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 2015 年提出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以因應國際產業政策趨勢，並帶

動國內產業創新政策之變革。為進一步活化產業創新活力，經濟部透過科技專案

計畫研發補助，將研發成果移轉民間企業提升我國產業創新動力，落實創新科技

產業化。為持續強化我國產業競爭力，實有必要進一步整合研發資源，與全球創

新能量連結，並配合創新創業政策之脈動將科技專案之效益極大化。職是之故，

全球創新法制趨勢的觀察，使我國創新推動政策與法規的機動調整，以順應科技

創新的腳步，甚至預為因應，為我國作為產業技術領先大國而鋪路，刻不容緩。

為此，從數位環境的持續多元運用發展態勢下，科技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的運用、

保護等變革趨勢分析，則是我國科技法制達成上述「環境建構」使命的第一課！ 

同時，為因應建構寬頻智慧城市，營造便利科技新生活，經濟部 2014 年 5

月規劃推動我國成為全球民生經濟智慧城市生活型態先驅者，建立場域試驗網，

推動多元內容創新的多媒體服務模式，打造智慧園區、智慧商圈、智慧交通及智

慧行動商務等服務驗證平台，完善建立智慧城市發展目標。再者，依經濟部本年

度施政計畫之目標，明列「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創造產業新優勢」，積極推動我國

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投入產業的創新。 

為此，經濟部技術處指導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執行「產業科技創新之法制

建構計畫」，並特別舉辦本次科技法制研討會，邀請國內外貴賓以及產官學研各界

專家共襄盛舉。會議中將對於國際最新新興科技發展的趨勢及應用領域，配合上

述我國國家重點政策方向，進行專題報告，並對於各項未來趨勢及法制政策議題，

進行經驗分享；希冀藉此協助產業界因應趨勢，引領關鍵策略，掌握投入利基市

場，以期助益我國促進相關產業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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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 經濟部技術處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協辦單位： 工業協進會、中華物聯網聯盟、台灣物聯網聯盟、台灣技術經理人

協會、台灣服務業聯盟、台灣科技產業法務經理人協會、台灣區電

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全國工業總會、全國中小企業總會、全國商

業總會、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智慧感知與雲端服務產學聯盟、

智慧城市暨物聯網聯盟、智慧生活產業聯盟 (依筆劃順序排列)  

時    間： 第一場次 

2015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四）09：30 至 16：30 

第二場次 

2015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09：30 至 16：30 

地    點： 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 3F 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24 號 

報名方式： 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   

報名單場 

Day1(10/15):  https://stli.iii.org.tw/p2-2.aspx?i=821 

Day2(10/16):  https://stli.iii.org.tw/p2-2.aspx?i=822 

報名兩場 

Day1+ Day2: https://stli.iii.org.tw/p2-2.aspx?i=823 

費    用： (一) 每場/天研討會新臺幣 1000 元/人 

    （費用包含本次講座活動、講義、精緻午餐、茶點飲料） 

(二) 早鳥優惠方案：（須 2015/10/2 中午 12 點前報名並完成

繳費） 

    1、報名單場，享六折優惠價 600 元（原價 1000 元） 

    2、報名兩場，更享超低優惠價 800 元（原價 2000 元） 

(三) 百年樹人教育優惠方案： 

學生憑學生證件等證明文件報名，單場享優惠價 300 元（原價

1000 元）；報名兩場享優惠價 600 元（原價 2000 元） 

聯 絡 人： 活動內容及報名繳費事項－杜小姐（02）6631-1100 



 

 



 

「 創 新 ‧智 慧 ‧趨 勢 」 研 討 會  
Day 1：2015/10/15 (四) 

時間 議程 講師 

09:20~09:50 (30) 報到時間 

09:50~10:10 (20) 貴賓致詞 

羅達生 副處長 
經濟部技術處 

吳瑞北 執行長 
資訊工業策進會 

10:10~10:30 (20) 
Keynote Speech 
科技研發創新政策與我國產業需求 

蔡宏明 副秘書長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10:30~10:50 (20) 產業科技創新之法制建構 
孫文玲 副所長 
資策會 科技法律研究所 

10:50~11:10 (20) 休息時間  

11:10~11:50 (40) 產業競爭力與全球創新力之連結 
卓永財 理事長 
台灣工具機產業公會 
(邀請中) 

11:50~12:30 (40) 數位環境下智慧財產權授權運用模式之轉變 
馮震宇 教授 
政治大學 法學院 

12:30~13:30 (60) 午餐時間 

13:30~14:10 (40) 全球競爭趨勢下我國產業佈局與合作策略 
─產業經驗與因應策略 

蔡松釗 助理副總經理 
中國鋼鐵 

14:10~14:50 (40) 國際創新創業作法與法制環境趨勢 王怡婷 研究員 
資策會 科技法律研究所 

14:50~15:10 (20) 休息時間  

15:10~15:50 (40) 促進研發成果流通與近用之法制趨勢 
劉憶成 研究員 
資策會 科技法律研究所 

15:50~16:30 (40) 科技研發成果運用與技術保護之全球趨勢 
陳宏志 研究員 
資策會 科技法律研究所 



 

「 創 新 ‧智 慧 ‧趨 勢 」 研 討 會  
Day 2：2015/10/16 (五) 

時間 議程 講師 

09:20~09:50 (30) 報到時間 

09:50~10:10 (20) 
Keynote Speech 
我國推動產業智慧化發展政策及優勢利基策略 

鐘嘉德 執行秘書 
行政院科技會報 

10:10~10:50 (40) 

大師論壇 
聯網的社會(Network Society): 建構智慧城市的
挑戰與機會 

Dr. Magnus Ewerbring 
Ericsson 亞太區技術長 

10:50~11:10 (20) 休息時間  

11:10~11:50 (40) 「生產力 4.0」前瞻技術與應用 
盧志浩 總經理 
台灣 IBM 

11:50~12:30 (40) 國際間推動「生產力 4.0」之法制趨勢與規範議題 
王自雄 研究員 
資策會 科技法律研究所  

12:30~13:30 (60) 午午餐時間 

13:30~14:10 (40) E-Health 創新應用趨勢與產業發展契機 
郭義松 榮譽理事長 
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
業公會 

14:10~14:50 (40) E-Health 創新應用科技發展之法規遵循課題 
李科逸 組長 
資策會 科技法律研究所 

14:50~15:10 (20) 休息時間  

15:10~15:50 (40) 智慧城市應用趨勢及 Big Data 產業大未來 
林蔚君 所長 
資策會 數據科技與應用研
究所 

15:50~16:30 (40) 
國際間推動 Big Data 基礎應用環境法制政策 
─從被遺忘權等發展談起 

徐彪豪 研究員 
資策會 科技法律研究所 

16:30~16:50 (20) Closing Remarks 
 

*主辦單位保留調整研討會內容、日期、講師或取消課程權利* 
*本會議全程禁止錄音及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