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第十八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議程  
時間 103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四） 

  08:30－09:00 
報  到 

09:00 
∣ 

09:30 

開    幕 
大會主席：吳妍華校長（交通大學） 

  A 場舉行 B 場同步 

09:30 
∣ 

10:00 

大會專題演講：我國智財法院專利訴訟判決及臺灣企業 30 年來在美國專利訴訟實證分析  
                                        主持人：吳妍華校長（交通大學） 

                                       主講人：劉尚志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A 場舉行 B 場同步 

10:00 
∣ 

10:30 

大會專題演講：The Demise of Patent Trolls？How the Courts, the US Congress and the State Attorney Generals Manage it 
                                       主持人：林志潔所長（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主講人：胡亦台合夥律師（Alston & Bird LLP）                      A 場舉行 B 場同步 

10:30－10:45 中場休息 

10:45 
∣ 

12:00 

專題演講：線上與第三方支付問題研析 
                                       主持人：王志誠教授（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主講人：林志潔所長（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線上預付與銀行法違法吸金罪 
 
                                       主講人：杜怡靜副教授（臺北大學法律學院）                                        
                                       講 題：第三方支付的民事責任問題探究─以消費者保護為中心 
 
                                       主講人：王立達副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第三方支付與網路法律之功能定位 
 
                                       主講人：林三元法官（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講 題：當「寶物」變「贓物」─線上交易平臺業者之法律責任 

A 場舉行 B 場同步 
     12:00－13:00 午  餐 

13:00 
∣ 

14:15 

A1/我國專利侵害訴訟判決 
主持人：陸大榮教授 
        （中興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主講人：王立達副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專利間接侵權之制度規範：我

國判決實證研究與法制建議 
 
主講人：陳俊元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台灣專利侵害訴訟之探索分析 

─以智財法院民事判決為中心 

B1/營業秘密實務與吹哨者保護 
主持人：林志潔所長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主講人：王銘勇法官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講 題：域外侵害營業秘密法制研析 
 
主講人：陳郁庭博士生 

（輔仁大學法律學院） 
講 題：外國經濟間諜與營業秘密刑事規制

之研究 
 
主講人：李貽萍博士生 

（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講 題：台灣吹哨者制度發展與規劃 

C1/ 醫療糾紛     
主持人：陳鋕雄副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主講人：陳甫倫主治醫師 
    （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講 題：我國醫療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之 

 實證研究─以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顯失公平」之具體化為中心 
 
主講人：楊增暐主治醫師 
    （臺中榮民總醫院） 
講 題：醫療糾紛鑑定意見對法官心證之影響 

14:15－14:30 中 場 休 息 

14:30 
∣ 

15:45 

A2/我國專利侵害訴訟判決 
主持人：林欣蓉法官 

（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 
 
主講人：陳在方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民事專利訴訟程序上爭點效 
    第三人效力之建構與發展 
 
主講人：洪紹庭智權工程師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講  題：專利侵權主觀要件之研究─以  
        智財法院判決實證研究為中心  
 

B2/著作權 
主持人：林三元法官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主講人：林利芝副教授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講 題：數位教學資源平台衍生著作權侵 
        害爭議之探討─以美國聯邦法院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 Becker
案為中心 

 
主講人：林孟玲助理教授 
         （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講 題：智慧創作專用權之性質與使用倫理 
        ─給原創條例的幾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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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為著作人之著作人格權保護 
        與救濟 

C2/空氣污染防制與綠色專利 
主持人：倪貴榮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主講人：蘇南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 
講 題：論水泥產業之空氣污染防治制度─ 
        以美國清潔空氣法及我國實務為中心 
 
主講人：林宗德經理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講 題：論台灣綠色專利法制建構與實證研究 
        ─以美國法為借鏡 

 

     15:45－16:00 中場休息 

16:00 
∣ 

17:15 

A3/手段功能用語及專利權範圍 
主持人：林欣蓉法官 

（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 
 
主講人：蔡鴻文助理教授 
        （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 
講  題：採用手段功能用語界定軟體 
    之發明專利範圍研究  
 
主講人：郭榮光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功能用語請求項之明確性─ 
        台灣判決案例研究與立法建議 

B3/通訊傳輸與網路資訊安全  
主持人：林三元法官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主講人：吳行浩副教授 

（高雄大學財經法律系） 
講 題：無人飛行載具相關法律問題之初探 
 
主講人：葉志良助理教授 
        （元智大學大數據與數位匯流 
          創新中心、資訊傳播學系） 
講 題：邁向智能管道（Smart Pipes）： 
        從網路中立性談網路創新與管制 
        意涵 

C3/民事訴訟代理制度及醫療糾紛仲裁 
主持人：江浣翠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主講人：范秀華書記官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講 題：律師代理對民事訴訟上訴第二審結果之  

 影響 
 
主講人：張婷助理教授 
    （嶺東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講 題：大陸地區醫療糾紛仲裁解決機制之現 
        況與法制─以深圳醫患糾紛仲裁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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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五） 
     08:30－09:00 報到 

09:00 
∣ 

09:45 

大會專題演講：台灣發展智財服務機會與策略方向 

                                         主持人：陳國成廳長（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 
                                         主講人：林欣吾所長（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三所）                    A 場舉行 B 場同步 

09:45 
∣ 

10:30 

大會專題演講：New Changes in Patent Litigation Strategy: Two Years After the America Invents Act (AIA) 

                                         主持人：陳國成廳長（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 
                            主講人：楊明道合夥律師（Finnegan, Henderson, Farabow, Garrett & Dunner, LLP）     A 場舉行 B 場同步 

     10:30－10:45 中場休息 

10:45 
∣ 

12:00 

A4/食品安全治理之改革與挑戰 
主持人：郭華仁教授（臺灣大學農藝學系） 
 
主講人：田秋堇立法委員         
講 題：魔鬼藏在細節裡：”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修法甘苦談 
 
主講人：姜郁美代理署長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講 題：食品安全治理之行政能力建構 
 
主講人：倪貴榮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加強食品安全法律的教學研究 
 
與談人：洪德欽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賴曉芬秘書長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B4/專利管理與訴訟  
主持人：陳省三副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服務與科技管理研究所） 
 
主講人：林佳靜副研究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 
講 題：企業智財管理分析與現況 
         
 
主講人：許牧彥助理教授、易先勇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講 題：引發專利訴訟的影響因素─以動態

競爭 AMC 觀點分析 ITC 案件為例 
 
主講人：張道芳 
 （臺北科技大學服務與科技管理研究所） 
講  題：企業集團智慧財產權分析 

 ─以 Unilever 與 P&G 美國地區為例 

C4/個人資料保護 
主持人：陳鋕雄副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主講人：高銘志助理教授 
    （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從《個人資料保護法》探討我國 

智慧電表引進所涉問題之研究 
 
主講人：范為 

（北京大學法學院）  
講  題：論巨量資料時代個人資料之定義 
        與去識別化 

12:00－13:00 午  餐 

13:00 
∣ 

14:15 

A5/美國專利訴訟判決 
主持人：蔡惠如庭長 
        （智慧財產法院） 
 
主講人：Grace L. Pan 
       （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 LLP） 
講 題：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in the U.S.   
        Patent Law: How Recent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May Impact Your   

        Company, and How the Law is   
        Continuing to Evolve 
 
主講人：陳秉訓助理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講 題：Once Amended, Always Estopped: The 

Foreseeability Rule under the Federal 

Circuit Case Law after Festo Corp. v. 

Shoketsu Kinzoku Kogyo Kabushiki Co., 

535 U.S. 722 (2002) 

B5/通訊傳輸與網路法 
主持人：王立達副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主講人：郭戎晉組長、李姿瑩法律研究員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國際「網路藥局」法制之研究-兼論 
        我國規範現況與未來發展 
 
主講人：蔡博坤法律研究員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聯網環境法規遵循議題之探討─ 
        美國 FTC 執法案例趨勢剖析 
 
 

C5/影響新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與執行 
主持人：洪德欽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主講人：倪貴榮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食品安全與風險治理 
 
主講人：郭華仁教授 
    （臺灣大學農藝學系） 
講 題：基因改造食品管制問題 
 
主講人：陳鋕雄副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食品消費訴訟及吹哨者保護 
 

14:15－14:30 中場休息 

14:30 
∣ 

15:45 

     A6/專利訴訟費用及發明、標準專利 
主持人：蔡惠如庭長（智慧財產法院） 
 
主講人：楊智傑副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美國專利訴訟敗訴方承擔律師費用

之研究 
 
主講人：郭宏杉助理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講 題：我的發明是抽象概念嗎─看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的抽象概念除外規定 
 
主講人：王睦鈞副研究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三所） 
講 題：標準必要專利影響與因應策略 

B6/兩岸服貿協議 
主持人：陳在方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主講人：陳秉訓助理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講 題：Rethinking the Cross-Strait Agreement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and Cooperation: A Fake 
Right of Priority 

 
主講人：洪灝淩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台灣電影產業 
        影響─以文化例外出發討論   
 

C6/食品與藥品管制 
主持人：洪德欽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主講人：王服清副教授兼所長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論複製動物作為人類食物用途所衍

生之法律與倫理問題 
 
主講人：譚偉恩助理教授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講 題：跨國食品詐欺問題析論 
 
主講人：余連平專利工程師 
    （聯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講 題：藥品與食品的管制─以類緣物添加 
        物為中心 

15:45－16:00 中場休息 

16:00 
∣ 

17:15 

A7/美國專利誘引侵權主觀要件 
與進步性判斷基準 

主持人：蔡惠如庭長（智慧財產法院）   
 
主講人：林耕文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美國專利法誘引侵權之主觀要件演

變─以 Global-Tech 案為中心 
 
主講人：尤謙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專利進步性判準之實證研究─以美

國 KSR 案後新標準觀照台灣智財法
院判決 

  B7/專利侵權責任與逆向和解協議 
主持人：王立達副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主講人：周瑋祺法律研究員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The Controversy Between Patent Law 

and Antitrust Law in Pay For Delay 
Agreements 

 
主講人：李孝揚資深經理 
    （神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講 題：專利侵權所生瑕疵擔保責任之合約 

規範效力研究 

C7/食品安全民事責任、綠色管理標準 
主持人：陳鋕雄副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主講人：黃淳鈺助理教授 
    （基督教真理大學法律系） 
講 題：食管法、消保法、民法交互影響下

的食品安全衛生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因果關係之界定 

 
主講人：夏先瑜助理教授 
        （景文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 
講 題：有關食品綠色管理標準制定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