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資產評價實務」論壇
一、 宗旨：
知識經濟時代，各國莫不極力鼓勵研發、創新技術，以帶動產業與經濟的發
展。其中，「無形資產」顯然已成為決定企業價值、維持市場競爭優勢的重
要資產。台灣近年來大力鼓勵新興產業，無形資產之價值創造與商品
化，更是推升我國產業創新動能及增強國際競爭力之關鍵。尤其「產
業創新條例」於去(2018)年6月20日修正公布後，其中第12條與第13
條 有 關 無 形資 產評 價 業 務 的規 範， 以 及 後 續是 否可 能 促進 國內 投融
資的正向效應，更為國內各界所引領企盼。
工業技術研究院身為國際研發機構，一向以實際作為推動我國「無形
資產評價」觀念與機制建立，本次綜整多年實務經驗，結合國內素有
專 業 聲 譽 之中 華無 形 資 產 暨企 業評 價 協 會 之專 家， 共 同 舉 辦交 流論
壇，以期與產、官、學、研進行深度對話，激發具體效益。本次論壇
所延聘之主持人、講者及與談人，均為國內無形資產評價實務之翹楚
；為維品質，酌收費用，座位有限，額滿即止。
二、主辦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
三、協辦單位：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
四、報名費用：工研院員工與無形資產評價協會會員免費；其他：500元台幣
五、報名方式：線上報名(工研院產業學習網)
報名網址：https://wlsms.itri.org.tw/ClientSignUp/Index.aspx?ActGUID=CDA8AB0B3C
報名洽詢：02-2736-5683 鹿小姐；03-5919257 曾小姐
六、場次時間：台北、新竹、高雄各一場次（詳如以下議程）

「無形資產評價實務」論壇(台北)
主辦單位：工研院 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
協辦單位：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
地
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三樓 301 廳(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時間

108 年 5 月 31 日

9:00

開幕

9:05

會議主席：工研院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 王鵬瑜 執行長

9:05

貴賓致詞

9:10

工業局長官
議題 I. 我國無形資產評價的發展與挑戰

09:10

主持人：工研院技轉法律中心 王鵬瑜 執行長

10:20

主講人：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 彭火樹 理事長
與談人：金庫資本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丁學文 總經理

10:20

茶

10:40

敘

議題 II. 我國應如何增進無形資產評價師之專業能力
10:40

主持人：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智權委員會主委 楊明勳 律師

11:50

主講人：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 蘇瓜藤 名譽理事長
與談人：華淵鑑價股份有限公司 陳聯興 董事長

11:50
午

13:30

餐

議題 III. 如何評估生醫研發成果的價值
13:30

主持人：亞太智慧財產權發展基金會(APIPA) 賴士煥 執行長

14:40

主講人：台經院 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暨智財評價服務中心 孫智麗 主任
與談人：工研院技轉法律中心 翁國曜 博士

14:40

茶

15:00

敘

議題 IV. 智慧財產設質融資與證券化
15:00

主持人：群創知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以山 董事長

16:10

主講人：國立政治大學 科管與智財研究所 宋皇志 教授
與談人：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PwC Legal） 蔡朝安 所長

16:10
17:00
*主辦單位保留議程及講師變更之權利。

綜合座談

「無形資產評價實務」論壇(新竹)
主辦單位：工研院 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
協辦單位：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
地
點：工研院 國際會議廳（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 號 51 館 422 會議廳）
時間

108 年 7 月 11 日

9:00

開幕

9:05

會議主席：工研院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 王鵬瑜 執行長

9:05

貴賓致詞

9:10

工研院長官
議題 I. 我國無形資產評價的發展與挑戰

09:10

主持人：工研院技轉法律中心 王鵬瑜 執行長

10:20

主講人：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 彭火樹 理事長
與談人：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范建得 教授

10:20

茶

10:40

敘

議題 II. 我國無形資產評價與併購實務
10:40

主持人：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智權委員會主委 楊明勳 律師

11:50

主講人：群創知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以山 董事長
與談人：智權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徐坤光 會計師

11:50

午

13:30

餐

議題 III. 智慧財產設質融資與證券化
13:30

主持人：工研院技轉法律中心 王鵬瑜 執行長

14:40

主講人：國立政治大學 科管與智財研究所 宋皇志 教授
與談人：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黃小芬 會計師

14:40

茶

15:00

敘

議題 IV. 產學研合作的技術與專利評價
15:00

主持人：亞太智慧財產權發展基金會(APIPA) 賴士煥 執行長

16:10

主講人：國立清華大學 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 徐慧蘭 前執行長
與談人：工研院 技轉法律中心 翁國曜 博士

16:10
17:00
*主辦單位保留議程及講師變更之權利。

綜合座談

「無形資產評價實務」論壇(高雄)
主辦單位：工研院 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
協辦單位：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
贊助單位：國立中山大學 EMBA、高雄市產業發展協會
地
點：高雄軟體園區會議中心國際會議廳（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 12 號）
時間

108 年 8 月 2 日

13:20

開幕

13:30

會議主席：工研院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 王鵬瑜 執行長

13:30

貴賓致詞

13:40

議題 I. 智財權佈局與評價
主持人：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專利評價委員會」 林以山 委員
13:40 講題一：無形資產如何創造企業價值
14:30 主講人：昇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田勝侑 總經理/律師
講題二：在全球貿易大戰下台商投資與無形資產新策略與佈局
主講人：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宜賢 會計師
議題II.

創新與價值

主持人：國立中山大學 EMBA 執行長 徐士傑 教授
講題一：智慧財產權佈局

14:30 主講人：科技部產學研鏈結中心 陳崇仁 協理
15:20
講題二：投資人如何評估新創事業之無形資產
主講人：南臺灣國際產學聯盟 張世楠 執行長
15:20

茶

15:40

敘

綜合座談
主持人：工研院技轉法律中心 王鵬瑜 執行長
15:40 與談人：
17:00 華淵鑑價股份有限公司 陳聯興 董事長
高雄市產業發展協會 陳昭男 理事長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
郭清寶 秘書長
昇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田勝侑 總經理
群創知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以山 董事長
*主辦單位保留議程及講師變更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