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出國研修心得報告內容大綱 

請於封面上方列標題(標題內容須含：選送生研修學年度/ 學期、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中文姓名、前往研修國家及國外研修學校名稱) 

研修學年度/學期 106學年度第二學期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  大阪工業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中文姓名  侯佳穎 

研修國家  日本 

研修學校  大阪工業大學 

一、 緣起 

因自身於國內從事智慧財產權相關工作經驗，於職場中深感不
足故至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修。研修三年過程中，智慧
財產權除本國內使用外，國際趨勢更是需要瞭解之重點，也想
瞭解其他國家如何應用智慧財產權，且各國會參照國際方向
後，依照國內等需求有不同法制訂定，故興起出國交換的想法。
所上與大阪工業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為姊妹校，參照師資之
後與本校師資取向不同，大工大師資多為知名企業退休之智財
高階主管，其企業策略與本校以法學專門背景之師資有極大差
異，為更了解智慧財產權於企業內部應用，故提出六個月研修
申請。此外，因本身大學時期為日本語文學系專科，日本相較
於歐美國家來說，飲食文化等也較相近，日本現在仍屬前幾大
市場國，與台灣也密切交流往來，希望透過此次來交換學生，
可以了解當地企業環境、習慣等商業或合作樣態，期許未來對
台灣智財與日本進行交流或其他活動時能有所助益。 

二、 研修學校簡介 

 大工業大學智慧財產權學系(含研究所)為全日本唯一智慧財產權

研習相關之學校。智慧財產權研究所於 2017 年榮獲經濟部特許廳

智財功勞賞，協助產官學連攜並策畫日本國內中小企業公司內部

智財相關規劃及整備。官方合作部分，所上與地方機關共同舉辦

「智財協會」以及「企業智財研習會」等活動。今年更與內閣府



智財知識推展局以及關西地區銀行等機構共同推展「關西地區智

財協會」，加強關西地區企業之智財應用與銀行評價等發展，藉

此拓展關西地區智財發展。此外，所上為 JICA 及 WIPO 智財研究

者受訓學校，故亦有舉辦針對 JICA 以及 WIPO 研究學者前來進修

之智財英語課程。所上產官學皆有豐沛資源協助學生可快速了解

職場生態，也透過接待外國研究學者可促進各國智財發展交流。 

  所上教師皆來自產官界，具有豐富官-日本特許廳經驗，以及產

-日本知名企業之智財部門主管退休人員(日本退休人員大約 50 左

右退休至學校教書)。也因此學習日本產業界智財內部管理及如何

應用智財策略之方法，以及日本專利制度與台灣差異。 

  本次前往大阪工業大學研究所進修，四月初期依照研習方向，

與日本院生一同上整學期正規課程，並參與教授 Seminar。五月起

與 JICA 及 WIPO 學者共同研習智財英語課程，並發表。 

三、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研習項目如下: 

日文課程 

1. 智慧財產經營戰略特論 

  公司內部智慧財產權經營及運作為宗旨之課程，亦即實踐公司

或社會之經營利益，藉由智慧財產權運作來達到目的。透過投資

各項活動所衍生之智慧財產，所衍生之智慧財產權以及可活用之

智慧財產，以取得公司內部有形或無形之利益，以期達成投資智

慧財產之目的。 

2. IP Business 契約特論 

3. 市場與品牌特論 

4. 智財技術經營特論(基礎) 

  透過企業案例，透過學習、思考以及議題探討，來掌握企業在

發展事業或創新研發之架構。學習企業在研發創新時探討創新之

問題本質以及找出根本市場或技術問題，透過一連串發想尋求最

符合市場、公司願景(需求端)以及供應端之可發展之平衡點。 

5. 醫藥特許特論。 

  醫藥產業及智財應用觀點探討醫藥品相關實務於專利申請、

Know-How 區別管理以及布局之實務操作及策略。 

6. Seminar 
7. 日文導讀課 

英文課程 

1. IP Studies I。 

2. IP Studies II。 



  本課程為專為 JICA 以及 WIPO 訪問學者設計之課程，以深入淺

出內容教導日本智慧財產權法規，包括專利、商標、著作權、營

業秘密等，第一階段為基礎法規介紹。 

第二階段則透過各國企業及目前趨勢給予訪問學者思考以及活化

如何應用智慧財產權之策略，以及目前國外相關法令制定對於智

慧財產權從業人員之影響，於課程中也提供討論活動，刺激參與

學生。 

3. 比較智財法特論。 

  邀請海外知名律師以及學者包括專利撰寫、美國法律及智財制

度以及爭訴處理等。最後安排參與之人員針對智慧財產權相關議

題進行發表競賽，藉此提升學生英文發表能力也可訓練學生上台

能力。 

四、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參與 JICA/WIPO企業參訪活動。 

1. Panasonic 
2. 京都大學產學中心 

3. Optex 
4. 大金 

日本企業針對智慧財產權活動很早以前就已經有此觀念，並

加強嚴格管理。於 Panasonic 參訪時，公司於很早以前有 Open 

Innovation 觀念與荷蘭飛利浦合作。大金公司也依照各國情勢

不同進行不同智財布局。 

    參與校內舉辦之業界智慧財產權研討會。 

1. 智財戰略會議 

2. USJ 智慧財產權策略演講 

3. ブランド構築のためのデザイン －デザイン活動は企業業

績を向上させるか？ 

4. 食品業界の知的財産動向 

     企業演講，介紹企業內部如何營運管理之 Business Model，並 

     搭配趨勢來進行未來發展。 

五、 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請條列式列舉) 

  (一)、師資多為業界老師，有豐富企業內部實務操作實例經驗。 

(二)、教學環境需非常專注且認真，實例作業很多。教師也非

常樂意於作業繳交前給予學生作業指導，並且安排上台發表

機會。 



(三)、重視團隊合作，由團隊共同依照主題發表。可幫助外籍

學生快速融入環境及增加日語能力。 

(四)、校方積極與關西地區產官學合作，故也有大量實習機

會，也會大量產業相關演講。各科系積極參與競賽等活動，

增加學生可提升能力機會。 

(五)、為協助學生多元發展，也開設 Workshop，理科可協助

文科學生透過 Workshop 得到實務操作機會，有助學生未來就

業之發展。 

(六)、安排非智慧財產權領域等理科基礎課程，協助學生奠定

技術等相關基礎，有利於職場應用。 

(七)、日本就職環境與台灣不同，需經過多次篩選。說明會參

加-投履歷-第一次面試-第二次面試-第三次面試。 

故指導教授會協助學生履歷撰寫、考試等給予加強指導。大

阪工業大學調查就職率為日本前五名。 

(八)、LLC 學習系統，校內聘請外師及外語資源，每天提供 15

分鐘外語時段協助學生學習英語。並協助大學生或研究所學

生完成英文 project 及發表等課程。 

六、 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列式列舉)  

(一)、企業策略應用以及商業使用方法。 

(二)、日本及英語能力增加。 

(三)、了解智慧財產權於企業內部之規劃及操作方法。 

(四)、學習到如何大量情報收集之方法，不光只是智慧財產權

相關，也學習如何透過財報等方式收集資訊。 

(五)、增加與眾多國外學者或產業交流，了解各國智慧財產權

應用之差異。 

七、 感想與建議  

本次交換學生因所上只有一個人，故課程參與、活動等都是

一個人進行，故除可快速學習日文，也透過與其他日本學校

交流快速融入環境。 

此外，本次前來也透過積極學習，於過程中克服很多困難及

語言等障礙。推薦學生可至大阪工業大學學習，相信將會有

有別於台灣的收穫。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侯佳穎           所屬系所 / 年級： 

   智慧財產權研究所三年級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研修國家：    日本        研修學校：  大阪工業大學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研修期間：西元 2018 年 04  月 01 日 至  2018  年 09 月 30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所上姊妹系所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是(系所名稱  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7  年 02  月 17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7  年 03  月 02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8  年 01  月 23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 是  否 

簽證費用：$    920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  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申請簽證官方網頁： https://www.koryu.or.jp/tw/visa/taipei/general/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 

① 護照正本(有效期 6 個月以上,如有舊護照也請一併提出) 

  ② 簽証申請書(申請人須親自簽名與護照簽名欄一致) 

  ③ 2 吋彩色白底証件照 1 張 ( 6 個月內拍攝、正面、脫帽、無背景) 

  ④ 身分証正本及正、反面影本 1 份 

    ※未滿 14 歲者, 請提出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代替身分証 

  ⑤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正本及正、反面影本 1 份                                 

申請所需時程：  5 個工作天    

(申請日期)    2018/03/28          (取得日期)  2018/04/02         

費用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不需要               (新台幣) 



其他項目：  生活費(含交通、伙食)  費用： 12 萬左右  (新台幣) 

其他項目： 住宿(含水電、瓦斯)  費用：     8-9 萬    (新台幣) 

整體總開銷(含：簽證、交通、伙食、住宿等)：  20 萬          (新

台幣) 

課程與學分抵免 

選課方式：  線上選課   紙本選課   其他：            

選修學分數上限與下限：上限          下限            

是否可跨系選課： 是   否   其他：              

課程難易度： 困難   普通  容易 

學分抵免 

 是否有抵免學分： 有   無 

 學分抵免難易度： 困難   普通  容易 

 抵免學分數：_______堂課，共________學分 

 當地研修之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北科大抵免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語言學習資源： 有  無 (如：語言學習中心) 

 是否額外收取費用： 是  否 

請簡單說明學習的語言、方式及申請單位等 

                                                            
                                                            

住宿 

交換學校所提供之住宿選項 

交換學校宿舍 

交換學校配合之校外租屋公司 

交換學校提供之校外租屋資訊 

學校是否提供宿舍：是 否： 

校內宿舍型式包含：單人房 雙人房 其他：     人房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學校宿舍  1   人房  寄宿家庭 自行租屋 其他：         

其他住宿資訊來源：研修學校 朋友  

                  網路-網址：                                                               

住宿費用： 

您所住宿的房型費用 

$    13000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就您所知，其他房型費用： 

單人房：$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雙人房：$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多人房：   人房：$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交通 

研修學校是否有提供接機服務： 是  否 

若有，是否收取費用： 是 $            (新台幣)  否 

 
 
學校附近交通工具 (距離可以步行距離計算) 

公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火車 站名：     野江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單趟 50 元左右          

捷運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公共自行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其他：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無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春天 20 度左右，夏天 35 度左右    

校園內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有  無 

住宿環境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 有   無 

當地英語使用普及率： 偏高 普通  偏低 

當地物價與台北之比較 

例如：捷克布拉格 vs.台北為 1.2 比 1 (即為當地物價比台北貴 20%) 

交換學校所在國家城市與比例    2     vs.  臺北：1   

生活用品採買地點 

學校附近：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Life 超市- 

宿舍右轉往前騎兩個街區右轉過涵洞後，馬上左轉往前一直騎在過涵

洞就可看到超市。                                                          

百元商店-宿舍左轉看到涵洞後右轉經過 Oasis 超市後往前騎到底，大

十字路口，前方有木工店。左轉往下騎會看到全家便利商店的旁邊二



樓商店即是百元商店。 

若繼續往下騎會有另一家 Life 超市跟優衣褲。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醫院診所與藥局 

學校附近：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飲食 

校園 
校內餐廳 宿舍餐廳宿舍含廚房設備 其他：                 

 
校外 
請大略分享校外附近用餐地點，並以條列式說明 

餐廳名稱：              類型：         價位：         步行距離：      

餐廳名稱：              類型：         價位：         步行距離：      

其他建議 

                                                            

其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