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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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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 
 

09:00 
∣ 

09:15 

08:30－09:00 報   到 

開    幕 
大會主席：劉尚志 院長（交大科法學院）    

大會貴賓：洪瑞章 董事長（瑞智智慧財產股份有限公司）、 李貴敏 所長（金典法律事務所）    A 場舉行 B 場同步 

09:15 
∣ 

09:55 

大會專題演講(一)：科技法律的足跡與前景：開創法學研究的新視野 
主持人：劉尚志 院長（交大科法學院）                                      

                        主講人：林三元 法官（台中地方法院）                               A 場舉行 B 場同步 
09:55 
∣ 

10:35 

大會專題演講(二)：法律服務業全球化與律師國際化 
主持人：劉尚志 院長     （交大科法學院）                                      

                        主講人：邵瓊慧 資深合夥律師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                A 場舉行 B 場同步 
10:35-10:45 中場休息 

A1/美國生醫專利訴訟最新案例 
 
主持人：陳國成 廳長 

（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 
 

講 題：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Restricting U.S. Software Patents ––  
Deaths of Biotech and Other Patents  
Under § 101 

主講人：楊明道 合夥律師    
（Finnegan, Henderson, Farabow,   

Garrett & Dunner, LLP） 
講 題：Navigating Dire Straits: Prosecuting  

U.S. Patents to Minimize §112 and  
IPR Risks    

主講人：馬宗聖 合夥律師     
（Finnegan, Henderson, Farabow,  

Garrett & Dunner, LLP） 
 

B1/刑事沒收新制 
 
主持人兼與談人：林志潔 副院長                  
              （交大科法學院） 
 
講 題：我國刑事沒收新制對企業之影響 
主講人：林鈺雄 教授（台大法律學院） 
 

C1/金融科技與大數據創新應用 
 
主持人：李大嵩 教授（交大 研發長） 
 
講 題：金融科技創新殺手級應用 
主講人：黃思皓 助理教授（交大資財系） 
 
講 題：從資料賦權的規制談資料創新應用 
主講人：許慧瑩 兼任助理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 
        葉志良 助理教授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10:45 
∣ 

12:00 

12:00-13:00 午    餐 

A2/金融科技與洗錢防制 
 
主持人：林鈺雄 教授（台大法律學院） 
 
講 題：論我國金融科技與洗錢防制規範  
主講人：蔡昆洲 律師 

（律師公會 財經法委員會副主委） 
 
講 題：論新興洗錢犯罪手段之實證研究 

—以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為研究中心    
主講人：蘇文杰 調查官 
       （法務部 調查局洗錢防制處） 

B2/國際投資仲裁 
 
主持人：林建中 副教授（交大科法學院） 
 
講 題：投資仲裁判斷及暫時性措施之執

行─與商務仲裁之比較 
主講人：吳必然 資深顧問 

（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 
 
講 題：國際仲裁– 贏的策略 
主講人：陳希佳 合夥律師                  

（品誠梅森律師事務所） 

C2/生醫產業、人才與智慧財產權 
 
主持人：陳鋕雄 副教授 （交大科法學院） 
 
講  題：如何運用法律保護生技公司命脈—

人才與智慧財產權 I 
主講人：劉致慶 合夥律師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 
 
講 題： 如何運用法律保護生技公司命脈—

人才與智慧財產權 II 
主講人：王韋傑 合夥律師  

 

C3/醫療糾紛與銀髮族法 
 

主持人：吳俊穎 教授 （東海大學法律學院） 
 
講 題：醫療訴訟之實證研究：民事案件之

上訴率及其維持率 
主講人：吳俊穎 教授（東海大學法律學院） 

楊增暐 博士生（東海大學法研所） 
陳榮基 醫師  （恩主公醫院） 

 
講 題：德國長照保險照顧需求性評估新論 

—以 2017 年實施之新法為中心 
主講人：林谷燕 副教授（空大社會科學系） 
 
講 題：私部門無障礙網站法制推動衍生法

律問題 
主講人：李姿瑩 研究員（資策會科法所） 

13:00 
∣ 

14:15 

14:15-14:25 中 場 休 息 

B3/企業併購及國際仲裁 
 

主持人：王志誠 教授（中正大學財法系） 
 
講  題：非合意（敵意）併購之攻防與企業

併購之董監責任 
主講人：吳志光 合夥律師  

（理律法律事務所） 
 
講  題：第三方資助仲裁 
主講人：林  瑤 合夥律師 

 （理律法律事務所） 

A3/金融科技專利分析 
 
主持人：洪瑞章 董事長 

（瑞智智慧財產股份有限公司） 
 
講 題：美國銀行金融科技專利分析 
主講人：陳省三 副教授、韓鴻綺 
      （北科大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講 題：互聯網金融的專利視角 
主講人：王永紅 合夥律師 
       （中倫律師事務所） 
 

15:40-15:50 中 場 休 息 

14:25 
∣ 

15:40 

A4/金融科技專利趨勢暨申請策略 
 
主持人：洪瑞章 董事長 

（瑞智智慧財產股份有限公司） 
 
講  題：金融科技專利申請策略之探討 
主講人：陳啟桐 主持律師              

（台灣科技法律事務所） 
 
講  題：從金融科技（Fintech）專利申請看 

兩岸軟體專利之差異 
主講人：袁建中 高級顧問 
       （德恒律師事務所） 
 

B4/大數據與隱私權保護 
 

主持人：范智達 法官（智慧財產法院） 
 
講  題：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17 條

之法制與資料去識別化的標準化進

程初探 
主講人：樊國楨 副教授 (交大資管所） 

蔡昀臻  (交大管科所) 
 
講 題：大數據潮流下之隱私保護法制設計 

以日本個人情報保護法修正為例 
主講人：郭戎晉 組長（資策會科法所） 
 
講 題：生醫資料研究與隱私保護之平衡—

以政府健康資訊之開放應用為中心 
主講人：韓瑋倫 律師（大尹法律事務所） 

C4/大數據與被遺忘權 
 

主持人：林三元 法官(台中地方法院) 
 
講 題：歐盟被遺忘權發展與對台灣的啟示 
主講人：徐彪豪 研究員（資策會科法所） 
 
講  題：括號裡的被遺忘的權利：新歐盟個

人資料保護規則（DSGVO）第 17
條 

主講人：吳瑛珠 博士後暨專任助理 
（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 

時間 

15:50 
∣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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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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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09:15 報   到 

   大會專題演講(三)：全球化下的刑法變遷與功能再造 
                                     主持人：羅秉成 理事長（冤獄平反協會） 

                         主講人：林志潔 副院長（交大科法學院）                         A 場舉行 B 場同步 

                 大會專題演講(四)：新進科技正引領我們探索法律人新生命的桃花源 
                                     主持人：羅秉成 理事長（冤獄平反協會） 

主講人：謝福源 副法務長（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A 場舉行 B 場同步 

10:10－10:20 中場休息 

A5/標準必要專利   
主持人： 蔡惠如 副廳長 
        (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  
講 題：侵害 FRAND 承諾標準必要專利權

之警告通知與不正競爭行為   
主講人：王銘勇 法官（新竹地方法院） 
 
講 題：Regulatory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主講人：莊弘鈺 助理教授（交大科法學院） 
 
講 題：標準必要專利法制發展及對應策略 
主講人：劉憶成 研究員（資策會科法所） 
 
講 題：標準必要專利超高定價之反托拉斯

疑義—由中國大陸高通案所受之啓
發 

主講人：何晴 博士生（臺北大學法律系） 

B5/兆豐案與美國反洗錢法 
 
主持人：李貴敏 所長（金典法律事務所） 
 
講  題：一堂 1.8 億美金的課－反洗錢法制

與金融監理 
主講人：林志潔 副院長、蔡謦伊、孫永蔚  

（交大科法學院） 
 
講  題：從兆豐案談反洗錢法制與法令遵循 
主講人：許永欽 檢察官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C5/著作權法及發展趨勢 
 
主持人：王敏銓 副教授 （交大科法學院） 
 
講 題：OTT 產業發展及 TPP 鎖碼訊號保護 

夾擊下之著作權法制新挑戰 
主講人：章忠信 助理教授 
      （東吳法律系暨智財研究中心主任） 
 
講  題：電影評論與著作權合理使用—兼評

「谷阿莫」評論影片之使用   
主講人：陳秉訓 助理教授（政大科管智財所） 
 

12:00-13:00 午    餐 

A6/美國專利訴訟及營業秘密法發展 
 
主持人：蔡惠如 副廳長 
        (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 
  
講 題：Recent Developments in Patent Law 

– and What to Expect Next 
主講人：Robert J. Benson, Partner 

(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 LLP) 
 
講 題：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and 

Recent Trends in U.S. Trade Secret 
Litigation 

主講人：James Pooley, Senior Counsel 
(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 LLP) 

B6/食品安全標示制度 
 
主持人：倪貴榮 教授（交大科法學院） 
  
講 題：從消費者知的權利論美國食品標示

制度 
主講人：陳鋕雄 副教授（交大科法學院） 
 
講  題：日本食品標示制度 
主講人：秋元奈穗子 助理教授  

（交大科法學院）        
 
講 題：美國基因改造食品標示規範發展探

討─以 2016 年基因改造食品標示

法案為中心 
主講人：張愷致 博士候選人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法學院） 

C6/商標發展趨勢 
 
主持人：王敏銓 副教授（交大科法學院）                 
 
講  題：美國營業包裝(TRADE DRESS)識別

性探討 
主講人：徐子涵 （交大科法學院） 
 
講  題：「語言中的先占」—論商標與產地

證明標章之權利衝突 
主講人：陳思宇 （交大科法學院） 

C7/TPP/TBT 與醫療器材 
 
主持人：李貴英 教授（東吳大學法學院） 
 
講 題：亞洲醫療器材法規實務        
主講人：張印本 總經理 

（理工科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講 題：從美日醫療器材查驗規範發展看

國際法規協合趨勢 
主講人：李子偉主任                     

（工研院量測技術發展中心醫療  
器材驗證室） 

  

14:15-14:25 中 場 休 息 

B7/食品風險管理 
 
主持人：林昱梅 教授（中興大學法律系） 
 
講 題：我國食品 GMP 制度之困境與建議 
主講人：王服清 副教授、林承晏 

（雲科大科法所） 
 
議  題：食品風險管理 
主講人：鄭維智  博士 

（衛福部食藥署簡任技正） 
 
講  題：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政經效果分

析：一個多面向的質性比較研究 
主講人：譚偉恩 助理教授、郭家瑾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與談人：顏瑞泓 教授（台大農化系） 

A7/美國專利侵權訴訟案例 
 
主持人：馮震宇 教授（政大法學院） 
 
講 題：Saving Interactive Technology Patents  

after Limelight Networks, Inc. v.  
Akamai Techs., Inc., 134 S. Ct. 2111  
(2014) 

主講人：陳秉訓 助理教授（政大科管智財所） 
 
講 題：美國專利蓄意侵權之認定：2016 年 

美國最高法院 Halo v. Pulse 案 
主講人：楊智傑 副教授（雲科大科法所） 
 
講 題：An Empirical Study on Patent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Decisions of Court  
of Appeal for the Federal Circuit—The  
Impact of U.S. Supreme Court Case  
Mayo v. Prometheus 

主講人：李奕璇（交大科法學院） 
15:40-15:50 中 場 休 息 

A8/生醫法律專題演講 
主持人：馮震宇 教授 (政大法學院) 
 
講  題：生技醫藥業與法律的互動 
主講人：潘  飛  法務長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8/食品安全專家論壇 
主持人：吳焜裕 立委 

（立法院社福及衛環委員會） 
與談人：蔡仲偉 博士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秘書長） 
與談人：林昱梅 教授 

（中興大學法律學系） 
與談人：許庭禎 兼任副教授 
      （台大食科所） 
與談人：張南薫 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國貿系） 
與談人：許惠玉 主任                

（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中心） 
 

C8/TPP/TBT 與有機產品 
主持人：倪貴榮 教授（交大科法學院） 
 
講 題：臺灣有機農業發展與管理 
主講人：林麗芳副署長  

（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講 題：TPP/TBT 協定中對有機農產品之管

理查驗規制分析  
主講人：薛景文 助理教授 （政大國貿系） 
講 題：當 TPP 遇見 TPP—論新型貿易投資

協定對菸品管制措施的保障 
主講人：侯惇議、陳思妤（交大科法學院） 

105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 
 

10:20 
∣ 

12:00 

15:50 
∣ 

17:05  

時間 

09:15 
∣ 

09:40 

09:40 
∣ 

10:10 

14:25 
∣ 

15:40  

13:00 
∣ 

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