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第二十三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議程 

時間 108年 11月 28日(星期四) 

      08:15－08:45 報  到 

08:45 

∣ 

09:10 

   開幕與貴賓致詞 

   劉尚志 理事長   台灣科技法學會 

   羅秉成 政務委員 行政院 

   葛平亞 副院長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張文貞 院  長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09:10 

∣ 

09:45 

   大會演講Ⅰ： 我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對審制之影響與因應 

   主持人：張文貞 院  長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主講人：陳國成 院  長 智慧財產法院 
 

09:45 

∣ 

10:20 

   大會演講Ⅱ：高齡、長照與法制之調適 

   主持人：林志潔 特聘教授  交通大學 

   主講人：薛瑞元 常務次長  衛生福利部 
 

      10:20－10:35 茶  敘 

10:35 

∣ 

12:00 

                                       主題論壇Ⅰ：美中貿易戰下之營業秘密與美國經濟間諜法 

                                       主持人：黃帥升 合夥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與談人：朱帥俊 檢察官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楊明道 合夥律師 飛翰外國法事務律師事務所 

                                               林志潔 特聘教授 交通大學 
 

      12:00－13:20 午  餐 

13:20 

∣ 

15:00 

A1/美中貿易議題（一）: 新

興科技、國際貿易與專利訴訟 

主持人：汪漢卿庭長（智慧財 

產法院） 

 

講 題：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in the Age of AI, 

Big Data and IoT: New 

Developments in Light of US-

China Trade War 

B1/ AI數位經濟與勞動權益 

 

主持人：黃程貫特聘教授(政

治大學) 

 

講 題：人工智慧對勞動關係 

之影響與因應 

主講人：邱羽凡助理教授（交 

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C1/金融科技創新與監理 

 

主持人：許永欽檢察官（行政院

洗錢防制辦公室執行秘書） 

 

講 題：地下匯兌與金融科技

創新 

主講人：黃嘉慧檢察官（臺灣

新竹地方檢察署） 

 

 

D1/生醫大數據與隱私權 

 

主持人：Robert Leflar 

（University of Arkansas  

School of Law） 

 

講 題：韓國基因檢測監理沙 

盒 

主講人：Won Bok Lee（Ewha  

Womans  University） 

 

E1/環保政策與制度 

 

主持人：劉昌坪合夥律師(理

律法律事務所) 

 

講 題：達成非核家園所需之 

能源轉型政策與法制：以儲能 

法制之建構為中心 

主講人：高銘志副教授（清華

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主講人：Betty Louie（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 LLP） 

 

講 題：U.S. IP Update: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Patent Law, Litigation, and 

PTAB Practice 

主講人：Hsiwen Lo 羅喜文博

士（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 LLP） 

 

 

講 題：Uber 司機之工作者

身分認定－我國與美國之比較

研究 

主講人：謝享穎律師（群展國 

際法律事務所） 

 

講 題：外送平台經濟工作者

勞動關係之探討－以美國加州

法規範為比較 

主講人：宋庭語研究生（交通 

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Why Startup Fails?  

The Failure of ICO/IEO  

Fundraising Model for  

Taiwanese Startups 

主講人：蔡昆洲主持律師 

（Enlighten Law Group） 

 

講 題：透露過多金融資訊可 

能對金融機構造成之法律或其 

他風險 

主講人：魏至潔諮議（行政院 

洗錢防制辦公室） 

 

 

講 題：日本生醫大數據法制 

主講人：秋元奈穂子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醫療機構與商業機構 

間之資料分享 

主講人：陳鋕雄所長（交通大

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低碳輸電系統的轉

型：從英國發展 SF6 free 技術

的策略到台灣部署的實務問題

主講人：江雅綺副教授（臺北

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講 題：Securing and 

Sustaining the First Global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Goal on Poverty Eradication 

through Decent Work from 

Healthcare Services Labor 

Cooperatives Using Mondragon 

Business Model 

主講人：林瑞發副教授（逢甲 

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 

學系） 
 

        15:00－15:20 茶  敘 

15:20 

∣ 

17:00 

A2/美中貿易議題（二）：營

業秘密與美國專利發展 

主持人：蔡惠如庭長（智慧財 

產法院） 

 

講 題：Navigating U.S. Trade  

Secrets and Patents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Huawei and  

Others 

主講人：Xavier Brandwajn &  

        Kyle Chen  

（Greenberg Traurig, LLP） 

講 題：Benefiting from US-

China Trade War: Introduction 

of U.S. Foreign Trade Zone 

B2/ AIoT自駕車個資與隱私權 

 

主持人：陳鋕雄所長（交通大

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AIoT 資訊安全與隱

私法律管理—以智慧家庭為例 

主講人：鄭菀瓊助理教授（政

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

究所） 

 

講 題：Privacy, Cybersecurity 

and Control of Autonomous 

Vehicle Personal Data: An 

Exploration 

主講人：高銘佑研究員 

（英國約克大學法學院） 

C2/ 金融監理、證券犯罪與公

司治理 

主持人：張書華主任檢察官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講 題：擴大緩起訴適用之可

能性—以白領犯罪與經濟刑法

為中心 

主講人：蘇恒毅檢察官（臺灣

橋頭地方檢察署） 

 

講 題：金融機構公司治理與

內部控制—以作業風險管理為

中心 

主講人：黃信維研究生（臺灣 

大學法律學系） 

 

D2/新興科技產業與監理 

 

主持人：徐慧蘭資深特聘研究

員（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術移轉

與法律中心） 

 

講 題：智慧警務科技之應用 

與問題 

主講人：王服清副教授（雲林 

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人工智慧對產業之影 

響~擁抱 AI，戰勝趨勢 

主講人：許淑媛執行長（大洋

法律事務所） 

 

E2/法律科技創新 I 

 

主持人：黃經堯主任（交通大

學產業加速器暨專利開發策略

中心） 

 

講 題：LegalTech 應用 AI

技術在亞太區的發展趨勢、變

遷與展望 

主講人：吳鵬君創辦人（銳卓

國際諮詢顧問有限公司） 
 

講 題：法律科技的發展現況 

主講人：郭榮彥律師(七法 

Lawsnote 創辦人) 
 

講 題：一頁式線上智慧財產

管理系統 



主講人：盧武德博士（Cozen 

O'Connor） 

講 題：自駕車對個人資料保

護法制的挑戰—以德國為例 

主講人：吳瑛珠助理教授（中 

國醫藥大學科技法律碩士學位 

學程） 

 

講 題：法人刑事責任之繼受

─以環境刑法為中心 

主講人：呂昕禹研究生（交通

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論電子支付儲值業之

差異化監理—以穩定幣與功能

型代幣為中心 

主講人：朱瑞翔研究生（臺灣

大學法研所商法組） 

 

主講人：林育竹所長(詠凌法

律事務所) 
 

講 題：對抗式自然語言模型

於專利優化之應用 

主講人：楊岱瑾、陳逸庭、陳

楨、林昆宏、鍾宜軒（Deep 

Law團隊） 

◎會議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A：1001，B：1002，C：1003，D：1008，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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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二十三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議程 

時間 108年 11月 29日(星期五) 

       08:30－09:00 報  到 

09:00 

∣ 

09:40 

   大會演講Ⅲ：金融科技創新及監理 

   主持人：劉尚志 理事長 台灣科技法學會 

                                       主講人：黃天牧 副主任委員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09:40 

∣ 

10:10 

   大會演講Ⅳ：穿著國王新衣的吹哨者保護制度？ 

   主持人：劉尚志 理事長 台灣科技法學會 

   主講人：林志潔 特聘教授 交通大學 
 

      10:10－10:25 茶  敘 

10:25 

∣ 

11:05 

                 大會演講Ⅴ：After Banking:  How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ll Change Financial Services in Taiwan and Around the World 

   主持人：張文貞 院  長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主講人：Prof. Jane Win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School of Law 
 

11:05 

∣ 

12:15 

   主題論壇Ⅱ：明日世界的律師─新時代律師業之挑戰 

   主持人：余若凡 合夥律師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 

                                       與談人：陳鋕雄 所長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數位司法及新時代的法律服務業 

                                               王琍瑩 主持律師 明日科技法律事務所 

                                               施明遠 律師 恆安外國法事務律師事務所 
 

       12:15－13:20 午  餐 

13:20 

∣ 

A3/專利授權契約 B3/區塊鏈、ICO產業與監理 

 

C3/ AI創作智慧財產權 D3/生醫與專利 E3/法律科技創新 II 

 



15:00 主持人：楊智傑教授（雲林科

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專利運用、權利耗盡 

與專利授權的交錯與限制 

主講人：陳在方副教授（交通

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論 AI 智慧財產權及

其授權契約在破產法上的處理

－兼論司法院債務清理法草案

的國際破產視野 

主講人：鄭有為副教授（中央

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講 題：我國專利權質押融資

現況與日本中國對於實踐經驗

給予啟示 

主講人：蔡鴻文副教授、鄭百惠

碩士（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

所） 

 

主持人：林建中副教授（交通 

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首次代表幣發行的美 

麗新世界？—我國證券型代幣 

之規範架構評釋 

主講人：黃朝琮合夥律師（宏 

鑑法律事務所） 

 

講 題：趨同或路徑依循？—

以美中兩國證券詐欺訴訟改革

為觀察點 

主講人：趙冠瑋資深經理（聯

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務處） 

 

講 題：Blockchain 

Application in Medical 

Technology Industry - Korea 

主講人：朱毓華分析師（新加

坡商必帝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李俊賢（國家中山科 

學研究院系統發展中心） 

 

主持人：王敏銓教授(交通大

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探究電腦生成虛擬人

物影像涉及的著作權爭議─從

程式保護衍溢與成果權利歸屬

問題談起 

主講人：林利芝副教授（東吳 

大學法律學系） 

 

講 題：人工智慧創作之著作 

權適格與歸屬 

主講人：許力儒碩士、莊弘鈺 

助理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 

學院） 

 

講 題：人工智慧(AI)參與發

明時對於發明專利之發明人認

定初論 

主講人：賴名亮助理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 

究所） 

 

主持人：林欣蓉法官(最高行

政法院) 

 

講 題：醫藥用途請求項及其

專利有效性爭議 

主講人：陳秉訓副教授（政治

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

所） 

 

講 題：專利挑戰制度對藥物

專利連結訴訟影響之實證研究 

主講人：陳豐奇研究員（國家

衛生研究院） 

 

講 題：CRISPR Patent War 

Between MIT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主講人：盧武德博士（Cozen 

O'Connor） 

 

 

主持人：陳鋕雄所長(交通大

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AI 驅動下的新專利

價值服務 

主講人：李信穎董事長（新穎

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講 題：讓科技走入婚姻—離 

婚案件預判系統 

主講人：雷皓明律師(零一零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講 題：AI Querator 於法律判

決書文件結構化之應用 

主講人：范耀中副教授（中興

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15:00－15:20 茶  敘 

15:20 

∣ 

17:00 

A4/ AI、大數據與競爭法 

 

主持人：詹婷怡律師 

 

 

講 題：論金融資訊整合與公 

平競爭－以保險商品比較平台 

為核心 

主講人：曾允君律師 

 

 

B4/新興科技資訊安全與倫理 

 

主持人：陸大榮教授(中興大 

學化學系/科技管理研究所) 

 

講 題：穿戴式科技發展下之 

隱私權探討：美國與我國法制 

之比較 

主講人：許炳華檢察事務官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C4/ AI應用相關法律問題 

 

主持人：李維心庭長(智慧財 

產法院) 

 

講 題：AI 機器人侵權行為 

相關民事爭議研究 

主講人：楊秋敏助理教授（開 

南大學法律學系） 

 

 

D4/東盟國家（ASEAN）智慧

財產發展 

主持人：陳在方副教授 (交通 

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東盟國家科技發展與

智慧財產政策 

主講人：鄭猷超博士（新加坡知

識產權學院首席助理司長） 

 

E4/法律科技創新 III 

 

主持人：郭榮彥律師(七法 

Lawsnote 創辦人) 

 

講 題：基於深度自然語言處

理模型的法律寫作助理以及探

討其對於法律界生產力的正面

影響  

主講人：崔禕庭、鄭茲鴻 

（EUNOMIA團隊） 



講 題：人工智慧與價格協議 

主講人：王銘勇顧問律師（大 

眾聯合法律事務所） 

 

講 題：演算法定價對聯合行

為法制的挑戰 

主講人：劉致慶合夥律師、 

        蘇弘綸律師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 

 

 

 

 

講 題：個人資料之去識別化

與再識別化風險 

主講人：翁清坤助理教授（輔

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講 題：社群媒體資料的隱私

議題 

主講人：張兆恬助理教授（交 

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金融科技時代個人信 

用評分法制之研究 

主講人：洪靜怡工程師 

（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 

 

講 題：淺論人工智慧對法律

關係中權利與責任之影響 

主講人：趙士瑋（飛翰外國法

事務律師事務所） 

 

 

講 題：東盟國家專利申請與

保護策略 

主講人：蘭渝宏合夥人（北京

元本知識產權代理事務所） 

 

講 題：東盟國家的技術移轉

與智慧財產管理 

主講人：方凱欣博士（法國

Questel 新加坡公司） 

 

講 題：滾動式判決推薦系統 

主講人：賴郁樺、鄭俊彥（判

決算命仙團隊） 

 

講 題：在網頁與 Line bot實

現判決書關鍵字搜尋與社群媒

體關聯性 

主講人：陳盈珍（莫訟團隊） 

◎會議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A：1001，B：1002，C：1003，D：1008，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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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