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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學界智財影響力論壇暨實務講座 

「超前布局 智勝未來」 

一、 目的： 

為強化學界專利布局之重要觀念，同時在校園扎根專利布局所需之專利知識與技

能，IMPACT 臺灣智財加值營運管理中心特別規劃辦理本活動，以「學界智財超前

布局 創造影響力」為主軸，透過探討專利布局之意義與價值，彰顯其對於學界智

慧成果有效擴散之重要性，引發學界共鳴，同時透過專利檢索實務講座，引導各校

強化專利超前布局能力，創造具前瞻性之優質研發成果，成為具影響力的智慧財產

權。 

二、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IMPACT 臺灣智財加值營運管理中心 

(三)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成功   

     大學 

三、 活動對象：  

     全國大學校院之 

(一) 校園研究團隊師生 

(二) 學校智財相關從業人員 

四、 活動日期與地點： 

場次 時間 地點 

活動場地 

上午｜焦點論壇 

9:30-12:00 

下午｜實務講座 

13:30-16:50 

臺南場 9/23 (三) 國立成功大學 
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計算機中心 

75301 電腦教室 

臺中場 9/25 (五) 國立中興大學 
計資中心大樓 1 樓 

致平廳 

計資中心大樓 2 樓 

第三電腦教室 

臺北場 9/29 (二) 國立臺灣大學 
社科院 

梁國樹國際會議廳 

智慧農業教學與研究發展中心

電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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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議程 

(一) 上午場-焦點論壇  

時段 時間 議程 來賓、講者建議 

09:00-09:30 30mins 報到 

09:30-09:40 10mins 開場、致歡迎詞 

 學校代表致歡迎詞 

 教育部代表 

 專利師公會 廖鉦達理事長 

09:40-10:00 20mins 
【專題演講-智勝藍圖】 

學界智財發展現況、挑戰、與未來 
IMPACT 臺灣智財加值營運管理中心 

10:00-10:30 30mins 

【專題演講-智勝先師】 

從創新技術守護者-專利師角度看學界專

利布局 

林殷如專利師｜專利師公會 

10:30-11:00 30mins 

【專題演講-智勝關鍵】 

9/23(三)臺南場 

智財布局關鍵思維－研發成果布局攻略 

吳宗信｜國立交通大學機械系特聘教授 

9/25(五)臺中場 

從產業趨勢看專利布局－以通訊產業為例 

朱南勳｜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產業顧

問兼主任 

9/29(二)臺北場 

全球專利布局策略－以工研院經驗為例 
王鵬瑜｜工研院技轉與法律中心執行長 

11:00-11:10 10mins 茶敘交流 

11:10-12:00 50mins 
【焦點對談】 

學界智財超前布局 創造影響力! 

與談： 

 IMPACT 臺灣智財加值營運管理中心 

 胡書慈｜專利師公會秘書長 

 【專題演講-智勝關鍵】講者 

12:00 圓滿結束 

(二) 下午場-實務講座  

時段 時間 議程 來賓、講者建議 

13:00-13:30 30mins 報到 

13:30-14:30 60mins 

【實務講座】 

讓 TIPO 傳授你專利分析關鍵技能：  

專利分析最前線—運用檢索探勘研發熱

點，從專利大數據洞察技術發展趨勢 

高佐良｜經濟部智慧局資料服務組組長 

14:30-14:40 10mins 茶敘交流 

14:40-15:40 60mins 

【實務講座】 

讓 TIPO 傳授你專利布局關鍵技能： 

專利布局必須的自我裝備－思維建構與

布局策略 

高佐良｜經濟部智慧局資料服務組組長 

15:40-15:50 10mins 茶敘交流 

15:50-16:50 60mins 

【實戰模擬】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讓專利達人

帶領你小試牛刀大顯身手 

吳爾軒｜專利師公會理事(臺南、臺中)

童啟哲｜專利師公會理事(臺北)  

16:50 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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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採網路報名方式，連結如下：（報名截至 9 月 21 日中午 12 點止） 

(1) 9 月 23 日(三) 臺南場 

https://www.accupass.com/go/1090923-IMPACT 

(2) 9 月 25 日(五) 臺中場 

https://www.accupass.com/go/1090925-IMPACT 

(3) 9 月 29 日(二) 臺北場 

https://www.accupass.com/go/1090929-IMPACT 

(二) 上午焦點論壇及下午實務講座採分開報名方式，可重複報名參加，上下午場皆

參加者提供午餐。 

(三) 本活動全程免費，名額有限，敬請把握機會報名參加，若報名額滿將提早關閉

報名系統。報名後如因故無法參加，請務必提前來信或來電告知，以便遞補其

他欲報名者。 

(四) 公務人員全程參與本活動可依實際時數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3 小時。需

申請者，報名時請記得填寫身份證字號。 

(五) 活動當日如遇有天氣狀況(如颱風)，且地方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時，當日活

動即取消，並於後續另行公告延後辦理之日期。 

(六) 實務講座全程採經濟部智慧局全球專利檢索系統 GPSS 進行實機操作。 

(七) 主辦單位保有課程/講師異動權利。 

七、 聯絡資訊 

(一) IMPACT 專線： 02-2776-2942 #205 丁小姐／#504 謝小姐 

(二) 服務信箱：ipservice@impacttaiwan.org 

(三) 官網與粉絲專頁：請掃描以下 QRCode 或於 Google 搜尋關鍵字「IMPACT 臺灣

智財加值營運管理中心」 

  

IMPACT 官網 IMPACT 粉絲專頁 

https://www.accupass.com/go/1090923-IMPACT
https://www.accupass.com/go/1090925-IMPACT
https://www.accupass.com/go/1090929-IMPACT
mailto:ipservice@impacttaiw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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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活動交通資訊 

(一)  9 月 23 日(三) 臺南場—國立成功大學（臺南市大學路 1 號） 

上午焦點論壇：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光復校區) 

下午實務講座：計算機中心 75301 電腦教室(成功校區) 

 

【自行開車】（國道路線） 

南下：沿國道一號南下 →下大灣交流道右轉 → 沿小東路直走即可抵達本校。 

   【自國道三號南下者，轉國道 8 號（西向），可接國道一號（南向）】 

北上：沿國道一號北上 → 下仁德交流道左轉 → 沿東門路(西向)往台南市區直走 → 遇林森路或

長榮路右轉(北向)，即可抵達本校。 

  【自國道三號北上者，轉 86 號快速道路（西向），可接國道一號（北向）】 

【搭乘火車】 

於台南站下車後，自後站出口（大學路），大學路左側即為本校光復校區。 

【搭乘高鐵】 

搭乘台灣高鐵抵台南站者，可至高鐵台南站二樓轉乘通廊或一樓大廳 1 號出口前往台鐵沙崙站搭

乘台鐵區間車前往台南火車站，約 30 分鐘一班車，20 分鐘可到達台南火車站；成功大學自台南

火車站後站步行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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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 月 25 日(五) 臺中場—國立中興大學（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上午焦點論壇：計資中心大樓 1 樓致平廳 

下午實務講座：計資中心大樓 2 樓第三電腦教室 

 

【自行開車】※車輛進入本校校園須依規定繳交停車管理費，請盡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1)走 1 號高速公路 :  

1-1.從王田交流道下，中山路 > 復興路 > 學府路右轉 > 順開到中興大學門口(興大路 145 號) 

1-2 從南屯交流道下，五權西路 > 五權路 > 五權南路 > 忠明南路左轉 > 興大路左轉 > 順開

到中興大學門口(興大路 145 號) 

1-3.從中港交流道下，台灣大道(舊台中港路) > 忠明南路右轉 > 興大路左轉 > 順開到中興大學

門口(興大路 145 號) 

(2)走 3 號高速公路 

2-1 從中投交流道下 (南部上來) >接 63 號中投快速公路 > 五權南路 > 忠明南路右轉 > 興大路

左轉 > 順開到中興大學門口(興大路 145 號) 

2-2 切換 1 號高速公路(北部下來) > 南屯交流道下，五權西路 > 五權路 > 五權南路 > 忠明南

路左轉 > 興大路左轉 > 順開到中興大學門口(興大路 145 號) 

【搭乘客運】 

(1)到校門口(興大路) 站名：中興大學(興大路)  

統聯客運 73 路、統聯客運 23 路、台中客運 33 路、台中客運 35 路、仁友客運 52 路 

(2)到國光路側門 站名：中興大學(國光路)  

統聯客運 50 路、59 路、全航客運 65 路、全航客運 158 路 (停靠臺中高鐵站，不經台中火車站) 

(3)其他臨近路線  

台中客運 9 路、台中客運 41 路、在建成學府路口站下車，沿學府路步行約 100 公尺到本校校門

口 ( 興大路 )。 

台中客運 82 路、101 路、102 路；統聯客運 37 路在第三分局站下車，沿學府路步行約 300 公尺

到本校校門口 ( 興大路 )。( 停靠臺中高鐵站、臺中火車站 ) 

【搭乘計程車】 

(1)臺中火車站至興大，車程約 10-15 分鐘。 

(2)高鐵車站至興大，車程約 20-30 分鐘。也可在高鐵轉搭台鐵(新烏日站)至臺中火車站，再依上述

方式到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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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9 月 29 日(二) 臺北場—國立臺灣大學（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上午焦點論壇：社科院 梁國樹國際會議廳 

下午實務講座：智慧農業教學與研究發展中心電腦教室 

 

【高鐵/火車】 

請於台北車站下車，再轉捷運淡水-新店線到公館站。 

【自行開車】 

◆1. 北二高(國道 3 號) 

(1)北二高─深坑交流道─北二高支線（進入平面後即辛亥路）─（迴轉）復興南路大門  

(2)北二高─深坑交流道─北二高支線（進入平面後即辛亥路）─（迴轉）穿越新生南路後，停放新

體育館停車場 

(3)北二高─安坑交流道─環河快速道路─福和橋公館─停放公館停車場或二活停車場 

◆2. 北一高（中山高速公路) 

(1) (推薦路線) 北一高─圓山交流道─建國南北路─（左轉）辛亥路─（右轉）復興南路大門請再

自行找停車位，請事先瀏覽相關網頁 

(2) (推薦路線) 北一高─泰山收費站─（十八標）快速道─（右轉）環河快速道路─師大路─辛亥

路─穿越新生南路後，停放新體育館停車場 

(3) 北一高─泰山收費站─（十八標）快速道─（右轉）環河快速道路─福和橋公館─停放公館停

車場或二活停車場 

※臺大校區停車規定：自 92 年三月廿四日起進入台灣大學校總區免停車換證，但請於進入校門時

抽取計時票卡，憑卡訪客、來賓可視需要選擇由任一校門繳費離開。另自該日起本校將依新的收費

標準收費。 

【搭乘捷運】 

◆松山新店線 

臺灣大學位於捷運公館站（松山新店線）旁，捷運公館站的 3 號出口距離校門口（羅斯福路與新生

南路交口）僅需 3 分鐘左右的步行時間，2 號出口直接連接舟山路出口（羅斯福路與舟山路交

口）。 

◆文湖線 

若您欲到達臺大校總區東北側，則可考慮搭乘捷運文湖線，在科技大樓站下車，之後沿著復興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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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南走，便可抵達本校辛亥門。 

【搭乘公車】 

可透過臺北市政府製作的「5284 我愛巴士」網站，查詢到公車班次、路線。 

◆站名：台大 

地點： 新生南路上人類學系前 

公車： 109、643、642、668、675、0 南、280、311、207、松江幹線、敦化幹線、0、505、907、

253、284、52、676、208、5、1501 指南宮經泰山、1550 基隆-台北 

◆站名：公館 

地點： 羅斯福路四段上第二學生活動中心前 

公車： 5、1550 基隆-台北、1501 指南宮經泰山 

◆站名：自來水處 

地點： 基隆路三段上明達館前 

公車： 907、909、1550 基隆-台北、新店-台北、1032 基隆-板橋、905、906、906 副線、棕 12、敦

化幹線、673、275、1、650、207、672 

◆站名：青年活動中心 

地點： 辛亥路三段上 

公車： 295、298、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