知识产权法务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中村 刚 
Tsuyoshi NAKAMURA 

 

东京事务所 

2011 年 上智大学法学部国际关系法学专业毕业  

2011 年-2015 年 于翻译公司任职 

2015 年-2017 年 于特许事务所任职 

2017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17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19 年 辨理士备注登记 (取得特定侵权诉讼代理权) 

 日本辨理士会，日本商标协会， 

日本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会

(AIPPI) 

 ■专业领域 

 内外商标、外观设计专利、 

以及特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著作权等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事务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吉川 麻美 
Mami YOSHIKAWA 

东京事务所 

2009 年 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部国际教养学科毕业  

2009 年～2013 年 于 IT 公司任职  

2013 年～2015 年 于特许事务所任职  

2015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18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20 年 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法学院毕业（硕士）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国内外商标、外观设计专利、以及

其他特定不正当竞争行为・著作权

等知识产权法务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森山 彰子 
Shoko MORIYAMA 

2003 年 毕业于立命馆大学法学部司法学科 

2004 年～2021 年 于特许事务所任职  

2021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21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日本辨理士会  

日本商标协会 

 ■专业领域 

 国内外商标、外观设计专利、以及

其他特定不正当竞争行为・著作权

等知识产权法务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佐佐木 章江 
Yukie SASAKI 

东京事务所 

中央大学法学部国际企业关系法学科 毕业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政治理论学硕士 毕业 

早稻田大学大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 退学 

于 NPO（非营利组织）、特许事务所、企业法务等任职 

2019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22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国内外商标、外观设计专利、以及

特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著作权等

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事务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森 康辅 
Kosuke MORI 

2011 年 追手门学院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学科毕业 

2011 年～2015 年 于制造企业工作 

2016 年～2018 年 于专利事务所就职 

2018 年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2022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国内外商标、外观设计专利、以及

其他特定不正当竞争行为・著作权

等知识产权法务 

  

  



 

知识产权信息室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前田 智子 
Tomoko MAEDA 

 

神户大学教育学部毕业  

任职于企业的国际部 

2001 年 加入三枝国际事务所 

2021 年 辨理士登记 

 日本辨理士会 

  

  

  

 

  



 

顾问 
 

辨理士 ■履历  ■所属 

洗 理恵 
Rie SEN 

东京事务所 

 

学历和资格    

中国浙江理工大学毕业，获工学士学位；日本东京大学研究

生院农学和生命科学研究科硕士以及博士课程毕业，获农学

博士学位；日本一桥大学研究生院国际企业战略研究科知识

产权课程毕业，获经营法学硕士学位。  

2003 年 辨理士(专利商标代理人)登记  

2005 年 辨理士备注登记 (取得特定侵权诉讼代理权)  

工作经历    

从日本东京大学博士课程毕业后，在日本的化妆品公司做过

研发，从 1996 年开始从事知识产权的工作，在日本的专利

事务所做过专利工程师以及辨理士，还在日本的化学品公司

的知识产权中心以及日本的机电公司的知识产权中心从事过

有关知识产权的业务。  

2019 年 8 月 加入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 

■著作 

2016 年 《中国知财实务》单著（经济产业调查会出版） 

2009 年 《中国知识产权判例评释》共著（日本机械出口组

合出版） 

 日本辨理士会 

 ■专业领域 

 通信、信息处理、计算机程序、商

业方法、机械、电池、化妆品、保

健食品、医药等等 

  

 

顾问（知识产权法务部） ■履历  ■资格 

新出 笃弘
Atsuhiro SHINDE 

 

1969 年 大阪大学法学部毕业 

1969 年 于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任职 

1975 年 调遣至到该会社专利商标部 

1983 年-1984 年 留学美国商学院，取得 MBA 

1989 年 就任该会社知识产权部业务策划室长 

1994 年 就任该会社知识产权部知识产权战略室长 

2004 年 就任该会社知识产权部顾问 

2005 年-2007 年东北大学法学部讲师 

2006 年 从该会社辞职 

2006 年 就任三枝国际特许事务所顾问 

 美国工商管理硕士 

(master of 

businessdministration) 

 ■专业领域 

 擅长日本及美国的使用许可合同方 

面的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