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權法務實戰高階人才培訓班(第三屆) 
 

主辦單位：台北律師公會、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轉法律中心暨產業學院 
協辦單位：全國律師聯合會、新竹律師公會、創智智權管理顧問公司 

 
 課程介紹 

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及實務，已成為國內企業高度重視的議題，也成為專業人士的顯學。根據近

年來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及中央銀行統計數據，最高峰時期，我國企業智財權使用費年支付逾新台幣一

千七百億元（五十七億餘美元）給國外廠商，台灣只能賺取代工價差，反映出我國企業雖擁有不少專

利，但核心或重要專利仍不足情況下，台灣仍是貿易支出逆差國，企業不僅常得提心弔膽、擔心陷入

侵權糾紛，也無法以無形 IP 資產及發明技術轉化成有效的營業收入。這幾年，國際科技競爭激烈，

國內科技大廠雇主與員工之關係變化，人才挖角相當普遍，一流企業如何因應營業秘密風險，如何管

理與攻防，不但可以降低企業風險與損失，並可創造企業競爭優勢。 

 

 課程目標 
本班結合頂尖實務界、學研機構，邀集各界具有豐富實戰經驗的資深先進所組成之堅強師資，課

程聚焦實務，強調建立「跨域知能與實戰經驗」，帶領您以更高層級思維與豐富知識之智權法務高階

人才之路邁進，契合臺灣企業主的迫切需要。 

 

 課程特色 
1. 融合 ITRI 特色：技轉法律中心、綠能所、產科國際所、相關技術單位 

2. 產官學研師資陣容 

3. 混成學習模式：實體授課 36 小時+線上專家指導 6 小時+雲端自學課程 3 小時 

 
 課程架構 



 

 課程期間 
實體授課：111/9/17~111/10/29(其中 10/8 不上課)，每周六 

每周六白天 9:30~16:30 (其中 9/17 是 9:30-17:00)，共 36 小時 

線上專家指導：111/10/12 與 111/10/26，週三，下午 13:30~16:30，共 6 小時 

雲端自學課程：課程期間雲端自學 

(本課程時間若有變動，將另行通知) 

 

 上課地點 
工研院產業學院 產業人才訓練一部(BR6 科技大樓-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237 號 4 樓) 

 
 課程資訊（為確保課堂品質，本單位保留講師調整、課程內容之權利） 

時  間 課程名稱 時數 講師 

9/17 
(六) 

啟業式、課程與講師介紹 0.5 
 范瑞華 台北律師公會理事長 
 王本耀 工研院前產業學院訓練長/前技轉中心主任 

技術移轉與授權實務 3  王本耀 工研院前產業學院訓練長/前技轉中心主任 

企業智財風險與因應 3  宿文堂 聯發科副總經理暨法務長 

9/24 
(六) 

無形資產的國際融資案例與實務 3  黃銘傑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國際專利訴訟贏家策略 3  陳碧莉 台積電公司副法務長/首席 IP 律師 

10/01 
(六) 

台灣產業的 IP 與國際競爭力 3  廖承威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副局長 

專利授權與爭議事件之處理實務 3  洪崇仁 華碩集團法務長 

10/12 
(三) 

線上專家指導：智慧科技趨勢正改變企業

經營的風貌 
3 

 鍾俊元 工研院產業科技與國際策略研究所 
        科技前瞻資深策略長 

10/15 
(六) 

全球法務建置與智權管理 3  吳麗娟 宏碁集團全球法務長 
智財與企業募資與國際併購 3  盧佳德 宏達電(股)公司法務長 

10/22 
(六) 

全球專利布局與授權案例與實務 3  張展誌 工研院技轉法律中心智權組組長 

營業秘密保護與侵害訴訟實務 3  王偉霖 工研院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執行長 

10/26 
(三) 

線上專家指導：專利授權契約與談判 3  邱素梅 光寶科技集團法務長 

10/29 
(六) 

淨零碳排之國際規範與臺灣產業因應策略 3  萬皓鵬 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 

成果報告與專家指導 
(模擬企業危機處理與因應) 3 

 吳麗娟 宏碁集團全球法務長 
 工研院主管 

自學式 IP Bank 介紹： 
松騰公司對抗 iRobot 實務案例 3  工研院主管 

 招生對象 
歡迎有志成為具國際視野及專業能力之律師、法界與技術服務專業人士、科技業法務智權人員、政府

機構相關法務智權人員、各大醫療機構法務智權相關人員、金融銀行業法務人員、各大法人與研究單

位法務智權相關人員、各智權與法務類之高階主管、專利商標事務所專業人士、專利師相關業界之法



 

律，智權相關人員等報名參加。 

 同步線上旁聽課程 

1. 本課程同步開放學員線上方式參與課程訓練。 

2. 為便於公務繁忙的學員能夠參加，本課程規劃「線上同步數位學習」形式，讓學員能在所在地使用

自己的電腦進行線上課程。 

3. 線上同步數位學習於課程當天 09:30～16:30 現場直播旁聽，報名學員可即時數位聽講並提問。 

4. 本同步數位課程無補課機制。 

5. 線上課程使用軟體 : Cisco Webex Meeting 

•登入線上課程時間：上午 9：00 開放登入 

•連線資訊：課程開始前一天將寄送會議連結 

若參與線上課程，請事先下載上述軟體，課程紙本講義將於課前寄送，並於課後寄送發票及上課證

明至學員指定地址 

 修課人數 

本課程參加人數至少 15 名，若招生名額不足，本班有保留開課之權利。 

 收費標準 

方案  課程費用  

課程原價  (每人 ) $45,000 
14 天前報名優惠價 (每人 ) $42,000 
主 /協辦單位優惠價 (每人 ) $32,000 

（含稅、上課講義費，若需書籍則另購） 

 報名方式 
1. 傳真報名：請以正楷填妥報名表傳真至 02-2381-1000 (傳真後請來電確認，以保障優先報名權益) 

2. 電子郵件報名：E-mail：itri535166@itri.org.tw 

3. 連絡電話：02-2370-1111 分機 310 陳小姐、分機 306 黃小姐 

 其他事項 
1. 旁聽申請：為保障學員權益，謝絕試聽。 

2. 課程停開：課程如因故停開，僅通知本課學員，恕不另行公告。 

3. 退費辦法：學員於開訓前退訓者，將依其申請退還所繳上課費用 90％，另於培訓期間若因個人

因素無法繼續參與課程，將依上課未逾總時數 1/3，退還所繳上課費用之 50％，上課逾總時數

1/3，則不退費。 

4. 為確保您的上課權益，報名後若未收到任何回覆，敬請來電洽詢方完成報名。 

5. 因課前教材、講義及餐點之準備及需為您進行退款相關事宜，若您不克前來，請於開課五日前告

知，以利行政作業進行並共同愛護資源。 

6. 若原報名者因故不克參加，但欲更換他人參加，敬請於開課前二日通知。 

mailto:itri535166@itri.org.tw


 

7. 視疫情情況，主辦單位有權將課程更改為全線上數位課程。 

 
 ------------------------------------------------------------------------------------------------------------------------- 

※注意事項※ 為確保您的上課權益，報名後若未收到任何回覆，請來電洽詢方完成報名 
【傳真報名專線：02-2381-1000 陳小姐收】 

歡迎您來電索取課程簡章～服務熱線 02-2370-1111～工研院產業學院 產業人才訓練一部(台北) 歡迎您的蒞臨～ 

智權法務實戰高階人才培訓班 

公司全銜  
統一 

編號 
 

發票地址  
發票 

方式 

二聯式(含個人)  

三聯式 

姓名 部門 職稱 電話 手機 E-mail (請以正楷書寫) 膳食 

      □素 

      □素 

      □素 

      □素 

聯絡人 

姓名 部門 職稱 電話 手機 E-mail (請以正楷書寫) 

      

繳費方式：  
□ ATM 轉帳（線上報名）：繳費方式選擇「ATM 轉帳」者，系統將給您一組轉帳帳號「銀行代號、轉帳帳號」，但

此帳號只提供本課程轉帳使用，各別學員轉帳請使用不同轉帳帳號！！轉帳後，寫上您的「公司全銜、課程名稱、

姓名、聯絡電話」與「收據」傳真至 02-2381-1000 陳小姐 收。 
□ 信用卡（線上報名）：繳費方式選「信用卡」，直到顯示「您已完成報名手續」為止，才確實完成繳費。 
□ 銀行匯款(公司逕行電匯付款)：土地銀行 工研院分行，帳號 156-005-00002-5（土銀代碼：005）。戶名「財團法

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請填具「報名表」與「收據」回傳真至 02-2381-1000 陳小姐 收。 
□ 即期支票或郵政匯票：抬頭「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郵寄至： 106478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237 號 4
樓(科技大樓 BR6) 陳小姐收。 
□ 計畫代號扣款(工研院同仁) :請從產業學院學習網直接登入工研人報名；俾利計畫代號扣款。 

總計 
課程費用 

$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