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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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智慧財產權理論與實務研討會─以科技新趨勢與智財新思潮為主 

2018 Conference 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ew Trends of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一、議程： 

活動日期：107 年 10 月 26 日(五) 08:30-16:40 
活動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綜合科館第二演講廳、綜合科館第三演

講廳 
 
論文發表 上午場 + Session A 綜合科館第二演講廳 
 
08:30-09:00_報到 
09:00-09:20_主席致詞貴賓致詞 
王錫福校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陳國成院長  智慧財產法院 
廖承威副局長 智慧財產局 
吳冠賜理事長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09:20-10:10_上午 1 
主持人〡陳國成院長 智慧財產法院 
發表人〡彭睿仁副研究員、劉純妤研究員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資策會科法所 
        論德國與日本敏感科技保護於營業秘密保護法制之具體措

施 
與談人〡張銘晃法官 智慧財產法院 

Q&A 
10:10-10:20_中場休息 
 
10:20-11:10_上午 2 
主持人〡廖承威副局長 智慧財產局 
發表人〡賴名亮助理教授 臺北科大智財所 
        我國學研機構進行技術移轉時利益衝突管理機制的問題與

建議 



與談人〡劉宏恩副教授 政治大學法學院 
Q&A 

 
11:10-12:00_上午 3 
主持人〡吳冠賜理事長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發表人〡陳志遠助理教授、郭日升碩士生、周亞璇碩士生 臺北科大

智財所 
        下一世代發光二極體技術發展現況：以專利資料分析為核心 
與談人〡吳爾軒專利師 兆里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Q&A 
12:00-13:00_午餐 
 
13:00-13:50_A1 
主持人〡沈宗倫教授 政治大學法學院 
發表人〡蘇南教授 雲林科大營建系及科法所 
        大數據在立法技術上的應用與規範 
與談人〡楊智傑教授 雲林科大科法所 
 
13:50-14:40 _A2 
主持人〡馮震宇教授 政治大學科智所 
發表人〡許炳華檢察事務官兼組長 高雄地方檢察署 
        時尚設計著作權保護之新趨勢？：可分離性之論戰-以美國

Star Athletica 案為核心 
與談人〡陳秉訓副教授 政治大學科智所 

Q&A 
14:40-15:00_中場休息 
 
15:00-15:50_A3 
主持人〡汪漢卿庭長 智慧財產法院 
發表人〡洪國華律師  陽昇法律事務所 
        無令狀調取網路連線紀錄於偵查著作權侵權案件上之容許

性 
與談人〡蔡志宏法官 智慧財產法院 

Q&A 
15:50-16:40_A4 
主持人〡李維心庭長 智慧財產法院 
發表人〡陳姿縈博士生 政治大學東亞所 
        集管團體管不管─從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目的思考 AI 著



作權集管之因應 
與談人〡彭洪英法官 智慧財產法院 

Q&A 
16:40_閉幕式 
 
論文發表 Session B 綜合科館第三演講廳 
 
13:30-13:50_B1 
主持人〡馮震宇教授 政治大學科智所 
發表人〡李禮仲執行長 台北商業大學連鎖加盟經管與法律中心 
        數位經濟與競爭法制：以存取數據與競爭法為中心 
與談人〡王思原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智財傳播所 

Q&A 
 
13:50-14:40_B2 
主持人〡沈宗倫教授 政治大學法學院 
發表人〡李傑清教授、楊博宇碩士生 臺北科大智財所 
        電子資料庫檢索與大數據分析之研究─以台、美、日著作權

法之觀點 
與談人〡葉雲卿副教授 世新大學智財傳播所 

Q&A 
 
14:40-15:00_中場休息 
 
15:00-15:50_B3 
主持人〡陳昭華教授 臺灣科大專利所 
發表人〡鍾亦琳顧問律師 萬國專利商標事務所 
        台日流行產業之智慧財產權利保護現狀與課題 
與談人〡楊智傑教授 雲林科大科法所 

Q&A 
 
15:50-16:40_B4 
主持人〡王偉霖教授 銘傳大學財金法律系 
發表人〡王思原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智財傳播所 
        法人著作人與著作人格權之歸屬:美國法的觀察 
與談人〡章忠信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法學院 

Q&A 
 



16:40_閉幕式 

 



二、參與狀況： 

自 2014 年首度向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申辦研討會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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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國際

研討會則是邀請到美國伊利諾大學法學院智慧財產權暨科技法學程

主任 Professor Jay P. Kesan、日本大阪大學智財研究中心冨田信雄

Tomita Nobuo研究員、村上画里Murakami Eri副教授、今村敏 Imamura 
Satoshi 律師，以及日本大阪工業大學大學院知的財産研究科松井章

浩准教授蒞校與會。2018（本）年研討會再次與智慧財產法院、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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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午場，

下午場又分 A、B 兩場地同步舉行，由專家學者發表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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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和著作權等重要課題之研析。上午場

次為專利及營業秘密領域論文發表，下午場次則為著作權、商標及其

他智財相關領域論文發表，且邀請到智慧財產法院院長、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副局長、專利師公會理事長與其他智財領域專家學者擔任與談

人或主持人，共計吸引了約 346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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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王錫福校長為開幕式致詞。 

本所李傑清所長(左一)與智慧財產局廖承威副局長

(左二)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王錫福校長(中間)、智慧

財產法院陳國成院長(右二)、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吳

冠賜理事長(右一)合影。 

  
上午場 1 _由智慧財產法院張銘晃法官與談評

析「論德國與日本敏感科技保護於營業秘密保

護法制之具體措施」。 

上午場 2_由臺北科大智財所賴名亮助理教授發

表「我國學研機構進行技術移轉時利益衝突管

理機制的問題與建議」。 

 

 
上午場 2_貴賓合影。左起為臺北科大智財所

賴名亮助理教授(左)、智慧財產局廖承威副局

長 (中)、政治大學法學院劉宏恩副教授(右)。 

上午場 3_發表人臺北科大智財所郭日升碩士生
(左)、主持人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吳冠賜理事長
(中)、與談人兆里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吳爾軒專
利師(右)。 



  
上午場 3_由臺北科大智財所郭日升碩士生發

表「下一世代發光二極體技術發展現況：以專

利資料分析為核心」。 

上午場 3_由臺北科大智財所郭日升碩士生發表
「下一世代發光二極體技術發展現況：以專利
資料分析為核心」。 

  
上午場 3_智慧財產局廖承威副局長回答來賓
提問。 

上午場 3_來賓與會情形。 

  
上午場 3_來賓與會情形。 下午場 A1_發表人雲林科大營建系及科法所蘇

南教授(左)、主持人政治大學法學院沈宗倫教授

(中)、與談人雲林科大科法所楊智傑教授(右)。 



  
下午場 A1_貴賓合影。左起為雲林科大營建系

及科法所蘇南教授(左)、政治大學法學院沈宗

倫教授(中)、雲林科大科法所楊智傑教授(右)。 

下午場 A2_由高雄地方檢察署許炳華檢察事務

官兼組長發表「時尚設計著作權保護之新趨

勢？：可分離性之論戰-以美國 Star Athletica 案

為核心」。 

  

下午場 A2_與談人政治大學科智所陳秉訓副

教授(左)、發表人高雄地方檢察署許炳華檢察

事務官兼組長(中)、主持人政治大學科智所馮

震宇教授(右)。 

下午場 A2_貴賓合影。左起為高雄地方檢察署

許炳華檢察事務官兼組長(左)、政治大學科智所

馮震宇教授(中)、政治大學科智所陳秉訓副教授

(右)。 

  

下午場 A3_由陽昇法律事務所洪國華律師發

表「無令狀調取網路連線紀錄於偵查著作權侵

權案件上之容許性」。 

下午場 A3_貴賓合影。左起為智慧財產法院蔡

志宏法官(左)、智慧財產法院汪漢卿庭長 (中)、
陽昇法律事務所洪國華律師(右)。 



  
下午場 A3_智慧財產法院汪漢卿庭長主持。 下午場 A4_由政治大學東亞所陳姿縈博士生發

表「集管團體管不管─從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

之目的思考 AI 著作權集管之因應」。 

  
下午場 A4_發表人政治大學東亞所陳姿縈博

士生(左)、主持人智慧財產法院李維心庭長

(中)、與談人智慧財產法院彭洪英法官(右)。 

下午場 A4_貴賓合影。左起為政治大學東亞所

陳姿縈博士生(左)、智慧財產法院李維心庭長 
(中)、智慧財產法院彭洪英法官(右)。 

  
下午場 A4_智慧財產法院彭洪英法官提問。 下午場 B1_由臺北商業大學連鎖加盟經管與法

律中心李禮仲執行長發表「數位經濟與競爭法

制：以存取數據與競爭法為中心」。 



  

下午場 B1_由世新大學智財傳播所王思原助

理教授與談評析「數位經濟與競爭法制：以存

取數據與競爭法為中心」。 

下午場 B1_貴賓合影。左起為世新大學智財傳

播所王思原助理教授(左)、政治大學科智所馮震

宇教授(中)、臺北商業大學連鎖加盟經管與法律

中心李禮仲執行長(右)。 

  
下午場 B2_由臺北科大智財所李傑清教授發

表「電子資料庫檢索與大數據分析之研究─以

臺、美、日著作權法之觀點」。 

下午場 B2_與談人世新大學智財傳播所葉雲卿

副教授(左)、主持人政治大學法學院沈宗倫教授

(中)、發表人臺北科大智財所李傑清教授(右)。 

  
下午場 B2_貴賓合影。左起為世新大學智財傳

播所葉雲卿副教授(左)、政治大學法學院沈宗

倫教授(中)、臺北科大智財所李傑清教授(右)。 

下午場 B3_由萬國專利商標事務所鍾亦琳顧問

律師發表「臺日流行產業之智慧財產權利保護

現狀與課題」。 



  

下午場 B3_由雲林科大科法所楊智傑教授評

析「臺日流行產業之智慧財產權利保護現狀與

課題」。 

下午場 B3_貴賓合影。左起為雲林科大科法所

楊智傑教授(左)、臺灣科大專利所陳昭華教授

(中)、萬國專利商標事務所鍾亦琳顧問律師(右)。 

  
下午場 B3_與會情形。 下午場 B4_由世新大學智財傳播所王思原助理

教授發表「法人著作人與著作人格權之歸屬:美
國法的觀察」。 

  
下午場 B4_與談人東吳大學法學院章忠信助

理教授(左)、主持人銘傳大學財金法律系王偉

霖教授 (中)、發表人世新大學智財傳播所王

思原助理教授(右)。 

下午場 B4_貴賓合影。左起為東吳大學法學院

章忠信助理教授(左)、銘傳大學財金法律系王偉

霖教授(中)、世新大學智財傳播所王思原助理教

授(右)。 



  
2018 智慧財產權理論與實務研討會─以科技

新趨勢與智財新思潮為主會場參與狀況。 
上午場_報到處情況(1) 

  
上午場_報到處情況(2) 報到處情況(3) 

  
上午場_報到處情況(4) 下午場_報到處情況(1) 



  
下午場_報到處情況(2) 上午場_工作人員等待貴賓報到中 

  
下午場_報到處情況(3) 研討會工作人員合影(1) 

  
研討會工作人員合影(2) 研討會工作人員合影(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