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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5 年度文化創意產業輔導陪伴計畫 

【文創產業智財權保護及加值應用工作營－進階課程】 

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 男   □ 女 

單位名稱*  設立年份 _______ 年（若無免填） 

產業類別* 

□01.視覺藝術 
□05.電影產業 
□09.產品設計 
□13.數位內容 

□02.音樂及表演 
□06.廣播電視 
□10.視覺傳達設計 
□14.創意生活產業 

□03.文化資產應用 
□07.出版產業 
□11.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15.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 

□04.工藝產業 
□08.廣告產業 
□12.建築設計產業 
□16.其他________ 

產品/營業
項目簡述 

 職    稱  

連絡電話*  傳    真  

連絡地址*  E-mail*  

報名梯次* 

√處 場次 日期 

 1 臺北場 03/03（五）-03/04（六），03/10（五）-03/11（六） 

 2 高雄場 03/17（五）-03/18（六），03/24（五）-03/25（六） 

 3 臺中場 04/14（五）-04/15（六），04/21（五）-04/22（六） 

 4 臺北場 05/06（六）-05/07（日），05/13（六）-05/14（日） 

參訓背景* 

□已上過文創產業智財權工作營基礎課程或其他智財權保護課程之文創產業業者 

□文創經紀與授權相關之從業者 

□金融機構從事文創產業無形資產評價等相關業務人員 

□中央部會/地方文化局/縣市政府相關局處/附屬機關從事相關業務之公務人員 

課程提問 

最想從課程中學習與收穫的地方（若無免填） 

 

 

 是否有相關問題想詢問講師（若無免填） 

 

 

※*部分為報名表必填內容。 

※請將報名表E-mail至chinping_wu@tdc.org.tw，並請來電確認避免疏漏。 

※聯絡資訊：吳小姐，02-2745-8199#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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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文化創意產業輔導陪伴計畫 

【文創產業智財權保護及加值應用工作營-進階課程】 

活動簡章 
 

    國內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過往專注於產品研發、創意發想等領域，呈現出龐大創新

和創意能量，並累積多元型態的創作作品。然而文創作品的創意內容特性突出，產品更

易被任意複製和利用；加之國人對於作品智財權的敏感度較低，作品受侵害之案例層出

不窮，顯示文化創意產業正處於高度受侵害風險當中。為積極扶植國內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並提高消費市場對智財權與美學的涵養，必須加大對智財權的推廣與應用工作，以

利文創產業工作者累積智慧財產，當未來面臨種種法律問題可以採取合適的保護措施。 

 

    鑒於國內文創產業多屬微小型業者，在事業發展時遭遇到智慧財產申請、侵害與救

濟等法律問題，往往處於不知所措狀態，甚至無法正確運用智財權來開拓事業版圖。因

此，文化部於 105 年委託台灣創意設計中心辦理「文創產業智財權保護及加值應用工作

營」，集結具實務經驗之業者、主管機關、學界專家等產、官、學三方大師開班授課和

分享實務經驗。旨在建立文創業者對智慧財產權認識，以及學習在自身權益受侵犯時，

運用智財法來維護與救濟權益。此外，透過課程了解國際智財法規、文創產業智財應用

實務，以及提供文創產業專家現場諮詢，將成為文創業者未來事業披荊斬棘之利器，也

有益於提升整體文創產業產值。本課程完全免費，機會難得，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 

 

【主辦單位】文化部 

【執行單位】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聯絡窗口】吳小姐；02-2745-8199#665；E-mail：chinping_wu@tdc.org.tw 

 

一、 課程介紹（共 21 小時） 

● 觀念建立與自我保護 

-著作權侵權與自我救濟 

-商標權侵權與自我救濟 

-商業談判專家的養成教戰 

● 授權商業模式與文創經紀  

-文創經紀學的必備心法 

-文創買賣怎麼才划算？ 

-拓展國際授權市場密技 

●智財權國際趨勢與戰略應用 

-國際智財權萬花筒：中國、東南亞智財保護

實務與案例解析 

●新興授權趨勢與實務應用 

-公有文創素材授權新商機 

-商業圖像與文創跨域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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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時間與地點 

場次  工作營時間 工作營地點 
報名截

止日期 

1 臺北場 
03/03（五）-03/04（六） 

03/10（五）-03/11（六） 

松山文創園區創意劇場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133 號 2 樓） 
02/24 

2 高雄場 
03/17（五）-03/18（六） 

03/24（五）-03/25（六）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高雄市鹽埕區新化里大勇路 1 號） 
03/13 

3 臺中場 
04/14（五）-04/15（六） 

04/21（五）-04/22（六）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1916 體驗空間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62 號） 
04/10 

4 臺北場 
05/06（六）-05/07（日） 

05/13（六）-05/14（日） 

松山文創園區創意劇場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133 號 2 樓） 
05/02 

※主辦單位保有調整議程、場地之權利，請以文創推動服務網頁面公告為主。 

三、 授課講師 

余賢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主任） 

江雅綺（臺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助理教授） 

章忠信（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王耀峰（故宮博物院文創行銷處副處長） 

嚴碧梅（臺灣美術館藝術銀行） 

王雅璇（歷史博物館文創行銷組） 

林亮宇（真亮事務所主持律師） 

陳全正（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律師） 

王錦寬（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副總） 

蕭雄淋（北辰著作權事務所創辦人） 

侯淵棠（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林芳吟（頑石創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林羽婕（藝高文創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邱正生（創夢市集總經理） 

鄭瑤婷（祥瀧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吳珮涵（特一國際設計有限公司執行長） 

曾國源（藝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杜祖業（《GQ》國際中文版總編輯） 

洪佳吟（Foufou 福福好創意有限公司） 

韓世國（點睛設計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保有調整之權利，各場次實際授課講師陸續邀約中，請參閱文創推動服務網面

公告。 

四、 報名方式 

1. 線上報名：可利用｢ACCUPASS 活動通｣或「Google 報名系統」擇一網路連結報名。 

ACCUPASS 活動通 

網址： 

https://goo.gl/N0i5Pq 

Google 報名系統 

網址：

https://goo.gl/OHcF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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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子郵件報名：請填寫簡章之附件報名表，完成後將報名表等資料寄送至指定 E-mail：

chinping_wu@tdc.org.tw，並請來電確認避免疏漏。 

E-mail 主旨格式為：文創產業智財權保護及加值應用工作營+學員姓名+報名表。 

例如：文創產業智財權保護及加值應用工作營-王小明-報名表。 

五、 報名須知 

1. 本工作營課程為 4 整天，課程具連貫性，報名前請確認您的參與時間，避免影響整

體學習效果。 

2. 為維持工作營課程執行品質並確保政府資源有效應用，本工作營規劃有報名學員保

證金繳納制度，相關說明如下：  

(1) 學員於線上報名或電子郵件報名後，最晚請於該場次開課前 5 天，以匯款或轉

帳方式繳納保證金新臺幣 1,000 元至指定帳戶並回傳匯款證明至指定信箱：

chinping_wu@tdc.org.tw，方才報名成功，並請來電確認避免疏漏。 

(2) 回傳匯款證明之 E-MAIL 主旨格式為：文創產業智財權保護及加值應用工作營

+匯款證明回傳+學員姓名+公司統一編號。 

例如：文創產業智財權保護及加值應用工作營 -匯款證明回傳 -王小明

12345678（若無統編可省略）。 

(3) 凡學員出席時數達該梯次總時數達 13 小時以上者，即退回全額保證金，將統

一於結業當日以現金方式退回保證金；未達標準者或無故缺席者恕不予退還保

證金，本計畫如有剩餘保證金將依程序歸繳國庫。 

3. 出席時數達 13 小時以上者，方可符合結訓資格，結業時頒贈學員以示鼓勵。 

4. 報名成功後如不克參加，請務必以書面、電子郵件或來電告知取消。 

5. 即日起接受報名，名額有限，敬請把握。 

六、 保證金繳納方式 

1. 本課程保證金繳納指定帳戶如下： 

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忠孝分行(0170055) 

帳號：00509024346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2. 匯款方式：匯款方式可採取臨櫃、ATM、轉帳等方式（擇一即可），匯款完成後必須

提供以下匯款證明回傳： 

(1) ATM 轉帳：使用櫃員機請掃描紙本收據 E-mail 回傳，若線上轉帳請截圖回傳。 

(2) 臨櫃繳納單據：至各大銀行、郵局、合作金庫等金融機構臨櫃匯款，並 E-mail

回傳證明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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