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議程： 

活動日期：105年 10月 7日(五) 08:30-17:30 

活動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共同科館 B1演講廳、綜合科館第三演

講廳 

 

論文發表 Session A共同科館 B1 演講廳 

 

08:30-09:00_報到 

09:00-09:20_主席致詞貴賓致詞 

姚立德校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李得灶院長 智慧財產法院 

吳冠賜理事長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09:30-10:20_A1 

主持人〡吳冠賜理事長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發表人〡蘇南教授、張家維  雲林科技大學科法所 

        林孟玲助理教授  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系 

        論專利授權契約與瑕疵擔保責任 

與談人〡陳皓芸助理教授  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 

Q&A 

10:20-10:30_中場休息 

 

10:30-11:20_A2 

主持人〡謝銘洋教授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發表人〡許正順律師  聖明法律事務所 

        如何加強我國專利侵權訴訟之審判功能一以美日之判例理

論為中心 

與談人〡張哲倫律師  理律法律事務所 

Q&A 

 

11:20-12:10_A3 

主持人〡謝銘洋教授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發表人〡蔡鴻文助理教授、劉冠麟  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 

        綠能技術之專利審查政策與專利分析研究 

與談人〡李素華副教授  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Q&A 

12:10-13:10_午餐 

 

13:10-14:00_A4 

主持人〡陳昭誠所長  萬國專利商標事務所 

發表人〡鍾亦琳顧問律師  萬國專利商標事務所 

        生物相似性藥品之藥品許可及專利審查-以日本為例 

與談人〡秦建譜資深經理 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14:00-14:50 _A5 

主持人〡宿希成副所長  聯合專利商標事務所 

發表人〡陳省三副教授、黃品邁、韓鴻綺  臺北科技大學資訊與財金 

            管理所 

觸控技術之專利佈局-以 Apple與 Samsung為例 

與談人〡袁建中高級顧問  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 

Q&A 

14:50-15:00_中場休息 

 

15:00-15:50_A6 

主持人〡曾啟謀法官  智慧財產法院  

發表人〡葉文邦  臺北科技大學智財所 

虛擬實境之台灣專利佈局分析─以 H M D系統為例 

與談人〡袁建中高級顧問  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 

Q&A 

15:50-16:40_A7 

主持人〡馮震宇教授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所 

發表人〡劉佩玲  忠興廣告有限公司代表 

論中小型企業申請政府研發輔助計畫所涉及之智慧財產權

管理問題 

與談人〡許忠信教授  成功大學法律系 

Q&A 

16:40-17:30_A8 

主持人〡馮震宇教授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所 

發表人〡彭國洋律師  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上下游專利連鎖侵權之損害賠償責任的認定 



與談人〡陳昭華教授  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 

Q&A 

17:30_閉幕式 

 

論文發表 Session B綜合科館第三演講廳 

 

09:30-10:30_B1 

主持人〡李得灶院長  智慧財產法院 

發表人〡李傑清教授、沈川閔  臺北科技大學智財所 

        開創營業秘密刑事案件之訴訟法制---從保障被告程序權與

保護營業秘密之觀點出發 

與談人〡李維心庭長  智慧財產法院 

Q&A 

10:20-10:30_中場休息 

 

10:30-11:20_B2 

主持人〡王立達副教授  政治大學法律系 

發表人〡陳姿縈  政治大學法學碩士 

        著作權刑事訴訟與集管團體收益之關連探究 

與談人〡李素華副教授  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Q&A 

 

10:30-11:20_B3 

主持人〡李維心庭長  智慧財產法院 
發表人〡李禮仲執行長  臺北商業大學連鎖加盟經營管理與法律研 
                      究中心 

        潘碩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碩士 

        競爭法與著作權法之交錯：以大陸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之反

壟斷規範為中心 

與談人〡王立達副教授  政治大學法律系 

Q&A 

12:10-13:10_午餐 

 

13:10-14:00_B4 

主持人〡陳忠行庭長  智慧財產法院 

發表人〡李傑清教授、莊喬琪  臺北科技大學智財所 

        同人誌侵害著作權之研究 

與談人〡蔡如琪法官  智慧財產法院 

 



14:10-15:10 _B5 

主持人〡沈宗倫主任委員  台灣法學會智慧財產權委員會 

發表人〡楊智傑副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科法所 

        美國著作權人敗訴承擔律師費用之研究 

與談人〡林利芝副教授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Q&A 

14:50-15:00_中場休息 

 

15:00-15:50_B6 

主持人〡林利芝副教授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發表人〡洪國華律師  陽昇法律事務所 

論照片在著作權法上之保護與合理使用之空間 

與談人〡沈宗倫主任委員  台灣法學會智慧財產權委員會 

Q&A 

 

15:50-16:40_B7 

主持人〡陳昭華教授  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 

發表人〡董雅薇  臺北科技大學智財所 

美國可著作性標準於我國之適用─以 3D列印之應用美術作

品為例 

與談人〡李崇僖所長  臺北醫學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所 

Q&A 

 

16:40-17:30_B8 

主持人〡許忠信教授  成功大學法律系 

發表人〡邱昭融  臺北科技大學智財所 

論衛生教育著作之合理使用與案例討論 

與談人〡江雅綺助理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智財所 

Q&A 

17:30_閉幕式



二、參與狀況： 

自 2014年首度向貴中心申辦研討會迄今，主辦研討會的規模隨

組織運作成熟而漸趨擴大，2015年國際研討會便特別邀請日籍榮譽

國際講座高林龍教授、美籍前 USITC（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行政法

官 Robert K. Rogers, Jr.及中國大陸北京科技大學、大連理工大學之教

授多人蒞校與會、共襄盛舉。2016（本）年研討會再次與智慧財產法

院、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以及台灣法學會合作舉辦，主持、主講及與

談人員學經歷俱優，均為智財領域知名之士，致使本研討會的內容充

實、豐富多元。 

 

本次研討會依論文主題分 A、B兩場地同步舉行，由專家學者發

表共 16篇專業論文，並由主持人和與談人就發表人之爭點深入評

析，裨益國內智財專業之深入交流與專利、商標和著作權等重要課題

之研析。A場次以專利及商標為主題，B場次則以著作權與營業秘密

法為主題進行，共計吸引了約 230人次參與，多位與會貴賓相互請益

交流、提問，討論十分熱絡，氛圍甚佳，增益本校聲譽及本所促進智

財學術交流與人才培育之目標。 

 

  本次論文摘要採雙向匿名審查，除發表人背景多元外，亦邀請到

產、官、學、研界資深專家學者進行主持、與談，透過各界對於智慧

財產權理論及實務的經驗分享與意見交換，共同為智財保護的相關課

題提供集思廣益、多元交換意見及探索新興問題的互動平台。 

 

  此次研討會藉由各校教授、業界專家、研究人員、專利師公會、

專利商標事務所、智慧財產法院等智財專業理論與實務之學術交流，

讓與會人員無論是教師、學生抑或業界人士，皆能激盪出不同層次的

思維，不僅增進國內產官學研的充分交流、觀摩，亦能助於本所培育

更具國際觀及公共政策視野之優秀智慧財產權專業人才。 

 

   



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貴賓智慧財產法院李得灶院長為開幕典禮致詞 

 

本所李傑清所長(左一)與智慧財產法院李得灶院長(左二)、本校林啟瑞副校長(右

二)、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吳冠賜理事長(右一)合影。 



上午場 A1由雲林科技大學蘇南教授發表「論專利授權契約與瑕疵擔保責任」。 

 

上午場 A1_發表人雲林科技大學科法所蘇南教授(左)、主持人中華民國專利師公
會吳冠賜理事長(中)、與談人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陳皓芸助理教授(右)。 



上午場 A1貴賓合影。左起為雲林科技大學科法所蘇南教授(左)、中華民國專利

師公會吳冠賜理事長(中)、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陳皓芸助理教授(右)。 

 

上午場 A2_發表人聖明法律事務所許正順律師(左)、主持人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謝

銘洋教授(中)、與談人理律法律事務所張哲倫律師(右)。 



上午場 A2_聖明法律事務所許正順律師、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謝銘洋教授、理律法

律事務所張哲倫律師在台上進行 Q&A。 

 

上午場 A2_貴賓合影。左起為聖明法律事務所許正順律師、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謝

銘洋教授、理律法律事務所張哲倫律師。 



上午場 A3_由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蔡鴻文助理教授發表「綠能技術之專利審

查政策與專利分析研究」。  

上午場 A3貴賓合影。左起為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蔡鴻文助理教授、臺灣大

學法律學院謝銘洋教授(中)、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李素華副教授(右)。 



 

下午場 A4_由萬國專利商標事務所鍾亦琳顧問律師(左)發表「生物相似性藥品之

藥品許可及專利審查-以日本為例」 

 

下午場 A4_貴賓合影。萬國專利商標事務所鍾亦琳顧問律師(左)、萬國專利商標

事務所陳昭誠所長(中)、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秦建譜副所長(右)。 



下午場 A5_由本校資訊與財金管理系陳省三副教授發表「觸控技術之專利佈局-

以 Apple與 Samsung為例」、聯合專利商標事務所宿希成副所長主持(中)、與談

人為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袁建中高級顧問(右)。圖為 Q&A時間。 

下午場 A5_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袁建中高級顧問(左)、聯合專利商標事務所宿希

成副所長(中)、本校資訊與財金管理系陳省三副教授(右)合影。 



下午場 A6_發表人為本校智財所研究生葉文邦(左)、主持人為智慧財產法院曾啟

謀法官(中)、與談人為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袁建中高級顧問(右)。 

下午場 A6_由本校智財所研究生葉文邦發表「虛擬實境之台灣專利佈局分析─以 

H M D系統為例」。 



下午場 A7_發表人忠興廣告有限公司劉佩玲代表(左)、主持人政治大學科技管理

與智慧財產所馮震宇教授(中)、成功大學法律系許忠信教授(右)。 

下午場 A7_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所馮震宇教授(左)、忠興廣告有限公司

劉佩玲代表(中)、本所郭宏杉助理教授(右)合影。 



下午場 A8_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彭國洋律師發表「上下游專利連鎖侵權之損

害賠償責任的認定」。 

下午場 A8_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彭國洋律師(左)、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

財產所馮震宇教授(中)、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陳昭華教授(右)。 



下午場 A8_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彭國洋律師(左)、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

陳昭華教授(中)、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所馮震宇教授(右)合影。 

上午場 B1_智慧財產法院李維心庭長(左)、本所李傑清教授(左二)、本所研究生

沈川閔(右二)、智慧財產法院李得灶院長(右一)。 



上午場 B1_由本所李傑清教授、研究生沈川閔發表「開創營業秘密刑事案件之訴

訟法制---從保障被告程序權與保護營業秘密之觀點出發」。 

 

上午場 B2_由國立政治大學法學碩士陳姿縈發表「著作權刑事訴訟與集管團體收

益之關連探究」。 



上午場 B2_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李素華副教授(左)、國立政治大學法學碩士陳姿縈

(中)、主持人政治大學法律系王立達副教授(右)。 

 

上午場 B3_與談人政治大學法律系王立達副教授(左)、發表人臺北商業大學連鎖

加盟經營管理與法律研究中心李禮仲執行長(中)、主持人智慧財產法院李維心庭

長(右)。 



 

上午場 B3_與談人政治大學法律系王立達副教授，針對「競爭法與著作權法之交

錯：以大陸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之反壟斷規範為中心」做評析。 

 

下午場 B4_由本所李傑清教授、研究生莊喬琪發表「同人誌侵害著作權之研究」。 

與談人智慧財產法院蔡如琪法官(左)、主持人智慧財產法院陳忠行庭長(右) 



 

下午場 B4_與談人智慧財產法院蔡如琪法官針對「同人誌侵害著作權之研究」做

評析。 

 

智慧財產法院陳忠行庭長(左一)、本所研究生莊喬琪(左二)、本所李傑清教授(右
二)、智慧財產法院蔡如琪法官(右一)合影。 



 

下午場 B5_由雲林科技大學科法所楊智傑副教授(中)發表「美國著作權人敗訴承
擔律師費用之研究」。 

主持人為台灣法學會智慧財產權委員會沈宗倫主任委員(右)、與談人為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林利芝副教授(左)。 

 

下午場 B5_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林利芝副教授(左)、台灣法學會智慧財產權委員會
沈宗倫主任委員(中)、雲林科技大學科法所楊智傑副教授(右)合影。 



 

下午場 B6_由陽昇法律事務所洪國華律師發表「論照片在著作權法上之保護與合
理使用之空間」。 

 

圖為主持人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林利芝副教授(左)、發表人陽昇法律事務所洪國華
律師(中)、與談人台灣法學會智慧財產權委員會沈宗倫主任委員(右)合影。 



 

下午場 B7_由本所研究生董雅薇發表「美國可著作性標準於我國之適用─以 3D

列印之應用美術作品為例」。 

 

下午場 B7_與談人臺北醫學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所李崇僖所長(左)、主持人
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陳昭華教授(中)、發表人本所研究生董雅薇(右)合影。 



 

下午場 B8_由本所研究生邱昭融發表「論衛生教育著作之合理使用與案例討論」。 

 

下午場 B8_圖為主持人-成功大學法律系許忠信教授(右)、發表人邱昭融(中)、與
談人-本所江雅綺助理教授(左)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