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度「保护知识产权服务团」法令说明会 

活动报名表 
为强化知识产权教育倡导，建立国人正确知识产权观念，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工商企业、

政府机关、国营事业、各级学校与一般社会大众免费报名倡导讲座，并自行择选知识产权

议题、授课日期/时间(2小时)、地点及听讲人数(30 人以上，公司、企业或民间组织报名

人数至少 20人)，凡符合上述条件者，即可报名。 

活动报名： 108 年 3 月至 10 月 31 日止 

活动期间： 108 年 4 月至 11 月 30 日止 

报名方式： 1. 在线报名：http://bit.ly/2UeqvTu 

2. 填妥报名表并 e-mail 至 chris_chiang@nasme.org.tw 

3. 传真至 02-23697673 

备注： 1. 本活动委托由中华民国全国中小企业总会执行，统一安排倡导场次及讲

师，并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讲师名单及相关倡导资料。 

2. 申请单位需负责当次授课讲师之短程接送、问卷调查、拍照并回传电子文

件。 

3. 本活动每月 15 日前排定次月活动场次，有意报名之申请单位，请配合提

前作业。主办单位保留是否受理报名之权利。 

报名专线（02）2366-0812#124 江先生 ※本报名表所填数据，仅供本活动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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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 *联络人姓名：             先生/小姐 

*联络电话：(  )           分机                 *联络手机： 

*电子信箱： *讲座日期：108 年___ 月___ 日(    ) 

*讲座时段：□上午  □下午 ____:____ 至 ____:____ (共    小时) 

*参加人数： *授课对象：□主管 □员工 □教师 □学生 □其他 

*授课地址： 

*讲座议题：   *子议题参考如下： 

□著作权 

□1.著作权保护与合理使用 

□2.著作权法及相关案例介绍 

□3.网络著作权 

□4.制作数字教材著作权 

□5.校园著作权 

□6.著作权法简介 

□7.如何合法使用软件 

□8.著作权之认识与实务运用 

□9.表演、艺术相关著作权议题 

□商标 
□1.商标权概论 

□2.商标权移转与优先权说明 

□3.如何进行商标检索 

□4.商标权与服务标志探讨 

□专利   
□1.专利权概论 

□2.专利授权相关问题 

□3.如何进行专利检索 

□4.专利之申请与审查 

□营业秘密法   
□1.营业秘密法简介 

□2.竞业禁止条款与雇用契约 

□3.合理保密措施 

□4.营业秘密法之归属问题 

□其他 
□1.知识产权概论 

□2.授权管道与契约洽商 

□3.                     

   (请注明议题) 

主办单位：经济部智能财产局    执行单位：中华民国全国中小企业总会(广告) 

 



本局108-109年「智慧財產權服務團」講座名單

序號 姓   名 單位/職業 服務地區 授課領域

1 陳淑貞 高明法律事務所/律師 大台北地區 著作權

2 李美惠 洲際法律智財事務所/律師 大台北地區北部中部 著作權

營業秘密

3 劉瀚宇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副校長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國際商務系/教

授

大台北地區北部南部東

部離島

著作權商標

營業秘密

4 賴文智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所長/律師 大台北地區 營業秘密

5 葉茂林 博識本國法及外國法律師事務所/

主持律師/博士

大台北地區中部離島 著作權專利

商標營業秘密

6 簡榮宗 瀛睿律師事務所/律師 大台北地區 著作權商標

營業秘密

7 葉玟妤 葉玟妤律師事務所/律師 大台北地區北部東部離

島

著作權專利

商標營業秘密

8 蔡明樹 佳合律師聯合事務所/律師 南部東部 著作權專利

商標營業秘密

9 長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建業法律事務所高雄所/合夥律師

南部 著作權

10 蔡瑞森 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大台北地區 商標

11 劉慶芳 聖島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經

理

南部 商標

12 邱謙成 德律國際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 技

術部經理

中部南部 專利

13 陳建銘 萬國法律事務所/專利經理 大台北地區北部中部南

部

專利

14 廖志鴻 鴻瑞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資深經

理

大台北地區北部 著作權專利

商標營業秘密

15 王志翔 大陸通商專業事務所/

資深副總經理

不限 著作權專利

商標

16 吳宏亮 德律國際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所

長

中部 著作權專利

商標營業秘密

17 李文賢 廣流智權事務所/所長/專利師 大台北地區北部南部 專利

18 金玉書 宇州智慧財產事務所/專利部經理 南部 專利

19 麥智德 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副理 北部中部南部離島 著作權專利

商標營業秘密

20 蘇孟濬 勤業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經

理

不限 專利

21 冷耀世 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權室/資

深經理/專利代理人

大台北地區北部中部南

部

著作權專利

商標營業秘密

22 藍弘仁 務實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大台北地區 著作權專利

商標營業秘密

23 李佩昌 六合商務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大台北地區 著作權營業秘密

24 劉承慶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律師 大台北地區北部中部東

部離島

著作權商標

營業秘密

25 王文君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

研究員

不限 著作權

26 程法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教授

北部 著作權專利

商標營業秘密

27 許月娥 中正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所長 大台北地區北部中部南

部

著作權專利

商標營業秘密

28 曾鴻文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法官 中部南部 著作權

第 1 頁，共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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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嚴庚辰 嚴庚辰聯合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南部 著作權專利

商標營業秘密

30 黃建富 泰禹國際智慧財產權事務所/執行

經理

大台北地區北部 專利商標

31 顏雅倫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大台北地區 營業秘密

32 楊敏玲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律師

北部 著作權專利

商標營業秘密

33 林正杰 兆里國際科技法律事務所/律師 大台北地區 著作權

34 張瑞星 資策會科法所/所長 南部東部離島 著作權

35 蔡雅蓯 創建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大台北地區(台北新北) 著作權商標

36 廖文慈 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律師/專

利師

大台北地區北部 著作權專利

37 林洲富 智慧財產法院/法官 大台北地區 著作權專利

商標營業秘密

38 吳梓生 台中市政府法制局/局長 中部 著作權專利

營業秘密

39 許富雄 道宣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 中部 著作權專利

商標營業秘密

40 易湘雲 展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總經理 南部東部離島 專利

41 張啟祥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高雄所/所長 南部 著作權

42 蕭雄淋 北辰著作權事務所/主持律師 大台北地區 著作權

43 胡中瑋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大台北地區 著作權

44 章忠信 東吳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大台北地區 著作權商標

營業秘密

45 李彥慧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

講師

大台北地區

北部

著作權

46 周書帆 聿磊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副

理

北部中部南部離島 專利商標

營業秘密

47 陳匡正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

所/專任副教授

大台北地區北部中部 著作權商標

48 陳思廷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大台北地區南部 著作權營業秘密

49 謝國廉 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教授/

系主任

不限 著作權專利

商標營業秘密

50 周伯翰 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

授

南部 著作權專利

商標

51 周逸濱 威律法律事務所/律師 大台北地區北部中部 著作權商標

營業秘密

52 王至德 金擘聯合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大台北地區北部東部 著作權商標

營業秘密

53 黃玟錡 衡律法律事務所/律師 大台北地區南部(嘉義高

雄)離島

著作權商標

營業秘密

54 簡秀如 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大台北地區 專利

55 黃上上 經兆國際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不限 著作權專利

商標營業秘密

56 陳全正 眾勤法律事務所/副所長/合夥律師 不限 著作權商標

營業秘密

57 郭峻誠 玉鼎法律事務所/律師 北部中部南部 著作權商標

58 陳志杰 立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經理/

律師

中部南部 專利營業秘密

共計5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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