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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辭 

首先，要向我的指導教授馮震宇老師表示衷心感謝，不僅是過去這

一年多以來對於論文的指導，從很久以前我剛開始從事專利服務時，就

受到馮老師大作啟發，而當時，專利法還是個相當新穎的領域。馮老師

著作等身，內容都是關於國際最新的智慧財產權議題，並且理論與實務

兼具。當自己有機會進入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就讀，更不能錯

過馮老師本尊所講授的課程。馮老師在教學上嚴格認真，即使如此，仍

適時地與同學分享實務經驗，循循善誘。在論文指導上，老師總是直指

缺點，鞭辟入裡，又指導我如何字斟句酌，這一路指導讓我獲益良多，

衷心感謝，衷心崇敬。 

在此也要感謝蔡明誠院長與王千維教授兩位論文口試委員。我所擁

有的第一本專利法中文書就是蔡老師所著的「發明專利法研究」，而能

在多年後的論文口試中獲得蔡老師指導，是一段時空旅行中的榮幸與驚

喜。王老師是我在法科所修習民法與侵權行為法的老師，在口試過程

中，王老師更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許多令我深思的問題及寶貴的意見，

讓我的論文能有更完整的論述。 

要特別感謝的是段重民院長，跟隨段老師從實務判決中學習英美侵

權行為法，這段學習經驗與研究方法，對於這本論文的完成，有實質的

幫助。不論是在學習或是工作上，段老師不斷地給予許多珍貴的指引、

啟發、尊重、寬容、與提攜，使得從農學院步入法學院的我，少了許多

跌跌撞撞，多了一些平穩踏實，由衷感激。 

陳雲佳博士是我從高中開始的知己，我倆一個在東岸的綺色佳，一

個在西岸的柏克萊，同時完成博士論文，同時進入職場，也不約而同進

入法學院再深造，一個在台灣，一個芝加哥，仍交換彼此學習心得。Sophia

已如願成為陳律師，而我也在智慧財產權研究所任教，這一路相知相惜

 

 



 

與相互鼓勵，點滴在心頭。楊仲榮博士是我從事第一份專利工作的同

事，轉眼已經超過十年，Richard 也如願成為楊律師。長久以來，不論我

對技術或專利有任何問題，Richard 總像是救護車，又快又準直駛重點。

而這一年多的研究過程中，從問題發想、研究取材、到文稿寫作，我不

時掏擾，感謝 Richard 不厭其煩地協助。 

踏入專利領域是偶然，許鍾光所長、鄭中人教授、劉尚志教授、與

已故羅炳榮所長，給了我許多啟發與協助。工作多年之後，進入法學院

就讀是必然，身在法科所更是難得的緣分，感謝所有老師的指導與寬

容。政大法學院臥虎藏龍，從院長、所有師長、助教、學長姊、還有學

弟妹們，個個展現出認真的美麗。 

工作多年後，能再有機會結識一群同窗好友，而且個個身手不凡，

是進入法科所就讀最大的收穫。感謝一起笑一起哭的碧嬋，傳授了我許

多身為母親、學生、與老師的獨門密招，不論是上課還是論文，在法科

所受到你的關心與鼓勵最多，除了感謝還是感謝。讀書會的文孝、明慧、

治蘋、與垕君，感謝你們的付出與聆聽，這個讀書會應該姓甘、名如飴、

字苦行者、號赤子情。一起修習馮老師課程的俊賢與廷堃，感謝你們的

支持與陪伴，為戰戰兢兢的下午點綴輕鬆的片刻。予安、維哲、孟佳三

位醫師，感謝你們提供各種疑難雜症的解決方案，能與菁英同窗深感榮

幸。世欽與坤霖，當我一邊工作一邊讀書還要一邊帶小孩時，就會想起

你們，原來我不是唯一水深火熱的。柏諭，感謝你總是對於我的問題隨

問隨答，鉅細靡遺。還有力群，雖然一起學習的時間短暫，還是有許多

歡樂的回憶。 

謝謝爸媽無盡的支持，公婆辛勞的幫忙，先生的無怨無悔，還有可

愛小寶貝鈺翔、裕維的陪伴。David，你的一雙大手，牽著我走出康乃爾、

走過政大、走入世新，尤其是謝謝你在我每一段研究的低潮，在人前陪

我撐起一家的歡笑，在人後陪我於苦澀中作樂。Tom and Alex，你們的

 

 



 

 

 

嗷嗷待哺、蹣跚學步、到小心翼翼地溜進書房一字一句地詢問：「媽咪，

妳寫了幾個字了？」讓我有勇氣與力量持續努力完成論文。 

這一本論文，要獻給親愛的 David, Tom and 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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