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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企業智財金礦~專利訴訟勝利戰國策研討會』招生簡章
專利訴訟的勝敗是投資人的信心指標，也是產業競爭的決勝點，更是攸關一企業能否永續發展的關鍵戰役。專利訴訟的戰略思維對企業
十分重要：專利訴訟該不該打？何時打？怎麼打？去哪個法院打？企業須具備整體戰略思維，並完整佈局，才能不畏戰、甚而能有效、節
省成本地獲得勝利。因此自強基金會特別邀請台灣第一大法律事務所理律法律事務所與美國律師事務所Connolly Bove Lodge & Hutz LLP
舉行研討會。首先從我國專利訴訟實務回顧智財法院施行概況，並由實務層面剖析專利侵害之認定。再者，介紹概論美國專利再審（patent
reexamination）程序之利弊得失；並分享協助台灣廠商處理美國專利再審程序之經驗。不論為攻擊或防禦，企業可藉由靈活運用策略，善用
可能之紛爭處理機制與資源，進而妥善處理專利爭端。本課程期待讓您學習如何掌握理專利訴訟的戰略與思維，進而打贏專利訴訟保衛戰!論
壇完全免費，機會難得，誠摯邀請您熱烈參與!!
課程日期：桃園場7/22、台中場7/29、台北場8/3、新竹場8/5，PM14:00~17:30，共3.5小時

師資簡介：
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人--馮博生律師
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並曾於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進行智慧財
產權專題研究，係理律法律事務所新竹所之創辦人，現為該事務所
合夥人兼新竹事務所及台中事務所主持律師。其具有提供高科技公
司法律服務之多年豐富經驗，其專長領域為智慧財產權訴訟案件、

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律師--王鳳儀律師
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曾任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法官，具有豐
富訴訟實務經驗。曾代表台灣某上市金融控股公司，處理因併購糾
紛引起之訴訟及假處分案件、某台灣上市航運公司，處理有關經營
權之訴訟及假處分案件及代表台灣某上市公司，處理與國際知名美
商間之專利侵權訴訟等。

商務投資、科技法、技術移轉與授權、公平交易法、商務訴訟與仲
裁、勞資關係、對大陸投資及大陸法律事務諮詢等。

理律法律事務所顧問--林博智顧問

Jonathan M. Darcy, Partner, Connolly Bove Lodge & Hutz LLP

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電機研究所碩士、美國Franklin Pierce Law

畢業於Widener University法學院，為Connolly Bove Lodge & Hutz

Center智慧財產權碩士，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美國

LLP事務所合夥人，專長於複雜、高科技智慧財產侵權訴訟以及營業

專利代理人考試及格，在產業界擁有多年研發經驗，專長領域為智

祕密訴訟之處理，曾獲選Pennsylvania Super Lawyer。擁有豐富之

慧財產權法、無線通訊及數位信號處理、積體電路設計、寬頻網路

專利訴訟實戰經驗，並經常發表文章與受邀就與專利侵權有關主題

設計、半導體製程及封裝等，具有多年專利舉發及專利侵害訴訟的

進行演講。

專業經驗。

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律師--林鈺珊律師

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法務專員--謝永成專員

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並取得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所，並曾於科技公司擔任研發工作多

在職專班碩士學位，現為該事務所資深律師。其具有提供新竹科學

年，具有提供高科技公司專利服務之多年豐富經驗，其專長領域為

工業園區內、外高科技公司法律服務之多年豐富經驗，其專長領域

專利申請及相關維護、專利爭訟案件等。

為智慧財產權、跨國訴訟管理、商務訴訟、勞資關係、契約審閱及
草擬、一般公司法務諮詢等。

培訓對象： 1.企業主或中高階主管、企業律師與法務人員、企業專

●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

●

協辦單位：理律法律事務所

利工程師、生產研發人員

●

課程諮詢：03-5735521 Ext.3234 李小姐

2.需經常申請美國專利的發明人

●

E -MAIL：wllee@tcfst.org.tw，URL：http://edu.tcfst.org.tw

3.對專利相關技術之工作具有高度興趣者

●

訓練地點：桃園場：福容大酒店

●

●

培訓特色：1.立即成為本會會員，享受學習權益

台中場：裕元花園飯店

2.免費登入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終身學習護照，紀錄學習

台北場：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經歷

新竹場：國賓大飯店

課程表：
桃園、台中場
時間

主題

演講人

13:30-14:00

報到

14:00-14:15

引言

理律法律事務所馮博生合夥人

14:15-15:15

專利訴訟停看聽---智慧財產法院兩週年回顧
與展望

理律法律事務所林鈺珊律師
理律法律事務所王鳳儀律師

15:15-15:45

Tea Break茶敘

15:45-16:45

專利侵害分析五三三—從專利訴訟戰略之觀
點，透析專利侵害之認定

16:45-17:30

研討交流

理律法律事務所林博智顧問
理律法律事務所謝永成資深法務專員

台北、新竹場
時間

主題

演講人

13:30-14:00

報到

14:00-14:15

引言

理律法律事務所馮博生合夥人

14:15-15:15

專利訴訟停看聽—智慧財產法院兩週年回顧
與展望

理律法律事務所林鈺珊律師
理律法律事務所王鳳儀律師

15:15-15:45

Tea Break茶敘

15:45-16:30

16:30-16:45
16:45-17:30

利用美國專利再審—一具成本效益思維的訴
訟策略
Reexamination-A cost-effective Tool for
Patent Litigation in US
協助台灣廠商處理美國專利再審程序之經驗
分享
研討交流

Jonathan M. Darcy,
Connolly Bove Lodge & Hutz LLP
理律法律事務所謝永成資深法務專員

課程內容：
壹、專利訴訟停看聽—智慧財產法院兩週年回顧與展望

參、利用美國專利再審-一具成本效益思維的訴訟策略

專利訴訟停看聽—

Reexamination-A cost-effective Tool for Patent Litigation in US

產品被控侵權應如何因應？（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防禦、因應策略）

專利訴訟與專利再審之成本比較.Cost comparison between Patent

權利人如何出奇制勝、先發制人？（專利侵權訴訟之原告思路與策略）

litigation and patent reexamination

智慧財產法院兩週年回顧與展望

鳥瞰美國專利再審程序Overview of the U.S. patent reexamination

預防勝於治療—「準備」乃專利侵權訴訟起訴及應訴之成功關鍵

process

貳、專利侵害分析五三三—從專利訴訟戰略之觀點，透析專
利侵害之認定

再審制度之利弊得失Potential benefits and drawbacks of
reexamination as part of a litigation or licensing strategy

肆、研討交流

專利侵權分析五要素：人、事、時、地、物
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三大方法：通常意思、內部證據、外部證據
侵害分析比對之三大原則：全要件原則、均等論、禁反言

九十九年度科技管理人才培訓計畫報名表
報名表傳真號碼：03-5716782

課程代碼
姓

基本資料

□99I140 桃園場(99年7月22日) □99I141 台中場(99年7月29日)
□99I142 台北場(99年8月3日) □99I143 新竹場(99年8月5日)
性 別

名

身分證字號
（請務必填寫）
部

門

學

歷

簡章訊息來源

出生日期

月

□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 □其他 科系：
□e-mail □郵寄簡章 □報紙
報 □廣播
□網站 (□自強基金會 □104 □其他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
（ ）

傳真電話

（ ）

通訊地址

□□□

分機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通訊資料
E-mail Address

聯絡人E-mail

年

□男

職 稱

公司電話

公司聯絡人

□女

分 機

（ ）

日

福建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研究員暨《朱子文化》期刊主編 方彥壽 /
建刻興衰及其歷史貢獻

1.建刻興起的歷史背景

時 間： 2010/07/20 14:00 ~ 16:00
地 點： 清華大學人社院 C310會議室

從政治因素、地理因素、資源因素、人口因素、文化因素、自身

講 者： 福建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研究員暨《朱子文化》期刊主編

因素等若干方面解說建刻興起的原因。

方彥壽

2.福建刻書業的發展進程

宋明以來，福建一直是全國最

闡述由宋至清的福建各地刻書

重要的刻書中心。北宋以福州

3.建陽刻書

寺院刻書，南宋以建陽坊刻為
主體的刻書業極為發達。南宋

解說從宋至清建陽與各地書坊刻書的基本概況，對清代建陽刻書

以降，八閩各地的官刻和私

業衰亡的原因、清代刻書中心的轉移與擴散，和最後的輝煌：晚

刻，與建陽坊刻形成了互補和

清的坊刻等作一全景式的掃描。

共同繁榮的局面。入清以後，

4.建刻的版式、特點與歷史貢獻

建陽坊刻逐漸衰微，代之而起

從閩刻的版式和特點、福建刻書的傳播與影響等方面闡述建刻在

的則有四堡、福州和泉州等地

中國出版史、中國文化史等方面的貢獻。

的書坊，成為福建刻書業的殿
軍。

主要特色：對建陽書坊接受官私刊印之書是其貫穿始終的主線，對

探討福建刻書業的源流，對於
傳播和弘揚中華優秀的文化遺產，都有其積極的意義。主要講四個
問題：

《元刊雜劇三十種》的刊刻在點與性質有一最新的解說。
主辦單位：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人事室》
「全球暖化與低碳能源」
天崩地裂，海枯石爛，生活中無奇不有。相信嗎?不信嗎?我們真的

備註：

什麼都做不了嗎?地在哭，水在哭，自然的母親在哭，我們讓她傷心

●

了。想做甚麼?怎麼做?請來聽聽葉宗洸老師說的全球暖化與低碳能
源，一起來為自己找出路，為孩子們找出路。愛護大自然真的不是

gov.tw/)
●

嘴上說，我們要身體力行!!

時 間： 2010/7/15(四) 10:10~2:10
(中午備有餐盒。中途離席者恕不提供)

地 點： 清大國際會議廳(第二綜合大樓8樓)
講 座： 葉宗洸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公務人員請登錄終身學習入口網站報名。(http://lifelonglearn.cpa.

其他同仁請登錄校務資訊系統報名。(https://www.ccxp.nthu.edu.
tw/ccxp/INQUIRE/)

●

報名事宜請洽人事室承辦人陳玉芳小姐。(分機31320)

●

相關報名手續請於990713下午5點以前完成。

《會計室》
會計室九十九年第四期畫展
●

展覽地點：清華大學行政大樓三樓會計室藝文走廊

為提供本校同仁及眷屬藝術創作絕佳的畫作展示空間，並在辦公之

●

展覽日期：2010年7月21日(三)至9月2日(四)

餘，可以開發心性、提昇藝文氣息、生活品味與美感的經驗。

●

開幕時間：7月21日上午11:00

歡迎全校同仁師生蒞臨指導。

●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會計室

《藝文活動》
清華大學夜貓子電影院【漂流影展】On The Way Film Festival
播映時間：2010-07-06(二) ~ 2010-07-31(六) 每星期二、六晚上八點或八點半
播映地點：清華大學蘇格貓底咖啡屋．自由入場
這次，「漂流影展」所選的電影，都是跟漂流有關的，漂流的故事
很多種，正好和處於畢業季的我們，有著情感上的應合關係。我想
漂流也能帶著很多的心情，可以興奮，也可以悲傷。但無論是地理
上的流浪，還是心情上的無所依歸，亦或是對未來的期許，皆是
千千萬萬的心緒之一，也許一言難盡。那麼，言語上的匱乏，就讓
電影來幫助我們說出一些關於形而上的美麗與哀愁，這是一種感覺
的延宕與寄託，然後，由此我們在裡頭取得感官上的信任，進而達
到難以言喻的默契。

2010.7月播映場次：
7/13 (二) 20:30

《最遙遠的距離》 與談人：黃子龍
The Most Distant Course (2007)∣113 min∣林靖傑Jing-Jie Lin

7/17 (六) 20:00

《希臘首部曲：悲傷草原》 與談人：林柳君
Trilogy: The Weeping Meadow (2004)∣162 min∣西奧．安哲羅普洛斯 Theodoros Angelopoulos

7/20 (二) 20:00

《阿拉斯加之死》 與談人：林旻諠
Into the Wild (2007)∣148 min∣西恩．潘Sean Penn

7/24 (六) 20:30

《史楚錫流浪記》 與談人：陳冠文
Stroszek (1977)∣108min∣韋納．荷索Werner Herzog

7/27 (二) 20:30

《推手》 與談人：白依璇
Pushing Hands (1992)∣105 min∣李安 Ang Lee 7/31 (六) 20:30《第九禁區》 與談人：王欣瑜
District 9 (2009)∣112 min∣尼爾．布隆坎普Neil Blomkamp

清大夜貓子部落格：http://nightcats.blogspot.com/
主辦單位：清華大學藝術中心、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

《演講訊息》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

99/7/15 (四)
10:10~12:10

國際會議廳
(第二綜合大樓8
樓)

人事室

演講人

葉宗洸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講題

全球暖化與低碳能源

《藝文表演活動，如需校園停車，請於校門口告知工作人員欲參加之表演節目名稱，以公益活動單次入校20元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