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第二十一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時間

2017 年 10 月 26 日（四）
08:30 - 09:00 報到
大會主席
劉尚志 院長，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09:00-09:20

開幕致詞

貴賓
陳國成 院長，智慧財產法院
古錦安 副院長，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09:20-09:50

大會演講 I

主講人：

智慧財產法院十週年的新展望

陳國成 院長，智慧財產法院
09:50-10:10

中場休息

主持人：
魏杏芳 委員，公平交易委員會
10:10-12:00

研討主題 I
標準必要專利之集管、包裹授權、
交互授權及回饋授權：韓國、中
國、德國、台灣經驗

與談人：
權五乘 教授，韓國首爾大學法學院
毛璡 合夥律師，金杜律師事務所
Dietrich Kamlah 合夥律師，德國 Taylor Wessing 法律事務所
何愛文 合夥律師，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

12:00-13:00

午餐時間

主持人：

13:00-14:20

汪漢卿 庭長，智慧財產法院
主講人：

研討主題 II
標準必要專利之全球授權、FRAND
規範及權利耗盡

Jay Jurata 合夥律師，美國奧睿律師事務所
與談人：
陳在方 助理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林靜雯 法官，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中場休息

14:20-14:40

主持人：
林欣蓉 法官，最高行政法院
14:40-16:00

研討主題 III/
FRAND 原則下合理權利金估算

主講人：
Alan Cox 董事總經理，諾恆經濟諮詢執行董事及智慧財產權業務部
與談人：
李素華 副教授，台灣大學法律系
沈宗倫 教授，政治大學法學院
主持人：
蔡明誠 大法官，司法院

16:00-17:10

座談
專利授權與競爭法之競合及其對台
灣產業之影響

與談人：
劉尚志 院長，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林欣蓉 法官，最高行政法院
商千儀 資深處長，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楊智傑 副教授，雲科大科技法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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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National Technology Law Conference
時間

2017 年 10 月 27 日（五）
報到

08:30 - 09:00

09:00-09:40

09:40-10:20

大會演講 II
專利、競爭與創新：台灣企業面對的
挑戰與機會
大會演講 III
文化產業發展中的政府：角色職能
與政策

主持人：
林志潔 副院長，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主講人：
宿文堂 副總經理暨法務長，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人：
林三元 副廳長，司法院司法行政廳
主講人：
劉華 所長，華中師範大學知識產權研究所
中場休息

10:20-10:40
主持人：

10:40-12:00

李維心 庭長，智慧財產法院
與談人：

研討主題 IV
專利貢獻度在損害賠償之估算

劉尚志 院長，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楊智傑 副教授，雲科大科技法律研究所
莊弘鈺 助理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陳秉訓 助理教授，政治大學科管與智財所
12:00 -13:00

分場演講 A1

13:00-14:15

分場演講 B1

主持人：馮震宇 教授 (政治大學法律系)

主持人：陳忠行 庭長 (智慧財產法院)

講題： Recent and Upcoming
Developments in U.S. Patent Law,
Litigation, and PTAB Proceedings
主講人：Robert Benson 合夥律師
（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 LLP）
講題： TC Heartland: Major Shift in
Patent Venue, but Only for US
Companies
主講人：Dr. Jeffrey Johnson 合夥律師
（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 LLP）

講題： 新南向智財議題
主講人：Matthew English 合夥律師
（Marks & Clerk Singapore LLP）
講題： 專利無效判決與國際投資仲裁徵收爭
議—以 Eli Lilly v. Canada 案為中心
主講人： 陳在方 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科法學院)

分場演講 A2

分場演講 B2

分場演講 C2

主持人：蔡志宏 法官
(智慧財產法院)
講 題 ： “ Sharks and Minnows – Patent
Litig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US
Market”

主持人：陸大榮 教授
(中興大學科管所)
講題： 政府推動產業創新策略應有的智財
政策
主講人： 林欣吾 所長（台經院研三所）

主持人： Naoko Akimoto 助理教授
（交大科法學院）
講題： Introduction of Japanese Judicial
Procedure
主講人： Naoko Akimoto 助理教授
（交大科法學院）
講題： Patent Law System in Japan How patent rights are obtained
and enforced
主講人： 古城 春実 弁護士
（桜坂法律事務所）

主講人：Vivian Kuo 合夥律師
（Winston & Strawn LLP）

講題： 論電視節目之商標性質與著作權侵
害—以「回到愛以前」戲劇節目著
作之相關侵權案為例
主講人： 陳秉訓 助理教授（政大科智所）

主講人：Andrew Sommer 合夥律師
（Winston & Strawn LLP）

中場休息

15:40-15:50
分場演講 A3

15:50-17:05

分場演講 C1
主持人：林志潔 副院長
(交大科法學院)
講題 ： A World Beyond Contract–
無人商店與電子隱私
主講人： 林三元 副廳長
（司法院司法行政廳）
講題 ： A World Beyond Cash –
從行動支付談台灣電子支付之
法規與監理
主講人： 林育廷 副教授
（東吳大學法律系）

中場休息

14:15-14:25

14:25-15:40

午餐時間

主持人：范智達 法官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講 題 ： Shall We Dance: Mastering the
“Steps” of the BPCIA While
Avoiding Common Pitfalls
主講人： Jovial Wong 合夥律師
（Winston & Strawn LLP）
主講人： Jonathan E. Retsky 合夥律師
（Winston & Strawn LLP）

分場演講 B3

分場演講 C3

主持人： 杜惠錦 法官
(智慧財產法院)

主持人：王敏銓 副教授
(交大科法學院)

講題： 知識產權法中的停止侵害救濟制度
主講人：楊濤 副教授
（華中師範大學法學院）
講題： 互聯網中的產業與產業互聯網—
大陸文創產業知識產權發展狀貌
主講人： 周瑩 研究員
（華中師範大學知識產權研究所）

講題：

2

商標使用與著名商標保護案
例研析
主講人： 胡秉倫 商標高級審查官
（經濟部智慧局）
講題： 著作權法全盤修正簡介
主講人： 毛浩吉 組長
（經濟部智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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