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第二十六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議程 

時間 111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 

        08:30－09:00 報  到 

09:00 
∣ 

09:10 

開幕致詞 
                                                        劉尚志理事長 台灣科技法學會                                                         
                                                        陳鋕雄院長   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09:10 
∣ 

09:40 

大會演講 I：兩岸條例與國家安全 
主講人：吳美紅副主任委員 大陸委員會 

09:40 
∣ 

10:10 

大會演講 II：臺灣專利訴訟制度演進 
主講人：李維心審判長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0:10－10:30 中場休息 

10:30 
∣ 

12:10 

專題論壇 I：ESG、DEI 與企業誠信經營 
主持人：林志潔特聘教授 陽明交通大學 

   主講人：周世筑策略長 美光科技公司、周炳全法務長 西門子公司   
                         林嘉慧合夥律師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歐陽弘所長 群勝國際法律事務所  

 
        12:10－13:20 中午休息 

13:20 
∣ 

15:00 

大會演講Ⅲ    
13:20~14:05 

 
講 題：營業秘密的法律保護

與程序保障 
主講人：蔡明誠大法官(司法

院) 
 
 

B1/歐盟數位服務法 
  
講 題：歐盟數位服務法之制

度精神與重要內容 
主講人：楊智傑(雲林科技大

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C1/智慧醫療與資料治理 
  
講 題：智慧醫療年代下的醫

療資訊治理趨勢初探 
主講人：劉汗曦(博思法律事

務所資深律師) 
    

D1/醫療照護與病人自主 
  
講 題：數位落差與健康不平

等：遠距照護的倫理法律挑戰 
主講人：謝宛婷(奇美醫院緩

和醫學科主任) 
    

E1/數位貿易與智慧財產論壇 
  
講 題：數位貿易、網路治理

與國際智財規範 
 
主講人： 
陳在方（陽明交大科技法律研

究所所長） 
 



A1/金融犯罪與非法吸金 
14:05~15:00 

  
講 題：非法吸金案件刑事程 
序常見爭點 
主講人：邱忠義(最高法院法

官) 

 

講 題：Safe Data Safe  
Settings under conditions of the  
EU Digital Service Act 
主講人：Daria Bulgakova (陽
明交通大學數位治理法律創新

研究中心研究員)、Christoffer 
Johannesson (Erasteel CTO 首

席技術官) 
 
講 題：Covid-19 接觸者追 
蹤應用程式之隱私法制—歐盟 
法之比較研究 
主講人：洪靖思(陽明交通大

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生)  
 

講 題：中國大陸醫療健康大 
數據的法律保護與出境監管 
主講人：于佳佳(上海交通大

學凱原法學院副教授)  
 
講 題：價值裂縫：智慧醫療 
合作的資料風險 
主講人：梁煥煒(政治大學科

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博士

生)  
 
 

講 題：精神失序者的預立照 
護指示—美國經驗與我國法制 
整備 
主講人：陳渙文(陽明交通大

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生) 
 
講 題：從 COVID-19 疫情檢 
視美國未核准藥嘗試權－以伊 
維菌素之使用為例 
主講人：鍾欣穎(高端疫苗生

物製劑股份有限公司副理) 

蔡志宏法官(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庭長) 
 
講 題：跨國企業對於 GDPR  
Consent 要求之實證研究：以 
cookie 資料收集為中心 
劉育彬（富采投資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專案經理）、陳健民 
(群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務

經理) 

        15:00－15:20 中場休息 

15:20 
∣ 

17:00 

A2/洗錢防制與金融資訊 
  
講 題：洗錢防制與偵查 
主講人：姜長志 (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 
 
講 題：洗錢防制負面新聞檢

核分析 
主講人：蔣念祖(東華大學財

務金融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劉建志(律師;中國電器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 
  
 

B2/數位平台與競爭法 
  
講 題：App 平臺之數位壟斷

與市場界定問題研究：以 Epic 
Games v. Apple 案為觀察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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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就數位科 
技巨擘結合案基於數據整合之 
判斷的分析 
主講人：林宜禎(冠霖專利商

標事務所所長)  
 
講 題：車聯網時代下個人資 
料保護之因應：以歐盟為例 
主講人：鄢代航(政治大學科

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

生) 
 

C2/醫療與 AI 科技 
  
講 題：AI 在輔助生殖中的

應用與研發：法律問題及反思 
主講人：杜立(澳門大學法學

院副教授)  
 
講 題：醫療 AI 可信賴度的 
系統化管理 
主講人：王仲志(BSI Taiwan
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公司經

理)、陳豐奇(國家衛生研究院

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副所長) 
 
講 題：智慧醫療年代下的醫 
療器材管制調適策略初探 
主講人：鄒孟珍(博思法律事

務所顧問)  

D2/科技責任與紛爭解決 
  
講 題：遠距醫療之醫師過失

法律責任—以 COVID-19 視訊

診療政策為例 
主講人：張凱昱(巨群法律事

務所律師) 
 
講 題：後疫情時代跨境貿易

之紛爭解決機制－以國際仲裁

保全程序制度下之法院裁決權

源為中心 
主講人：郄涵茜(中美矽晶製

品股份有限公司法務專員) 
 
講 題：台灣預防接種傷害訴 
訟：因果關聯性優勢證據與舉 
證責任分配之趨勢演變，及修 
法建議 
主講人：陳敬之(高端疫苗生

物製劑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

理) 

E2/智財訴訟與供應鏈管理 
  
講 題：標轉必要專利授權與

供應鏈管理 
主講人：宋皇志(政治大學科

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教

授) 
  
講 題：營業秘密訴訟與商業 
競爭 
主講人：林啟瑩（遠誠法律事

務所所長） 
 
講 題：專利運營對產業供應

鏈之影響 
主講人：江國泉(Locke Lord 
LLP 駐台首席法律代表) 

 
 

◎會議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A：1001，B：1002，C：1003，D：1006，E：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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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第二十六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議程 

時間 111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五） 

        08:30－09:00 報  到 

09:00 
∣ 

09:40 

大會演講Ⅳ：From Bench to Bedside：智慧醫療的關鍵問題 
主講人：陳鋕雄院長 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09:40 
∣ 

10:10 

大會演講Ⅴ：數位貿易與經濟戰略 
主講人：彭心儀特聘教授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10:10 
∣ 

10:40 

大會演講Ⅵ：高齡社會的金融與財務規劃—信託之運用 
主講人：許兆慶主持律師 眾博法律事務所 

        10:40－11:00 中場休息 

11:00 
∣ 

12:00 

專題論壇 II： 營業秘密，產業發展，國家安全 

主講人：宿文堂副總經理 營業秘密保護促進協會理事長、聯發科技公司副總經理/法務長  

                                        林志潔特聘教授 陽明交通大學  

12:00－13:20 中午休息 

13:20 
∣ 

15:00 

A3/韓國數位醫療法制 
 
開幕致詞（陽明交通大學/南
韓梨花女子大學 東亞生醫倫

理法制聯合研究中心） 
Prof. Ivo Kwon （南韓梨花女

子大學醫學院教授）（韓/華同

步口譯） 
 
講 題：A Study on Digital 
Healthcare and Telemedicine in 
Korea 
主講人：Kyounghee Baek (南
韓梨花女子大學法學院教授)  
 
講 題：Ownership of Medical  

B3/智慧科技、ESG 與公司治

理 
 
講 題：寸進尺退：公司治

理、智能合約、區塊鏈與去中

心化自治組織之關聯性 
主講人：黃詩婷(輔仁大學財

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講 題：21 世紀下機構投資 
人之受託義務—試論受託義務 
與 ESG 投資之調和 
主講人：張景儒(國際通商法

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講 題：平台工作者勞工身分 

C3/智權創新運用 
   
講 題：美國專利訴訟與創新

智權運用實務之研究─以

Matsutek Enterprises Co. v. 
iRobot Co.為例 
主講人：呂美玲(工業技術研

究院技轉法律中心智權組資深

專案經理)  
 
講 題：以智慧財產權為綠色 
科技革命的養分 
主講人：趙士瑋(加州大學柏

克萊分校法學博士候選人)  
 

D3/智慧財產暨法遵、法律科技

研發成果發表 
 
講 題：法官採納創新系統之

詮釋研究—以量刑系統之採納

為例 
主講人：邱筱涵(臺灣高等法院

刑事庭法官)、宋皇志(政治大學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教

授) 
 
講 題：基於閱讀理解之相似

判決書檢索系統 
主講人：中興大學自然語言處

理實驗室團隊 
 

E3/ 核心關鍵科技出口管制論

壇 
講題：出口管制與經濟制裁：

核心關鍵科技之保護 
 
主講人： 
林志潔（陽明交通大學特聘教

授） 
 
陳在方（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

律研究所所長） 
 
施明遠（陽明交大科技法律學

院助理教授） 



Information 
主講人：Hwa Kim 金華(南韓

梨花女子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講 題：Legal Issues for the 
Use of Medical Data for 
research in Korea-Focused on 
the in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ervice 
主講人：Jae Sun Kim 金在善

(南韓東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認定方式之檢討－以西班牙騎 
士法為參考 
主講人：黃品慈(陽明交通大

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生)  

講 題：台灣發明專利行政訴

訟之指標分析─以舉發與申請

案件為中心 
主講人：張詠晴 (政治大學科

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

生) 

講 題：跨過創新的邊界—相 
關法律探索工具 
主講人：法律黑客松鯊魚的尾

巴團隊 
 
 

15:00－15:20 中場休息 

15:20 
∣ 

17:00 

A4/醫療個資法制跨國比較 
全英文進行 

 
講 題：Is It Possible to Use Personal 
Data for Public Infection Control? --
Focusing on the Conflict of  Privacy 
and Public Health 
主講人：YONEMURA Shigeto 米村 
滋人(東京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法學政

治學研究科教授)  
 
講 題：健康資料基礎建設之治理規 
範：以歐盟及英國之發展為例 
主講人：綦冠婷(陽明交通大學數位治

理法律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  
 
講 題：Nursing robots, healthcare 
data… and the GDPR between them 
主講人：Vera Lúcia Raposo 黎慧華(葡
萄牙 Nova School of Law 助理教授)  
 

B4/科技偵查與通訊隱私 
 
講 題：論「來源端通訊監察」作為科

技偵查措施之合憲性—以德國《基本法

第 10 條施行法》為中心 
主講人：彭睿仁(國科會科技辦公室政

策協調組副組主任)  
 
講 題：論 5G 專網組合境外雲端核心 
網路之資料在地化問題 
主講人：劉宜蕎(電信技術中心副研究

員)  
 
講 題：偵查視角下對於廢棄物清理之 
行政管制及修法建議 
主講人：陳宗元(逢侖國際法律事務所

律師) 

C4/經濟間諜及 FRAND 授權 
  
講 題：制裁竊取營業秘密罪之未遂

犯：美國法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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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FRAND 承諾探討憲法原 
則在專利領域之實踐 
主講人：廖俊傑(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

律研究所碩士生)  
 
講 題：5G 及物聯網在 FRAND 下之 
授權研究—以垂直供應鏈為中心 
主講人：郭明河(聯陽半導體股份有限

公司資深專案經理) 
 

D4/法律科技研發成果發表 
  
講 題：合約生命週期管理及其對數

位轉型的效益  
主講人：陳啟桐(律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律師/創辦人)  
 
講 題：探索營業秘密管理 
主講人：張瑩珠(InnoVue 副總經理)  
 
講 題：AI 於契約管理領域之發展及

應用  
主講人：江宛蓁(Lawsnote 律師)  
 
 

◎會議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A：1001，B：1002，C：1003，D：1006，E：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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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