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第二十五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議程
時間

110 年 12 月 2 日（星期四）
08:30－09:00 報

到

09:00
∣
09:10

開幕致詞
劉尚志 理事長
張文貞 院 長

09:10
∣
09:50
09:50
∣
10:30

大會演講Ⅰ：情報滲透、科技諜戰與國家安全
主持人：張文貞院長 陽明交大科技法律學院
主講人：吳富梅主任秘書 法務部調查局資安長

臺灣科技法學會
陽明交大科技法律學院

大會演講Ⅱ：國防科技與資訊安全
主持人：林欣吾副院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
主講人：謝全益博士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資訊安全中心主任
10:30－10:50 中場休息
大會演講Ⅲ：全球化下的域外犯罪和延伸管轄
主持人：邢泰釗檢察長 臺灣高等檢察署
主講人：林志潔教授 陽明交大特聘教授，科技法律學院講座

10:50
∣
11:30
11:30
∣
12:10

大會講演Ⅳ：公司治理再進化：企業人權的實踐與經驗
主持人：鄭銘謙署長 法務部廉政署
主講人：鄭子俊處長 台積電公司法務與法規遵循處
12:10－13:20 中午休息

13:20
∣
15:00

A1/國際及美國專利最新議題

B1/數位時代洗錢防制

主持人：范智達法官（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

主持人：許永欽合夥人（普華
商務法律事務所）

講 題：國際智慧財產法律最
新動態與專利組合運營實例分
析
主講人：王穎鑫（LexisNexis
大中華區智慧財產權顧問）、
何樂添（LexisNexis 香港及台
灣客戶成功部總監）
講 題：Updates on PTAB
decisions & discretionary denial
in Inter Partes Review

C1/疫情下的生醫管制

D1/數位壟斷與競爭

E1/法律科技與智財管理

主持人：Robert Leflar

主持人：陳國成法官（最高行
政法院）

主持人：李界昇助理教授（陽
明交大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世界金流新秩序：
FATF 虛擬資產規範及我國洗
錢防制法修法建議
主講人：魏至潔（行政院洗錢
防制辦公室諮議）

講 題：Coercion or voluntary
cooperation: The COVID-19
Pandemic Regulations in Japan
主講人：Iwata Futoshi（日本
神奈川大學法學部教授）

講 題：平台競爭與壟斷爭議
主講人：宋皇志（政治大學科
管智財所所長）

講 題：電子簽章之法制與實
務發展概況
主講人：陳啟桐（律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律師/創辦人）

講 題：數位時代下的網路博
奕帝國—論我國網路博奕監管
與洗錢防制
主講人：鄭子薇（臺灣橋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

講 題：Use of medical
products in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 comparison of US
and Japanese systems
主講人：Naoko Akimoto（日
本立教大學法學部副教授）

講 題：論德國《限制競爭防
止法數位化法案》對跨國線上
平台之監理與數位市場公平競
爭之維護
主講人：彭睿仁（行政院科技
會報辦公室副研究員）

講 題：企業 IP「政策與佈
局」新攻略
主講人：張瑩珠（新穎數位文
創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講 題：AI 如何幫助企業法
務進行數位轉型

主講人：Kyle Chen 、Vivian
Kuo（Greenberg Traurig LLP
合夥律師）
講 題：論禁訴令（Anti-anti
Suit Injunctions）對跨國平行
專利爭訟的影響
主講人：江國泉（Locke Lord
LLP 駐台首席法律代表）

講 題：從數位經濟下逃漏稅
手法論防制洗錢之對策
主講人：梁建道（財政部臺北
國稅局審查三科股長）

講 題：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Rule-Making
Activities and Law Enforcement
Practices in China
主講人：于佳佳（上海交通大
學法學院副教授）

講 題：數位時代下的反托拉
斯法：挑戰與機會
主講人：鄭歆儒（日本京都大
學法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主講人：張韶倚（Lawsnote 產
品經理）

E2/法律、監管與科技

15:00－15:20 中場休息

15:20
∣
17:00

A2/歐盟專利布局

B2/營業秘密訴訟

C2/智慧醫療倫理與法律

D2/智財爭議

主持人：蔡志宏庭長（臺灣士
林地方法院）

主持人：黃帥升資深合夥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

主持人：宋皇志所長（政治大
學科管智財所）

主持人：林欣蓉庭長（智慧財
產及商業法院）

主持人：陸大榮教授

講 題：Recent Patent System
Developments in Europe
主講人：Heinz Goddar（德國
BOEHMERT & BOEHMERT
合夥律師）

講 題：不可避免揭露原則於
我國實務之運用及檢討
主講人：林啟瑩（誠遠商務法
律事務所所長）

講 題：數位轉型不是請客吃
飯：智慧醫療落地應用的機遇
與風險
主講人：李崇僖（台北醫學大
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
教授）

講 題：解析美國著作權訴訟
外紛爭解決機制之 2020 年
CASE Act 小額索賠新制
主講人：林利芝（東吳大學法
律學系副教授）

講 題：專利文字生成
主講人：李界昇（陽明交大科
技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講 題：Patent Modernization
Law 2021 in Germany - the
narrowing of the "Injunction
Gap"
主講人：Melanie Müller（德
國 BOEHMERT &
BOEHMERT 專利律師）
講 題：« Repair clause: the
French perspective »
« The interest of using the
French patent system when
targeting protection in Europe »
主講人：Denis Littolff（法國
Cabinet BLEGER-RHEINPOUPON 合夥律師）

講 題：人才流動之企業營業
秘密管理要點及實務觀察
主講人：洪志勳（萬國法律事
務所合夥律師）

講 題：智能照護機器人的倫
理和法律議題分析：以日本登
月型研究開發制度為中心
主講人：翁岳瑄（日本東北大
學前沿學際科學研究所助理教
授）
講 題：智慧醫療時代的生醫
個資法
主講人：曾更瑩（理律法律事
務所合夥律師）

講 題：論 3D 列印之商標間
接侵權爭議
主講人：陳匡正（臺北科技大
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教授）、
齊治豪
講 題：AI 專利政策瞭望：
DABUS 案及我國專利審查基
準之修正
主講人：朱翊瑄（神準科技高
級法務專員）

講 題：人工智慧鏈結智慧醫
療—建構保險科技之倫理規範
主講人：王士維（東吳大學法
學院法律系博士生）
◎會議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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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題：人工智慧應用於專業
法律文件翻譯之初探—以歐洲
專利局判例法為例
主講人：陳豐奇（國家衛生研
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研究
員兼副所長）、吳怡靜
講 題：數位創新與個資保護
的平衡點：跨系統智慧管家
主講人：洪國鈞（南臺科技大
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陳為
政（中研院人社中心助研究
員）、莊芸芸

2021 年第二十五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議程
時間

110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五）
08:30－09:00 報

到

大會演講Ⅴ：
主持人：劉尚志理事長 臺灣科技法學會
主講人：蔡清祥部長 法務部

09:00
∣
09:30
09:30
∣
10:00
10:00
∣
10:30

大會演講Ⅵ：醫療數位轉型的契機與挑戰
主持人：鄭子豪副校長 陽明交通大學
主講人：楊智傑教授 陽明交大數位醫學暨智慧醫療推動中心主任，腦科學研究所所長
大會講演Ⅶ：以聰明的法律，推動智慧醫療轉型
主持人：吳俊穎副院長 陽明交大醫學院
主講人：陳鋕雄所長 陽明交大科技法律學院
10:30－10:50 中場休息

10:50
∣
11:30

圓桌論壇Ⅰ：國際經貿與敏感資訊(無形資產)之輸出入管制
主持人：劉志宏副局長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主講人：黃詩婷助理教授 輔仁大學法律學院—美、歐、中新興科技資訊輸出管制法制之比較與對我國之影響
陳在方主任 陽明交大企業法律中心—學術與研究機構對於敏感與管制技術之保護

11:30
∣
12:20

圓桌論壇Ⅱ：違法吸金、新型態沒收與不法所得之計算
主持人：邱忠義法官 最高法院
主講人：林志潔教授 陽明交大特聘教授，科技法律學院講座
姜長志檢察官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與談人：金孟華副教授 陽明交大科技法律學院
12:10－13:20 中午休息

13:20
∣
15:00

A3/台灣專利制度

B3/金融科技與犯罪防制

C3/人工智慧與平台經濟下之
勞動議題

主持人：李維心庭長（智慧財
產及商業法院）

主持人：林志潔特聘教授（陽
明交通大學）

講 題：論涉及專利連結之專
利侵權訴訟與其訴訟標的價額
之計算
主講人：陳秉訓（政治大學科
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副教
授）

講 題：純網路銀行可能衍生
之犯罪與防制
主講人：張書華（臺灣高等檢
察署檢察官）

主持人：邱羽凡副教授（陽明
交大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美國 AB５法對平台
工作者是保障或限制之爭論
主講人：傅柏翔（臺北大學法
律學系助理教授）

講 題：虛擬貨幣之犯罪偵查
及跨境取證

講 題：義大利與西班牙的平
台工作者保障法案與中間類型
勞動者立法

D3/ 數位治理與媒體
主持人：陳肇鴻副教授
講 題：社群媒體上之言論自
由：國家行為、公共論壇、政
府言論
主講人：許炳華（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
講 題：數位平臺服務於治理
議題初探：論歐盟數位服務法

E3/法律、監管與科技
主持人：施明遠助理教授（陽
明交大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如何開啟跨領域對話
—從黑客松學到的事
主講人：貓搜賀核法喜團隊
講 題：「法令-要件-違規事
實」對應半自動化標記系統設
計與法遵應用
主講人：法式總匯團隊

講 題：通常知識者視角在專
利說明書之運用研究
主講人：麥智德（連邦國際專
利商標事務所資深營洽經理）

主講人：黃柏翔（法務部檢察
官）
講 題：AI 與金融犯罪防制
主講人：蕭奕弘律師

講 題：我國專利爭議訴訟之
對審新制修法評析
主講人：陳群顯（瑞智法律事
務所主持律師）

主講人：李健鴻（文化大學勞
動暨人力資源學系教授）
講 題：企業應用人工智慧影
像面試之合法性
主講人：蘇厚安（世界法律事
務所律師）

及數位市場法影響與啟示
主講人：鍾敏玲（政治大學科
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博士
生）

講 題：Miss JuBERT—應用
自然語言處理於類案推薦系統
主講人：WWWY 團隊

講 題：論人工智慧及電子監
控之研究—以美國勞工法為例
主講人：許淑媛（大洋法律事
務所執行長）

15:00－15:20 中場休息

15:20
∣
17:00

A4/東協國家智財發展

B4/金融剝削防制與消費者保護

C4/生醫與大數據

D4/稅務、賄賂與雙邊貿易

E4/專利、創新與損害賠償

主持人：陳在方副教授（陽明
交大科技法律學院）

主持人：李智仁執行長（銘傳
大學金融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主持人：陳鋕雄所長（陽明交
大科技法律學院）

主持人：金孟華副教授（陽明
交大科技法律學院）

主持人：汪漢卿庭長（智慧財
產及商業法院）

講 題：解析新加坡 2030 智
慧財產戰略-利用無形資產和
智財建構競爭優勢
主講人：鄭猷超（新加坡知識
產權學院首席助理司長）

講 題：以保險科技防阻金融
剝削之初探
主講人：曾允君律師

講 題：Bayh-Dole & Its
Progeny: Who Should Reap the
Fruits from Successful
Commercialization of
Government-Funded R&D?
主講人：Won Bok Lee（Ewha
Womans University）

講 題：稅務違章案件之行政
罰—以納保稅者權利保護法施
行前後的法院案例為中心
主講人：程瑞嵐（財政部臺北
國稅局稅務員）

講 題：專利 FTO 結合創新
工具加速企業創新
主講人：汪周禮（智合創新顧
問有限公司執行長）

講 題：東協專利布局：以中
國和新加坡為樞紐的專利申請
策略及案例分析
主講人：蘭渝宏（中國恩洲知
識產權代理事務所合夥人）
講 題：東協科技創新與智財
發展觀察
主講人：方凱欣（Questel 亞
太區顧問）

講 題：非同質化代幣
（NFT）之法律定性研究－以
資產表徽與民事法之適用為核
心
主講人：郭戎晉（南臺科技大
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講 題：開放銀行（Open
Banking）資料共享之管制－
聚焦金融消費者參與途徑
主講人：蘇庭（圓矩法律事務
所實習律師）

講 題：Data Trust: Treating
Data as Property
主講人：孫介然（美國印第安
那大學 Maurer 法學院博士候
選人）
講 題：The European GDPR:
Is it too much?
主講人：Vera Lúcia Raposo
（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
助理教授）

講 題：反賄賂體制中有關餽
贈罪增修爭議之研究
主講人：謝彥安（安瑞商務法
律事務所律師）
講 題：美國拜登政府綠色新
政與台美雙邊經貿合作暨自由
貿易協議之展望
主講人：楊宗翰（清華大學環
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助理教
授）、李欣瑜

◎會議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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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題：解構合理權利金於我
國專利侵權損害賠償訴訟之方
程式
主講人：施志遠（臺灣臺南地
方法院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