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專校院智權從業人員培育班」 

初階課程 

一、 目的： 

為進一步提升各大專校院智財、產學、技轉、育成相關從業人員之專業知能，

IMPACT 臺灣智財加值營運管理中心特別辦理「大專校院智權從業人員培育班」，

提供基礎培育課程，以提升學校智權從業人員研發成果保護、管理、推廣及運用

的實務能力，並藉由課程宣導重要觀念，引導大專校院更重視智慧財產權，進而

健全學校研發成果基礎建設，將我國大專校院研發能量轉化為質量兼具之智慧財

產權，創造更大價值。 

二、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IMPACT 臺灣智財加值營運管理中心 

三、 課程對象：  

     全國大專校院從事智財、產學、技轉、育成相關從業人員。 

四、 課程日期與地點： 

場次 時間 地點 課程場地 

臺北場 12/10(四) - 12/11(五) 
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197 號旁 

億光大樓 2 樓 

貝塔廳 

臺南場 12/14(一) - 12/15(二) 
國立成功大學 

臺南市大學路 1 號 自強校區 

儀設大樓 10 樓 

301+302 會議室 

 



五、 課程內容 

第一天 

臺北場：12/10 (四)   臺南場：12/14 (一) 

時段 議程 課程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場致詞 

09:10-09:20 學界智財加值面臨的挑戰與機會 

在智財商業化的路上，學界刻正面臨的困境與

機會，而IMPACT在智財價值鏈上，得提供學

界的協助有哪些？ 

09:20-10:50 智權從業人員必備的智財知識 

 學校智權從業人員在研發成果商業化各階

段扮演之角色。 

 為有效保護研發成果應具備的智慧財產權

基礎觀念。 

10:50-11:00 茶敘交流 

11:00-12:30 
專利申請布局實務 

及須注意的重點 

 申請專利權必須具備的要件。 

 我國專利申請程序拆解。 

 專利申請策略－優惠期、國內優先權、國

際優先權、分割及改請。 

 中國及美國申請程序上需注意的重點。 

12:30-13:30 午餐交流 

13:30-15:00 大專校院專利優化管理制度 

 我國學界目前專利申請、獲證、維護情形。 

 學校專利生命週期中，從提案、審查到維

護等各階段專利優化制度。 

 專利品質評估指標之介紹。 

15:00-15:10 茶敘交流 

15:10-16:40 

研發成果商業化前的首要工作–

「研發成果所有權盡職調查」 

 何謂「研發成果所有權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 DD）」? 

 研發成果權利歸屬態樣、認定原則與實務

案例解析。 

*實務議題討論* 

16:40 結束 



 

第二天 

臺北場：12/11 (五)   臺南場：12/15 (二) 

時段 議程 課程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10:30 

從研發成果歸屬到衍生新創–智

權從業人員不可不知 

的重要法規 

 學校智財營運相關法規之盤點與重點解

析。 

 各相關法規對於學校在智財營運管理實務

上的影響。 

10:30-10:40 茶敘交流 

10:40-12:10 
技術移轉、授權須注意的 

重點事項及合約擬定 

 與廠商談技轉或授權過程中，如何做好保

密工作?  

 擬定合約時，須注意的重點與陷阱。  

 專屬授權、非專屬授權、獨家授權的差異。 

 專利權歸屬、技術授權金的條文如何設計? 

 實務上常見合約爭點之案例解析。 

12:10-13:10 午餐交流 

13:10-14:40 
如何評估技術的價值— 

技術鑑價實務 

 什麼時候需要進行技術鑑價? 

 技術鑑價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技術作價入股實務與問題探討。 

14:40-14:50 茶敘交流 

14:50-16:20 

學校推動研發成果衍生新創事業 

經驗分享 

 分享研發成果衍生新創之推動機制。 

 在推動研發成果衍生新創過程遇到的困

難。 

*實務議題討論* 

16:20-17:20 結訓測驗 

 

 

 

 



六、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採網路報名方式，連結如下：（報名截至 12 月 07 日中午 12 點止） 

(1) 12 月 10 日(四) – 12 月 11 日(五)臺北場 

https://www.accupass.com/go/Taipei_1091210  

(2) 12 月 14 日(一) – 12 月 15 日(二)臺南場 

https://www.accupass.com/go/Tainan_1091214 

(二) 全程出席率達 90%且結訓測驗成績達 80 分以上合格者，核發結業證書。 

(三) 南北二場不可重複報名參加。 

(四) 本課程全程免費，臺北場名額限定 60 位，臺南場名額限定 40 位，敬請把握機

會報名參加，若報名額滿將提早關閉報名系統。報名後如因故無法參加，請務

必提前來信或來電告知，以便遞補其他欲報名者。 

(五) 公務人員全程參與本課程並簽到、簽退者，得申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非

公務人員全程參與本課程並簽到、簽退者，得申請研習證明。 

(六) 課程當日如遇有天氣狀況(如颱風)，且地方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時，當日課

程即取消，並於後續另行公告延後辦理之日期。 

(七) 主辦單位保有課程/講師異動權利。 

七、 聯絡資訊 

(一) IMPACT 專線： 02-2776-2942 #205 丁小姐／#504 謝小姐 

(二) 服務信箱：ipservice@impacttaiwan.org 

(三) 官網與粉絲專頁：請掃描以下 QRCode 或於 Google 搜尋關鍵字「IMPACT 臺灣

智財加值營運管理中心」 

  

IMPACT 官網 IMPACT 粉絲專頁 

 



八、 課程交通資訊 

(一)  12 月 10 日(四) – 12 月 11 日(五)臺北場 
場地：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貝塔廳 
地點：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197 號旁 億光大樓 2 樓 

 

【捷運】 

忠孝新生捷運站 4 號出口，直走約 8 分鐘抵達。 

忠孝復興捷運站 1 號出口目前封閉中，可改行 2 號出口。 

【公車】 

1813 支線、1815、212、232 副、232 正、262(含區間車)、299、605、919、忠孝新幹線，至正義郵

局站下車後走路約 2 分鐘抵達。 

【自行開車】 

 建國南北快速道路 

由北往南：建國南路 1 段與忠孝東路 3 段口下匝道後左轉 

由南往北：辛亥路與建國南路口下匝道直行 

【停車資訊】 

 億光大樓地下停車場： 

每小時 50 元 (電梯直達會議中心)，建國南路一段(往建國北方向)，過忠孝東路三段即可於右手

側看見停車場入口 

 仁愛地下停車場： 

建國南路一段 222 號 

每小時 50 元/平日，每小時 70 元/假日 

(走路約 5 分鐘可抵達會議中心) 



(二)  12 月 14 日(一) – 12 月 15 日(二)臺南場 

場地：301、302 會議室 
地點：臺南市大學路 1 號 國立成功大學 自強校區 儀設大樓 10 樓 

 

【自行開車】 

 國道路線 

南下：沿國道一號南下 →下大灣交流道右轉 → 沿小東路直走即可抵達。 

   【自國道三號南下者，轉國道 8 號（西向），可接國道一號（南向）】 

北上：沿國道一號北上 → 下仁德交流道左轉 → 沿東門路(西向)往臺南市區直走      

   → 遇林森路或長榮路右轉(北向)，即可抵達。 

   【自國道三號北上者，轉 86 號快速道路（西向），可接國道一號（北向）】 

【搭乘火車】 

於臺南站下車後，自後站出口步行即可到達。 

【搭乘高鐵】 

搭乘臺灣高鐵抵臺南站者，可至高鐵臺南站二樓轉乘通廊或一樓大廳 1 號出口前往臺鐵沙崙站搭乘

臺鐵區間車前往臺南火車站，約 30 分鐘一班車，20 分鐘可到達臺南火車站；成功大學自臺南火車

站後站步行即可到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