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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以下簡稱本會） 

 

MMOT簡介： 
知識經濟時代的企業形成與經營，企業主或經理人面對研究與發展、智慧財產權保護、智

財管理、技術移轉、創投基金、開創事業、資本市場，由中小企業進入多國籍企業的過程，是

一串國際化的企業與科技管理珍珠鍊，其中一個環節涉及智慧財產權之創造、保護、管理與運

用，稱為智慧財產之價值鏈如下圖。 

 
 

本會董事長劉江彬成立「跨領域科技管理研習班」（Multidisciplinary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簡稱 MMOT），即專注於此價值鏈的研發成果保護、智財管理、技術移轉、新

創事業等課題，為產官學研各界培育人才，再融入密切相關的投資評估、創意管理、技術包裝

與行銷等必要且相關的科技管理課題，先於國內培訓提供基礎課程，國外培訓以進階專題研習

方式，赴國外實地研習、參訪與交流，並至當地知名大學、高科技公司、研究機構、法院、技

轉中心等訪問與見習。 

MMOT 自 2000 年開辦，已培訓學員逾二千人次，涵括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半導

體、光電、軟體、生物科技與製藥、智慧機械、綠能、文化創意、技術服務等高科技產業、民

生產業與科技服務業等，形成跨領域、跨國際、跨產業的緊密人才網絡，為近 20年來台灣產業

轉型奠定關鍵基礎。本跨領域課程已成為產、官、學、研各界之標竿，致力推動研發成果之管

理與運用，將所學成果擴散，影響深遠。 

國內已完成培訓 2,400 位，國外 1,800 人次，國外培訓專題報告近 200 份，2 本專書《跨

領 域 的 爆 發 力 》與 《 跨 領 域 的 競爭 力 》 共 百 篇 學 員 個 案 ， 請 參 考本 班 官 網

（http://www.mmot.org.tw/introduction）。 
 

課程說明與特色：今年第 22 期國內班課程主題涵蓋：智慧財產保護與管理、技術移轉與研

發成果商品化等領域。在組織發展過程中如何經營管理智慧財產權，包括專利、著作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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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營業秘密等，朝國際發展時，需同步瞭解國際重要發展與因應策略，故課程將講述美國、

歐洲、中國大陸等國際趨勢，並搭配個案分析，從台灣角度思考經營與發展策略。智財加值運

用過程中，針對產學合作、技術移轉、創新、創業過程中面對資本市場必需之投資評估、融

資、評價等問題。產業創新過程中的研發成果商品化，面對創新科技快速興起，從研發的科技

管理、創新管理到智財佈局、研發成果加值、人工智慧及大數據等各種智財管理與應用策略。 
 

報名對象：以學士以上（或同等學歷）為原則。產、官、學、研各界，與本課程主題相關或

即將從事或有興趣者，包括但不限於各領域研發者、創業家、專利工程師、專利師、專利代理

人、律師、欲報考專利師國家考試者、智慧財產管理人員、法務管理人員、法遵管理人員、董

監事、公司治理之 TIPS 智財管理等相關人員。 
 

上課時間與方式：因應 COVID-19疫情變化與防疫考量，取消實體上課。本課程進行之所有

過程，所有產出資料（含錄音、錄影、照片等），相關權利皆屬於本會所有，學員如因個人因

素不願配合，請先告知執行單位，否則事後不得有異議。 

(一)線上影片課程：約 25 小時以上課程如表一，2022 年 6 月 27 日起至 9 月 4 日止，使用本

會 MMOT數位學習平台（TronClass或下載 TronClass APP）。上課權限開啟後，E-mail學員帳
號及密碼等資訊，即可觀看課程影片。本課程只限學員本人收看使用，不得給予他人使用或公

開播放。若有問題想詢問講師，屆時可於系統中提問，講師將定期回覆，恕難隨時或及時回覆，

問題範圍限課程內容。（本課程將暫訂於 6/27(一)、6/28(二)、6/29(三)、6/30(四)、7/1(五)、
7/4(一)、7/5(二)、7/6(三)、7/7(四)的 18:30-21:30 同步直播暨同時錄製部份上課內容，歡迎學員
屆時上線可直接與講師互動，連線方式等資訊將於上課前通知。） 
 

(二)網路同步直播：學員於上課時間，使用自己的電腦/手機/平板等設備進行線上同步觀課。

約 30 小時課程如表二，2022 年 7 月 2 日（星期六）起至 7 月 30 日（星期六）止，每星期六

全天[9:00~12:00，13:30~16:30] 6小時課程為原則，每星期六 13:00-13:30並舉行學員自我介

紹知識分享交流。若講師臨時調整上課時間，必要時需配合講師時間於其他週末時段補課。書

面講義課前郵寄，課程中不提供錄影、錄音、補課、代課機制。 
 

講義：為尊重講師智慧財產權，僅提供課程講義紙本簡報，恕無法提供電子檔。 

 

學費：完整課程(一)與(二)共約 55 小時以上的課程，每位學費新台幣 30,000 元整。亦可單選 

(一)線上影片課程或(二)網路同步直播課程，每位學費新台幣 18,000 元整，並請務必於報名網

頁「備註說明 Note」欄內說明單選(一)或(二)。 

2 

https://cipfmmot.tronclass.com/login


2022MMOT基礎課程                                                                                    

第 22 期「跨領域科技管理研習班」 
 

 

報到繳費：E-mail 通知報到流程及繳費資訊（線上刷卡、Web ATM、ATM 櫃員機、銀行匯

款等方式），完成繳費視同報到，逾期視同放棄資格，將通知備取者遞補。完成繳費若欲取消

報到，請於開課前 7 日內以 E-mail 通知承辦人，將退還 80%學費，逾期不退費。 

結業：(一)線上影片課程：觀看課程每單元主題至少超過 90%以上內容，並完成線上問卷後，

可取的結業證明。(二)網路同步直播課程：上課時數達 90%以上，並完成線上問卷後，可取得

結業證明。 

報名截止：2022 年 6 月 22 日前至線上報名網址填寫報名資料。 

聯絡人：朱小姐，E-mail: mmot@mmot.org.tw，電話：02-8911-2003。 

 

 

表一：線上影片課程表（6/27-9/4） 
開放同步線上

直播暨錄製影

片(暫訂) 
課程主題(暫訂) 講師(暫訂) 

6/27(一) 
18:30-21:30 

智慧財產國際發展新趨勢與企業因應戰略 劉江彬（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董事

長、國立政治大學名譽教授） 

6/28(二) 
18:30-21:30 

專利法保護與管理 盧文祥（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兼任教授/律

師/仲裁人/專利代理人） 

6/29(三) 
18:30-21:30 

專利保護策略：範圍界定與解讀 林國塘（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組組

長） 

 美國專利文件架構與檢索實務 耿筠（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所

長） 

6/30(四) 
18:30-21:30 

著作權法保護與管理 章忠信（東吳大學法律院助理教授、科技

暨智慧財產權法研究中心主任） 

7/01(五) 
18:30-21:30 

商標法與商標品牌授權 黃上上（經兆國際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7/04(一) 
18:30-21:30 

科技創新研發管理與實例 吳豐祥（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

產研究所教授） 

7/05(二) 
18:30-21:30 

智慧財產加值運用實務-產研合作策略 樊治齊（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術

移轉與法律中心副主任） 

7/06(三) 
18:30-21:30 

人工智慧(AI)、大數據之智慧財產問題因應 莊弘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副教授） 

7/07(四) 
18:30-21:30 

高科技公司的專利佈局策略：國際訴訟案例

分享 

徐弘光、周欣嫻（銨田智權有限公司總經

理、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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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網路同步直播之課程表（7/2-7/30每星期六） 
日期(暫訂) 課程主題(暫訂) 講師(暫訂) 

7/02(六) 
09:00-12:00 

營業秘密之保護策略與競業禁止 宿文堂（聯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理

暨法務長） 

7/02(六) 
13:30-16:30 

國際技術移轉授權案例實務 王偉霖（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

律研究所所長） 

7/09(六) 
09:00-12:00 

新創事業資本運作與案例 黃順達（和通創投集團副總經理） 

 

7/09(六) 
13:30-16:30 

智慧財產 Due Diligence 與商品化實例 陳桂恒（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資深顧

問） 

7/16(六) 
09:00-12:00 

智慧財產訴訟與爭端解決及案例實務 林欣蓉（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庭長） 

 

7/16(六) 
13:30-16:30 

歐洲智慧財產法制與台灣之比較、歐洲地理

標示 

許曉芬（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法律系暨工

學院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副教授） 

7/23(六) 
09:00-12:00 

專利組合及其生命週期管理之關鍵與配套 林家聖（世博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長） 

7/23(六) 
13:30-16:30 

中國大陸智慧財產保護經營與因應策略 闕光威（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律

師） 

7/30(六) 
09:00-12:00 

技術與無形資產評價：以生物科技為例 陳桂恒（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資深顧

問） 

7/30(六) 
13:30-16:30 

標準必要專利法律爭議-競爭法、禁制令、

FRAND 權利金 

莊弘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副教授） 

 
 本會保留修改、暫停或終止課程之權利。凡表一、二之課程變更以 MMOT 官網公告為主，重要異動本會

將於課程前以 Email 方式通知報名者，請報名者隨時注意MMOT 官網公告之事項與信箱。 
 今年國外培訓班因 COVID-19無法出國，目前正規劃國際進階課程（名稱暫定），暫訂 2022年 10月 21

日星期五舉行，實體或網路同步直播等方式，預計 9月開放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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