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智慧財產權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會議時間〡103 年 6 月 20 日(五) 08:30-17:35
報名網址〡http://iip.ntut.edu.tw/files/87-1109-844.php
主辦單位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活動議程
08:30-09:00
09:00-09:20

活動會場
09:20-10:40

10:40-10:50
10:50-12:10

12:10-13:10
13:10-14:30

會議地點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共同科館 B1 演講廳、606 教室
地
址〡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3 段 1 號
協辦單位〡智慧財產法院．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台灣法學會．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報到
開幕式 貴賓致詞 〡姚立德校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高秀真院長 智慧財產法院
蔣大中理事長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Session A- 共同科館 B1 演講廳
主持人〡 高秀真院長 智慧財產法院 5 分鐘
A-1 我國設計專利侵害判斷流程與分析之再檢討
發表人〡 葉雪美高級審查官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25 分鐘

Session B- 共同科館 6 樓 606 教室
主持人〡 蔣大中理事長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5 分鐘
B-1 從美國著作權濫用原則檢視電腦程式著作授權契約附加
限制使用條件─以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 Apple
Inc. v. Psystar Corp.案為中心
發表人〡 林利芝副教授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25 分鐘
A-2 我國專利侵權訴訟爭點效之研究
B-2 美國的網路服務提供者民事免責事由之限制—從
發表人〡 歐陽傑教授、彭建文助理教授、彭衣翎、張善傑
Viacom v. Youtube 一案談紅旗標準之適用
致理技術學院商務科技管理系 25 分鐘
發表人〡 林子中研究生 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法律研究所 25 分鐘
與談人〡 簡秀如律師 理律法律事務所 25 分鐘
與談人〡 蔡惠如法官 智慧財產法院 25 分鐘
休息
主持人〡 蔡坤財所長 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5 分鐘
主持人〡 陳忠行庭長 智慧財產法院 5 分鐘
A-3 職務發明之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歸屬與適當報酬之探討
B-3 析論智慧財產刑事案件之秘密保持命令---以日本法
發表人〡 趙志祥研究生 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25 分鐘
權衡司法正義與營業秘密保護之觀點
發表人〡 李傑清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25 分鐘
A-4 手段功能用語類型判斷之研究
B-4 色情影片的著作權保護問題之研究
發表人〡 王維位研究生 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25 分鐘
發表人〡 呂秉翰助理教授 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 25 分鐘
與談人〡 蔡鴻文助理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 25 分鐘
與談人〡 林洲富法官 智慧財產法院 25 分鐘
餐敘
主持人〡 黃銘傑教授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5 分鐘
主持人〡 許忠信教授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5 分鐘
A-5 我國圖像設計專利與日本圖像意匠專利之差異探討
B-5 論我國著作權法中禁止不實歸屬權與禁止醜化權之區別
發表人〡 魏鴻麟專利高級審查官兼科長、徐嘉鴻專利審查官、 發表人〡 黃絜博士生 台北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班財經法學組 25 分鐘
呂正和約聘專利審查委員、劉信邦專利助理審查官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25 分鐘

A-6 日本特許法第 101 條第 2 款構成要件之檢討
發表人〡 鍾亦琳律師 萬國專利商標事務所 25 分鐘
與談人〡 許正順法官 臺灣高等法院 25 分鐘
14:30-14:40
14:40-16:00

B-6 從韓國著作權法看我國對於打擊網路盜版之合理修法方向
發表人〡 方俊明研究生 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25 分鐘
與談人〡 陳建文副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25 分鐘
休息
主持人〡 許忠信教授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5 分鐘
B-7 視障者接觸著作之合理使用規定及其實務
發表人〡 章忠信助理教授 大葉大學智慧財產權碩士學程 25 分鐘

主持人〡 蔡明誠教授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5 分鐘
A-7 新興綠能車廠專利佈局分析− 以 TESLA Motors 及
FISKER Automotive 為例
發表人〡 郭宏杉助理教授、蕭瑋明研究生 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
研究所 25 分鐘

A-8 定義、特徵與正當性基礎－智慧財產權分析架構初探
發表人〡 王思原助理教授 開南大學法律學系 25 分鐘

B-8 從不同類型的 KUSO 短片探討網友創作之合理使用
發表人〡 江雅綺助理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鄭楓丹法官助理、研究生 臺灣高等法院、臺北科技大學
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25 分鐘

與談人〡 陳省三副教授
16:00-16:15
16:15-17:35

17:35

臺北科技大學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25 分鐘

與談人〡 黃銘傑教授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25 分鐘
茶敘
主持人〡 陳昭華教授 輔仁大學法律學院 5 分鐘
B-9 台灣著作權法刑事責任之實證研究－以著作權法近年
是否有增加論以侵權人刑事責任為中心
發表人〡 洪國華訴訟輔導員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25 分鐘
B-10 論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對台灣音樂產業之影響與變革
發表人〡 盧建誌博士生 政治大學法律系 25 分鐘

主持人〡 蔡明誠教授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5 分鐘
A-9 仿諷文創作品商標淡化之探討
發表人〡 柯亞先副教授 亞東技術學院工業管理系、
柯至恩學生 東吳大學法律系 25 分鐘
A-10 顏色爭霸戰：商標法之美感功能性理論－以美國
Christian Louboutin S.A. v. Yves Saint Laurent
American Holdings 案為探討核心
發表人〡 許炳華檢察事務官兼組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25 分鐘
與談人〡 江雅綺助理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25 分鐘
閉幕式

與談人〡 章忠信助理教授

大葉大學智慧財產權碩士學程 25 分鐘

※主辦單位保留變更議程之權利，實際議程以大會當日公告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