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第二十二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議程 
時間  107 年 11 月 8 日(星期四) 

08:30－09:00 報  到 
09:00 
∣

09:05 

開    幕
大會主席：劉尚志 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創院院長/台灣科技法律學會理事長 

09:05 
∣

09:45 

大會演講Ⅰ：智慧財產法院十年與制度變革

主講人：陳國成 院長，智慧財產法院

09:45 
∣

10:25 

大會演講Ⅱ：新型態犯罪與科技偵防—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時代之挑戰 
主講人：呂文忠 局長，法務部調查局

10:25－10:40 茶  敘 
10:40 
∣

11:20 

大會演講Ⅲ：人工智慧、區塊鏈時代的情理法

  主講人：林之晨 創辦合夥人，AppWorks  

11:20 
∣

12:00 

大會演講Ⅳ：後匯流時代的數位治理

主講人：詹婷怡 主任委員，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2:00－13:00 午  餐 

13:00 
∣

14:10 

A1/數位科技與智慧財產權 

主持人：陳國成院長(智慧財產法院) 

講 題：當開源軟體遇上專利--以區塊 
鏈為例探索此兩難困境及解

決方案

主講人：宋皇志副教授

  (政大科管智財所) 

講 題：大數據對專利法制實務之衝

擊因應：以我國專利更正實

證為例

主講人：黃崧洺專利師

B1/人工智慧法律與遠距醫療 

主持人：蔡惠如庭長(智慧財產法院) 

講 題：人工智慧時代的法律挑戰

主講人：蔡昆洲主持律師

  (Enlighten Law Group) 

講 題：遠距醫療對我國現行法律適

用之挑戰

主講人：于佳佳副教授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 

C1/公平交易與專利損害賠償 

主持人：李維心庭長(智慧財產法院) 

講 題：拒絕交易或拒絕授權是否違反

競爭法？美國案例研究

主講人：楊智傑教授

(雲科大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論專利侵權行為之不當得利計

算應考慮侵權人專利貢獻度

主講人：陳秉訓副教授

(政大科管智財所) 

D1/法律科技新創及技轉 

主持人：陳鋕雄所長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法律科技的破壞式創新

主講人：郭榮彥律師

(七法 Lawsnote 創辦人) 

講 題：加速擁抱法律科技—便利法律

人的好工具

主講人：雷皓明律師(法旭數位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人) 



14:10－14:25 茶  敘 

14:25 
∣

15:35 

A2/區塊鏈與數位內容傳輸 

主持人：顧振豪副所長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區塊鏈與數位內容之保護及

利用

主講人：章忠信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法學院) 

講 題：從區塊鏈與資料傳輸的法律

問題談起

主講人：呂嘉穎博士候選人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B2/科技保護與合理使用 

主持人：蔡惠如庭長(智慧財產法院) 

講 題：論文字資料探勘行為涉及的

資料庫保護爭議─以科技保

護措施為中心

主講人：林利芝副教授

(東吳大學法學院) 

講 題：非合理使用之電影評論影片

侵權人的刑事責任

主講人：陳秉訓副教授

  (政大科管智財所) 

C2/美國專利 IPR 制度 

主持人：陳在方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多方複審 IPR/授權後複審 

 PGR 在美國專利侵權訴訟中 
的衝擊及運用策略

主講人：盧武德博士

(Cozen O'Connor) 

講 題：Predicting Institution Decisions 
of Inter Partes Review 
主講人：陳豐奇研究員

 (國家衛生研究院) 

D2/法律科技新創與技轉 

主持人：陳鋕雄所長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中國區塊鏈的現狀與未來

主講人：賴遠青副理

(華晶科技股份有公司) 

講 題：智權區塊鏈驗證中心—BIP 

主講人：李信穎總經理

(新穎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5:35－15:50 茶  敘 

15:50 
∣

17:00 

A3/區塊鏈、智慧合約與業者自律 

主持人：林志潔特聘教授(交通大學) 

講 題：區塊鏈教育及虛擬通貨交易自

律監理

主講人：林盟翔副教授

(銘傳大學財金法律學系) 

講 題：由日本虛擬通貨監理談起─國

際虛擬通貨監理趨勢與因應

主講人：林其樺經理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B3/國際貿易與個人資料保護 

主持人：杜惠錦法官(智慧財產法院) 

講 題：服務貿易規範與個人資料跨

境流動限制之衝突與調和

主講人：陳在方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歐盟 GDPR 與 ICANN 
WHOIS 的交鋒—網際網路的公益保障

與隱私維護

主講人：蔡志宏法官(智慧財產法院) 

C3/智慧財產法制與法理 

主持人：陳忠行法官 (智慧財產法院) 

講 題：新興科技發展下專利法制之反

省與因應：以專利權侵害為中心

主講人：沈宗倫教授(政治大學法學院)  

講 題：財產法理論在智慧財產權法的

應用

主講人：王敏銓副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D3/藥事法與生醫專利 

主持人：李素華副教授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講 題：藥事法專利連結制度之各國比

較與本土廠商對策

主講人：蔡鴻文副教授、黃鈺鈞研究生

 (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 

講 題：從專利舞蹈制度談美國生物相

似性藥品上市與訴訟策略

主講人：廖瑋婷碩士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會議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A：1002，B：1008，C：1003，D：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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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第二十二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議程 
時間   107 年 11 月 9 日(星期五) 

08:30－09:00 報  到 
09:00 
∣

09:50 

大會演講Ⅴ： 美中貿易戰下的法律挑戰

主持人：劉尚志 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創院院長

主講人：林良蓉 主任委員，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09:50 
∣

10:50 

大會演講Ⅵ：美國聯邦刑法的「域外」效力—以經濟間諜法、海外反貪腐法、與洗錢防制法

主講人：林志潔 特聘教授，交通大學

10:50－11:10 茶  敘 
11:10 
∣

12:00 

大會演講Ⅶ：數位轉型趨勢下台灣創新體系現況與方向

主講人：林欣吾 所長，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三所

12:00－13:00 午  餐 

13:00 
∣

14:10 

A4/歐盟隱私保護 GDPR 

主持人：陳鋕雄所長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論數位經濟潮流下歐盟一般資

 料保護規則(GDPR)域外效力 
規定及其適用問題

主講人：郭戎晉高級專家、

曹衛紅法務專家

 (阿里巴巴集團總部) 

講 題：歐盟隱私法(GDPR)簡介及隱 
私聲明範例分析

主講人：盧武德博士

(Cozen O'Connor) 

B4/商業賄賂 

主持人：王志誠教授(中正大學法學院) 

講 題：商業賄賂應刑罰性探討

主講人：張冠華副主任

 (法務部調查局新竹縣調查站) 

講 題：醫療事業賄賂問題概述

主講人：惲純良助理教授

 (雲科大科技法律研究所) 

與談人：林志潔特聘教授(交通大學) 

C4/人工智慧法律科技 

主持人：蔡志宏法官(智慧財產法院) 

講 題：一種基於長短期記憶 LSTM 
模型的司法院判決書人工智

慧分析架構與應用

主講人：劉奕昇助理教授(人文暨社會 
科學院)、劉志俊副教授 (靜 
宜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講 題：應用人工智慧(AI)與區塊鏈 
 (Blockchain)技術提升學研機 
構技術移轉的效率

主講人：賴名亮助理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D4/美國專利制度及 SEP 最新發展 

主持人：汪漢卿庭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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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 LLP) 

講 題：Recent Developments in 
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 & FRAND 
Licensing 
主講人：Jay Jurata   
(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 LLP) 



14:10－14:25 茶  敘 

14:25 
∣

15:35 

A5/台灣新創法規與政策環境座談會 

主持人：蔡宜芯合夥律師

 (博聯盛新律師事務所) 

主講人：曾更瑩合夥律師

 (理律法律事務所) 

主講人：林弘全董事長(豐利創投、交

大天使投資執行長) 

主講人：楊家彥博士(前任台灣經濟研

究院研究六所所長、台灣潮流投資人) 

B5/ 專利，公平交易及國際貿易 

主持人：汪漢卿庭長(智慧財產法院) 

講 題：SEPs and FRAND: The Impact 
of Unwired Planet and TCL 
Communications 
主講人：Jonathan E. Retsky, 
Vivian S. Kuo (Winston & Strawn LLP) 

講 題：IP, Trade and Other Technology 
Related Issues for Asian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in the US 
主講人：Thomas L. Jarvis, Andrew R. 
Sommer(Winston & Strawn LLP) 

C5/數位科技與產品責任 

主持人：范智達法官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講 題：非醫療機構健康資料庫授權

行為之法律界限—以行動健

康 APP 為中心 
主講人：陳景筠律師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講 題：3D 列印醫療器材相關之產 
品責任議題

主講人：張信綱碩士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D5/ AI 時代下之勞動權益(一)： 

零工經濟模式對於勞動法之衝擊與因應

主持人：陳鋕雄所長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德國平台經濟與零工經濟法律

結構的初探

主講人：劉士豪教授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講 題：科技與經濟發展趨勢下的勞動

 法發展觀察--零工經濟模式對 
於勞動法之衝擊與因應

主講人：陳建文副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5:35－15:50 茶  敘 

15:50 
∣

17:00 

A6/ ICO、金融科技與金融監理 

主持人：蔣念祖兼任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法學院) 

講 題：金融科技的洗錢防制監理

主講人：孫永蔚碩士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區塊鏈融資的法律議題與監理

 思路—以 ICO(Initial Coin 
    Offering)為中心 

主講人：王聖雯碩士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B6/自駕車與再生醫療 

主持人：李維心庭長(智慧財產法院) 

講 題：自駕車法制之研究－以美國及

德國法為中心

主講人：莊弘鈺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我國與美國、日本法再生醫療

產品及技術管制模式之比較研

究

主講人：張子柔資深律師、

洪邦桓助理合夥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C6/智慧財產權損害賠償 

主持人：王敏銓副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商標侵權案件之救濟—非財

產上損害與侵權所得利益給

付之探討

主講人：范智達法官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講 題：惡意侵權與加重損害賠償之

    實證研究—後 Halo 案時代 
主講人：吳健豪碩士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D6/ AI 時代下之勞動權益(二)： 

網路時代之工會與集體勞動權

主持人：張烽益執行長

   (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 

講 題：網路時代之工會組織與團結權

—以日本網路工會之法律地位

和實際運作為例

主講人：張鑫隆副教授

 (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講 題：平台經濟工作者之集體勞動權

—以德國工會發展為例

主講人：邱羽凡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會議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A：1002，B：1008，C：1003，D：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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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