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第二十四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議程
時間

109 年 12 月 3 日（星期四）
08:20－08:50 報

到

08:50
∣
09:20

大會演講Ⅰ：數位社會創新
主講人：唐鳳 政務委員 行政院

09:20
∣
09:40

開幕致詞
劉尚志 理事長
羅意中 副院長
張文貞 院 長

09:40
∣
10:20

大會演講Ⅱ：後疫數位新經濟發展趨勢與法規調適的迫切性
主講人：陳美伶博士 前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暨行政院國發基金會召集人

臺灣科技法學會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10:20－10:40 茶
10:40
∣
11:20
11:20
∣
12:00

大會演講Ⅲ：國防科技研發與國家安全
主講人：林高洲博士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營運長
大會講演Ⅳ：發展無形資產形塑台灣全球產業鏈新定位
主講人：林欣吾副院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
12:00－13:20 午

13:20
∣
15:00

敘

餐

數位經濟法制

大數據、資通與隱私權

金融科技與普惠金融

司法新制與憲法權能

法律科技與應用

講 題：數位貿易類型化規範
之形塑與發展
主講人：陳在方（交通大學科
技法律學院副教授）

講 題：Privacy Protection and
Healthcare Big Data
主講人：Jiyong Park（Yonsei
University）

講 題：中心化虛擬通貨交易
平台民事法律關係之分析
主講人：周靖媛（臺灣區塊鏈
大學聯盟首席顧問）

講 題：國民法官制的變革與
挑戰
主講人：金孟華（交通大學科
技法律學院副教授）

講 題：國際科技法律的發展
及競爭優勢
主講人：何樂添
（LexisNexis 香港及台灣客戶
成功部總監）

講 題：數位經濟之法制調適
—談數位稅
主講人：江雅綺（臺北科技大
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副教授）

講 題：Latest developments
of the big data regulatory
landscape in mainland China
主講人：Philip Kwok（LC
Lawyers LLP）

講 題：論以保險商品比較平
臺推動普惠金融之可行性
主講人：曾允君律師

講 題：從我國憲法角度談
AI 審判司法案件
主講人：謝憲愷（亨達法律事
務所主持律師）

講 題：龍困淺灘？以支付與
投資為中心，初探台灣虛擬貨

講 題：讓數位證據說真話
主講人：熊誦梅（德勤商務法
律事務所副總經理）

講 題：花木蘭—數位環境下
著作權新發展可能
主講人：章忠信（東吳大學法
學院民族法研究中心主任）

講

題：One Servant Cannot

Serve Two Masters: A Struggle

幣市場現在與未來
主講人：王心婕（街口電子支
付股份有限公司法務人員）

講 題：平等權是否過時了？
—自動化決策的「歧視」認定
主講人：呂胤慶（臺灣大學法
律學系碩士生）

講 題：數位科技在契約方面
的運用
主講人：鍾元珧（普華商務法
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公司治理與經濟犯罪

勞動保護

法律科技與證據

講 題：我國公司治理評鑑之
回顧與展望
主講人：李佩縈（李佩縈會計
師事務所會計師）

講 題：A comparative study
on Taiwanese and Chines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Protection on On-line Food
Delivery Workers
主講人：謝棋楠（中國文化大
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教授）

講 題：台灣高科技產業使用
美國證據揭示流程之經驗與趨
勢
主講人：廖苓卉（幅銳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for Divided Loyalties of
Communication Regulation in
Hong Kong
主講人：Richard Wu（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Grace Leu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5:00－15:20 茶

專利與競爭法
講 題：設計專利、競爭法與
誠實信用原則：以帝寶副廠車
燈案一審判決為例
主講人：王立達（政治大學法
學院教授）

15:20
∣
17:00

講 題：台灣專利連結制度的
走向？從美國逆向付款爭議的
最新案例觀察
主講人：盧憶（中山大學企業
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講 題：金融科技關鍵技術策
略之專利分析─以我國金控公
司為例
主講人：賴名亮（臺北科技大
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助理教
授）

人工智慧法制
講 題：Regulatory
Approaches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and AI systems
主講人：Hannah YeeFen LIM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講 題：Machine Learning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w: A Hong Kong Perspective
機器學習與法律業的數位轉
型：香港觀點
主講人：Sebastian Ko

敘

講 題：商業賄賂罪立法評析
─從鴻海內鬼案之觀察出發
主講人：沈元楷（建業法律事
務所合夥律師）
講 題：論營業秘密之秘密性
喪失與合理保密措施
主講人：林啟瑩（誠遠商務法
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講 題：平台不平等?論零工
經濟中之性別薪資差距與勞動
保護
主講人：邱羽凡（交通大學科
技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講 題：眾包工作者勞動保護
需求之初探
主講人：林均禧（交通大學科
技法律學院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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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區塊鏈強化
數位證據的證明力
主講人：黃敬博（鑒真數位有
限公司執行長）
講 題：數位鑑識發展趨勢分
享
主講人：陳威棋（勤業眾信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副總經理）

2020 年第二十四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議程
時間

109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五）
08:30－09:00 報

09:00
∣
09:30
09:30
∣
10:00

大會演講Ⅴ：美中地緣經濟競爭對全球經貿及科技產業之影響
主講人：陳正祺政務次長 經濟部
大會講演Ⅵ：全球專利布局及專利營運策略-工研院經驗
主講人：王鵬瑜執行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
10:00－10:20 茶

10:20
∣
10:50

敘

大會演講Ⅶ：America's COVID-19 Debacle and White Collar Crime: Lessons from Taiwan's Prescient Pandemic Response
主講人：Professor Hiroshi Fukura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主題論壇：企業國際競爭之法律風險管控
主講人：
林志潔教授 交大特聘教授，科技法律學院講座
顏雅倫教授 成大法律系副教授
歐陽弘博士 群勝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10:50
∣
12:10

12:10－13:20 午

13:20
∣
15:00

到

數位競爭與智財評價

著作權與區塊鏈

講 題：大數據之競爭法議
題：以限制競爭為中心
主講人：宋皇志（政治大學科
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所
長）

講 題：探討區塊鏈技術應用
於數位交易之權利耗盡新解─
以電子書為例
主講人：林利芝（東吳大學法
律學系副教授）

講 題：數位平台與競爭法管
制：從美國與歐盟近期案例談
起
主講人：莊弘鈺（交通大學科
技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講 題：公務員著作公開發表
權及姓名表示權之保護—從憲
法平等權之觀點開始談起
主講人：陳匡正（臺北科技大
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副教授）

餐

經濟與科技犯罪偵查-檢調的
挑戰與回應
講 題：檢察官面對新型態犯
罪的挑戰與回應—以數位貨幣
及數位證據為中心
主講人：張書華（臺灣高等檢
察署檢察官）
講 題：科技犯罪—以營業秘
密及經濟間諜案件為中心
主講人：劉怡君（法務部國際
及兩岸法律司檢察官）
講
查

題：企業犯罪的防制與偵

醫療人權與個資

法律科技與專利

講 題：從法治國觀點看因應
新冠肺炎措施：亞洲四小龍因
應措施之比較法分析
主講人：高銘志（清華大學科
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講 題：專利與它們未來的產
地
主講人：李界昇（臺灣大學資
訊工程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講 題：強制學童接種疫苗之
理論與實務：以合憲性探討為
核心
主講人：許炳華（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兼組長）

講 題：企業如何做專利布局
主講人：張瑩珠（新穎數位文
創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講 題：人工智能在商標上的
應用與在電子商務品牌（商
標）推薦分析的進一步探討

講 題：營業秘密潛在損害評
價方法─以智慧財產法院 102
民營訴字第 6 號判決為例
主講人：許順雄（富耀會計師
事務所所長）

主講人：蔡謦伊（交通大學科
技法律學院博士生）

15:00－15:20 茶

15:20
∣
17:00

講 題：論德國科技防疫措施
下之個資風險與保護法制
主講人：彭睿仁（行政院科技
會報辦公室副研究員）

主講人：吳鵬君（睿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敘

國際智慧財產權發展

新興科技與資訊風險

專利適格與智財侵權

基因科學與倫理

法律科技與人工智慧

講 題：新加坡智財政策與創
新生態體系解析-協助企業利
用知識產權（IP）和無形資產
（IA）創造競爭優勢
主講人：鄭猷超（新加坡知識
產權學院首席助理司長）

講 題：Principle of
transparency under IoT Era - A
New Bottle? Observations from
Google Case in France,
Brazilian LGPD as well as
Californian CCPA
主講人：徐彪豪（冠捷科技集
團資深主任管理師）

講 題：「非傳統性」做為駁
回起訴聲請程序中對抗專利適
格性跳戰之生存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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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s from Korea’s
Formal Legislation of Bioethics
Rules 南韓生命倫理立法之經
驗
主講人：Won Bok Lee（Ewha
Womans University）

講 題：人工智慧對人別標籤
處理的實證研究─以法律文件
為例
主講人：魯明德（中國科技大
學資訊管理系兼任講師）

講 題：電商平臺業者智財侵
權責任之研究
主講人：施志遠（臺灣臺南地
方法院法官）

講 題：Genetic Evidence in
Criminal Trials 刑事審判中的
基因證據
主講人：Kyu Won Jung
（Hanyang University）

講 題：亞太地區的技術轉移
概觀
主講人：方凱欣（Questel 亞
太區顧問）
講 題：東協國家專利申請與
布局策略：最新發展與最佳操
作
主講人：蘭渝宏（中國恩洲知
識產權代理事務所合夥人）

講 題：科技進步對倫理道德
影響之研究—以軍事載具人工
智慧(AI)化為例
主講人：鍾心豪、賴昭榮（國
防大學教官）
講 題：資訊攻擊與民主選舉
—談臺灣選舉中的資訊攻擊管
制
主講人：蘇庭（臺灣大學法律
學系碩士生）

講 題：Patenting Gene: A
Lesson from the California
Gold-Rush
主講人：郭又菁（經緯航太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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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在企業法律
的落地應用
主講人：張韶倚（七法股份有
限公司經理）
講 題：論人工智慧專利與資
料政策
主講人：朱翊瑄（神準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高級法務專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