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第十七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議程表 

 
◎場地安排： A：國際會議廳，B：第四會議室，C：第一會議室 

備註：主辦單位保留所有議程更動之權利，議程內容以研討會當天會場公告為主。 

時間 102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三） 
08:30－09:00 報  到 

09:00 
∣ 

09:15 

 
開幕 

 
大會主席：吳妍華校長（交通大學） 

 
大會貴賓：李貴敏委員（立法委員、金典法律事務所所長)、劉達明將軍（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副院長)、 

杜東佑資深副總經理暨法務長（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A 場舉行 B 場同步 

09:15 
∣ 

10:00 

 
大會專題演講： 產業攜手合作 共創智財新藍海 

 
 
 

主講人：李貴敏委員（立法委員、金典法律事務所所長)  
A 場舉行 B 場同步 

10:00－10:15 中場休息 

10:15 
∣ 

11:00 

 
大會專題演講： Patent Alliances: How they could work for you? 

 
 
 

主講人：杜東佑資深副總經理暨法務長（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A 場舉行 B 場同步 

11:00 
∣ 

12:00 

 
大會專題演講：外國立法例在專利法之立法及實務上之運用及展望 

 
 
 

主講人：蔡明誠教授（前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A 場舉行 B 場同步 

12:00－13:00 午  餐 

13:00 
∣ 

14:15 

 
A1/標準專利與權利金 

 
主講人：Robert Benson 律師&羅喜文律師 
     (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 LLP) 
講  題：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in U.S. 

Courts and the ITC: Injunctive 
Relief and Calculating a FRAND 
Royalty 

 
主講人：楊雅琪副研究員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 
講  題：產業標準關鍵專利授權態樣及其

侵權訴訟策略之研究 
 

 
B1/著作權 

 
主講人：陳匡正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法律研究所） 
講 題：孤兒著作授權使用與設定質權之議題

研究 
 
主講人：蘇南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 
講 題：論著作權對文化創意產業之保護 
 

 
C1/醫療糾紛 

 
主講人：吳俊穎教授 
    （陽明大學內科） 
講 題：醫療糾紛鑑定的維持率： 

二十年全國性的實證研究結果 
 
主講人：張婷助理教授 
    （嶺東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講 題：由法律經濟學視角探討台灣醫 
    療糾紛解決機制之研究 
 

14:15－14:30 中場休息 

14:30 
∣ 

15:45 

 
A2/專利訴訟之專家證人與反競爭 

 
主講人：陳秉訓助理教授 

（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講  題：The Battle of Expert Witnesses in  
 United States Patent Litigation 

 
主講人：楊智傑助理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所） 
講  題：美國藥品專利訴訟逆向支付協議

之研究--以美國聯邦法院判決為中心 

 
B2/著作權 

 
主講人：黃 絜 

（台北大學法律研究所） 
講  題：論我國著作權法中禁止不當利用權與

禁止醜化權之區別 
 
主講人：張雅君 

（台北大學法律研究所） 
講  題：論著作之保護界線與抄襲要件中實 
        質近似之判斷 

 
C2/藥品試驗資料保護與食品安全 

 
主講人：楊培侃副教授 

（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講 題：從私營標準之發展論 SPS 協定在

全球食品安全治理之功能與限制 
 
主講人：易建明副教授 

（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講 題：TRIPs 下美國內國法、美國自由貿

易協定(FTA)有關藥品「試驗資料
專屬」規範之比較研究 

 
15:45－16:00 中場休息 

16:00 
∣ 

17:15 

 
A3/專利權利範圍 

 
主講人：吳宏亮所長 

（德律國際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 

講 題：橘逾淮為枳？解釋申請專利範圍 

        之時機與適用方法之辯明 
 
主講人：郭宏杉助理教授 

（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講 題：設計專利之專利權建構 

 
B3/醫療器材法規 

 
主持人：高純琇教授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執行長） 
 
主講人：呂家鋒律師 

（美國 Baker & McKenzie 律師事務所） 
講 題：The regulatory strategy of In Vitro 

Diagnostics- the U.S., E.U., Japan, and  
China 

 
C3/醫療法與組織 

 
主講人：蕭雅純醫師 
    （馬偕醫院） 
講 題：定位不明的照護者--論專科護理

師之認證標準與執業範圍 
 
主講人：陳甫倫醫師 

（放射診斷專科醫師） 
講 題：醫療機構組織責任之建構 
 
主講人：吳宛蓉 

（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講 題：台灣醫療強制責任險之探討─與 
        美國各州及其他險種比較為中心 

 

主辦單位：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暨科技法律研究所、台灣科技法學會 
協辦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財團法人亞太智慧財產權發展基金會、 
     台灣電力後端營運處、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交大科技與社會智庫 



2013 年第十七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議程表 
時間 102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四） 

08:30－09:10 報  到 

09:10 
∣ 

09:50 

 
大會專題演講：Latest IT and Law Developments Arising from the Red Dot & Foreseeable Trends in Global IT Law Issues 

 
 
 

主講人：Warren B. CHIK 植錦偉副院長（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A 場舉行 B 場同步 

09:50 
∣ 

10:30 

 
大會專題演講：營業秘密法入罪化之後續─兼論我國經濟間諜法之立法可能性 

 
 
 

主講人：林志潔副教授（交通大學科法所、司法官學院及法官學院講座） 
A 場舉行 B 場同步 

10:30－10:45 中場休息 

10:45 
∣ 

12:00 

 
A4/美國專利訴訟發展及訴訟策略 

 
主講人：楊明道律師 
    （Finnegan, Henderson, Farabow,  

Garrett & Dunner, LLP） 
 
講 題：Anti-Patent-Troll Movements - Fee 

Recovery Cases and Other 
Developments in Courts, ITC and the 
US Government 

 

 
B4/營業秘密實務及專利適格 

 
主講人：黃帥升律師&洪志勳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講 題：營業秘密制度建置及實務案例解析 
 
主講人：王立達副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美國方法專利標的適格新近案例發展  

 
C4/科技與財經刑法 

 
主講人：黃宗旻博士 
    （台灣大學） 
講 題：電信法第 56 條第 1 項之適用問題 

研究 
 
主講人：顔佳新所長 
    （佳新環境工程技師事務所） 
講 題：環境影響評估文書之真實義務— 
    評永揚環評案 
 

12:00－13:00 午  餐 

13:00 
∣ 

14:15 

 
A5/專利侵害與先使用者抗辯 

 
主講人：高士偉律師 
     (臻瑞產業育成股份有限公司) 
講 題：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he“prior user rights”defense  
    on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under the Leahy-Smith America  
    Invents Act 
 
主講人：張添榜博士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從美國法觀點探討我國專利揭示 

貢獻原則在均等論下之規範與實踐  
 

 
B5/專利分析與專利制度 

 
主講人：王育慧助理教授 

（台北科技大學服務與管理研究所） 
講 題：光儲存技術專利池競爭、創新與授權 

策略之研究 
 
主講人：王服清副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論歐盟單一專利制度之規劃與問題－ 

以歐洲專利制度為中心 

 
C5/科技與財經刑法 

 
主講人：柯政昌醫師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講 題：健保詐欺量刑標準之實證研究 
 
主講人：范宜愷廉政官 
    （法務部廉政署）  
講 題：杜絕不當的政商利益輸送─重構

公務員旋轉門條款 

14:15－14:30 中場休息 

14:30 
∣ 

15:45 

 
A6/專利授權與科技產業競爭 

 
主講人：Robert Benson 律師&羅喜文律師 
     (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 LLP) 
講 題：Patent Exhaus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aiwanese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主講人：林靜雯法官（智慧財產法院）、 
    王仲律師（前理律法律事務所 
    資深合夥律師）、劉羽珊律師 
講 題：專利授權、權利耗盡及默示授權 
    討論及提問 
     (Panel Discussion, Q&A) 
 

 
B6/資通法律 

 
主講人：林利芝副教授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講 題：探討數位匯流產業涉及之著作權侵害 

爭議─以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
WNET v. AEREO 案為中心 

 
主講人：葉志良助理教授 

（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碩士學位學程） 
講 題：網際網路互連爭議解決的管制挑戰 

 
C6/環境能源 

 
主講人：蔡岳勳副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碳金融交易制度發展與風險監管 

之法規政策研究 
 
主講人：高銘志助理教授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從給付行政之法律保留密度論我 

國太陽光電競標制度之適法性 
 
主講人：蔡博坤法律研究員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談美國需量管理法制政策對台灣 

綠色產業發展之啟示 

15:45－16:00 中場休息 

16:00 
∣ 

17:15 

 
A7/專利授權與科技產業競爭 

 
主講人：Robert Benson 律師&羅喜文律師 
        (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 LLP) 
        、林靜雯法官（智慧財產法院） 
        、王仲律師（前理律法律事務所 
    資深合夥律師）、劉羽珊律師、 
    陳在方助理教授（交通大學科技 
    法律研究所） 
講 題：專利授權與我國科技產業 
 

 
B7/資通法律 

 
主講人：陳志宇法律研究員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國際閒置頻譜利用政策之發展對我國 

頻譜政策之影響 
 
主講人：黃志雯法律研究員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從各國「寬頻入戶」法規檢視我國寬 

頻 100M 發展 

 
C7/國際投資及證交法 

 
主講人：高啟中副教授 
    （銘傳大學法律學系） 
講 題：中小企業對國際投資仲裁接近利 
    用途徑的保障－以仲裁費用議題 
    為中心 
 
主講人：吳奐廷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論操縱市場損害賠償金額之計算 
    方法 
 
與談人：薛景文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場地安排： A：國際會議廳，B：第四會議室，C：第一會議室 
備註：主辦單位保留所有議程更動之權利，議程內容以研討會當天會場公告為主。 

日  期：102 年 11 月 20、21 日（星期三、星期四） 
地  點：國立交通大學光復校區電子資訊研究大樓 
報名方式：102 年 11 月 10 日前上網報名，網址：http://tinyurl.com/kjslrne 
主辦單位：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暨科技法律研究所、台灣科技法學會 
協辦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財團法人亞太智慧財產權發展基金會、 
     台灣電力後端營運處、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交大科技與社會智庫 

http://tinyurl.com/kjslr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