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世界智慧財產權日慶祝活動 

結案報告 

一、辦理單位： 

共同主辦：美國在台協會、台灣智慧財產權聯盟  

策畫執行：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 

聯合執行：中華動漫出版同業協進會、台灣電影製作發展協會 

聯名協辦：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台灣國際圖書業交流協會、台灣著作

權保護協會、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科科電速股份有限公司 

二、時間：2022 年 4 月 23 日(週六) 12:00~18:00 

三、地點：華山文創紅磚區- 西 5 館 (5-1 及 5-2) 

四、參與人數：約 100 人 

五、活動網站：http://2022ipday.rit.org.tw/ 

六、主持人: 陳家頤 / 台視新聞主播 

七、各單元主題：    

1. 文創品牌的經營之道以霹靂為例 (主講人: 邱正生 / 《大霹靂國際整合行

銷》總經理) 

2. 淺談我對台灣電影 IP 之路的期許 (主講人: 李世偉 / 《影子背後》導演) 

3. 你有事嗎? 你有試嗎? (主講人: 黃韻玲 / 《台北流行音樂中心》董事長) 

八、致詞貴賓： 

美國在台協會- 經濟組組長 Dannielle Andrews 

智慧財產局- 張玉英 副局長 

台灣智慧財產權聯盟召集人- RIT 董事長 張耕宇 

http://2022ipday.rit.org.tw/


九、出席貴賓  

單位名稱 職稱 貴賓名稱 

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 

副局長 張玉英 女士 

組長 毛浩吉 先生  

副組長 洪盛毅 先生  

美國在台協會 

經濟組組長 Ms. Dannielle Andrews 

經濟組副組長 Mr. Arati Shroff 

經濟官 Ms. Suzanne Wong 

經濟組 辦公室經理 Mr. John Bringe 

經濟組 Mr. Rashad Jones 

經濟組專員 Ms. Lisa Yang  (楊婷媜) 

TIPA 召集人/台灣唱片出版

事業基金會/福茂唱片 
董事長 張耕宇 先生 

中華動漫出版同業協進會 
秘書長 高世樁 先生 

專員 許雯涵 女士 

台灣電影製作發展協會 

理事長 吳    功 先生 

秘書長 孔繁芸 女士 

理事 吳震亞 先生 

KK Company 法務資深經理 王翊至 先生 

台灣國際圖書業交流協會 
理事長 蔡仁惠 女士 

秘書長 王碧珠 女士 

台灣線上影視產業協會 秘書長 何明達 先生 

中華民國電視學會 秘書長 胡心平 女士 

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 總經理 蔡琰儀 女士 

台北市音樂創作職業工會 理事長 陳玉貞 女士 

台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部經理 廖重明 先生 

業務部 專案開發組 

專案經理 
蘇詒君 女士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聞專案組 副主任 鄭和明 先生 

網飛公司 Netflix 台灣公共事務總監 楊牧軒 先生 

焰然公關 總經理 陳露薇 女士 

Bower Group Asia 分析師 蔡舜豪 先生 

十、 本活動全程錄影檔案存於 RIT 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如有需要借閱請

洽 elton@rit.org.tw 

mailto:info@rit.org.tw


十一、 媒體露出 

台視新聞報導 

https://youtu.be/-HiIpOokuYI 

中時新聞網 

黃韻玲為見偶像爬上 10 樓消防梯 幸運進陳秋霞家彈琴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424002071-

260404?chdtv 

黃韻玲追星狂爬 10 樓消防梯見陳秋霞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20425000520-

260112?chdtv 

蘋果新聞網 

黃韻玲追星少女爬 10 樓高消防梯 幸運進陳秋霞家彈琴 

https://tw.appledaily.com/entertainment/20220424/IATXUUIFLZDS5OIOE

BII235D3E/ 

自由時報 

北流董事長爬 10 層消防梯追偶像 殺進陳秋霞家 

https://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904219 

噓！星聞 

爬 10 樓高消防梯闖偶像住處 揭「音樂精靈」黑歷史 

https://stars.udn.com/star/story/10092/6263982 

三立新聞網 

黃韻玲太瘋！為了追「她」驚險爬 10 樓高消防梯最後溜進門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105335 

娛樂星聞 

黃韻玲太瘋！為了追「她」驚險爬 10 樓高消防梯最後溜進門 

https://star.setn.com/news/1105335 

TVBS新聞網 

黃韻玲追星太瘋！盧到櫃檯給「陳秋霞地址」爬消防梯溜進門 

https://news.tvbs.com.tw/entertainment/1774671 

NOWnews 今日新聞 

黃韻玲曝自己也是私生飯 爬 10 樓消防梯溜進她家 

https://www.nownews.com/news/5785265 

yahoo 新聞 

黃韻玲追星太瘋！盧到櫃檯給「陳秋霞地址」爬消防梯溜進門 

https://reurl.cc/Kbxpl9 

女星竟是私生飯 爬 10 樓溜進偶像家 

https://youtu.be/-HiIpOoku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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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ZAQrVA 

LINE TODAY 

北流董事長爬 10 層消防梯追偶像 殺進陳秋霞家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0MpzRrP 

msn 新聞 

女星竟是私生飯 爬 10 樓溜進偶像家 

https://reurl.cc/ZAQreA 

黃韻玲為見偶像爬上 10 樓消防梯 幸運進陳秋霞家彈琴 

https://reurl.cc/Er2p4v 

頭條新聞 

黃韻玲追星狂爬 10 樓消防梯見陳秋霞 

https://reurl.cc/41y4jj 

match 生活網 

黃韻玲為見偶像爬上 10 樓消防梯 幸運進陳秋霞家彈琴 

https://m.match.net.tw/pc/news/entertainment/20220424/6511984 

翻爆 

黃韻玲追星狂爬 10 樓消防梯見陳秋霞 

https://reader.turnnewsapp.com/ct/20220425/BBC2B2/Q1RfMjAyMjA0Mj

VfQjJfNg2/share 

巴哈姆特 

「2022 World IP Day 慶祝活動」將邀霹靂總經理、電影導演李世偉等人舉辦

演講分享經歷 

https://gnn.gamer.com.tw/detail.php?sn=230868  

中廣 

歡慶智財權日 電影、音樂、動漫三大領域講者 23 日現身分享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30688 

威傳媒 

2022 World IP Day 慶祝活動 4/23 華山文創園區分享成功經歷 

https://www.winnews.com.tw/63441/ 

中時新聞網 

黃韻玲昔專輯唱酬僅 5 萬元！力挺《2022 World IP Day》談智財權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420005045-

260404?chdtv 

黃韻玲挺智財權 爆昔專輯唱酬僅 5 萬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20421000738-

260112?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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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娛樂 

黃韻玲助攻創作人 爭取智財權 

https://ent.ltn.com.tw/news/paper/1512772 

蘋果新聞網 

黃韻玲《滾石雜誌》勾出陳淑樺回憶殺 曝光 30 年前唱片詞曲版稅機密 

https://www.appledaily.com.tw/entertainment/20220420/UY2GXQD3VZD

PPHA7PN2BYK367M/ 

噓！星聞 

陳淑樺神隱 24 年 金曲天后 Po 青澀照揭內幕 

https://stars.udn.com/star/story/10092/6254008?from=udn-

ch1_breaknews-1-cate8-news 

娛樂星聞 

黃韻玲曬大合照驚見神隱 24 年陳淑樺！曝當年「專輯內幕」 

https://star.setn.com/news/1103423 

三立新聞網 

黃韻玲曬大合照驚見神隱 24 年陳淑樺！曝當年「專輯內幕」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103423&p=0 

ETtoday 

黃韻玲曬「滾石大合照」驚見神隱 24 年陳淑樺！ 曝當年專輯唱酬僅 5 萬 

https://star.ettoday.net/news/2234288 

CTWANT 

黃韻玲參加金韻獎入行 自爆專輯唱酬僅有 5 萬元 

https://www.ctwant.com/article/179187 

MyMusic 

勾心弦 觀 30 年前滾石大合照 黃韻玲現身談智財權 

https://www.mymusic.net.tw/ux/w/editOffice/news/show/27629 

friDay 音樂 

回憶殺！勾心弦 觀 30 年前滾石大合照 黃韻玲現身談智財權 

https://omusic.friday.tw/news_content.php?sn_id=202204200000008 

yahoo 新聞 

黃韻玲參加金韻獎入行 自爆專輯唱酬僅有 5 萬元 

https://reurl.cc/NAjm2x 

黃韻玲專輯唱酬曾「只賺 5 萬元」 自爆血淚談智財權 

https://reurl.cc/9GEYW8 

TVBS新聞網 

黃韻玲專輯唱酬曾「只賺 5 萬元」 自爆血淚談智財權 

https://ent.ltn.com.tw/news/paper/1512772
https://www.appledaily.com.tw/entertainment/20220420/UY2GXQD3VZDPPHA7PN2BYK367M/
https://www.appledaily.com.tw/entertainment/20220420/UY2GXQD3VZDPPHA7PN2BYK367M/
https://stars.udn.com/star/story/10092/6254008?from=udn-ch1_breaknews-1-cate8-news
https://stars.udn.com/star/story/10092/6254008?from=udn-ch1_breaknews-1-cate8-news
https://star.setn.com/news/1103423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103423&p=0
https://star.ettoday.net/news/2234288
https://www.ctwant.com/article/179187
https://www.mymusic.net.tw/ux/w/editOffice/news/show/27629
https://omusic.friday.tw/news_content.php?sn_id=202204200000008
https://reurl.cc/NAjm2x
https://reurl.cc/9GEYW8


https://news.tvbs.com.tw/entertainment/1771748 

LINE TODAY 

黃韻玲專輯唱酬曾「只賺 5 萬元」 自爆血淚談智財權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ML6qy8w 

更生日報 

《2022 World IP Day》黃韻玲分享音樂智慧財產權 

http://www.ksnews.com.tw/index.php/news/contents_page/0001597643 

match 生活網 

黃韻玲昔專輯唱酬僅 5 萬元！力挺《2022 World IP Day》談智財權 

https://m.match.net.tw/pc/news/entertainment/20220420/6505625 

大紀元 

黃韻玲現身談智財權 憶 1990 年唱片界大團結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2/4/20/n13715967.htm 

Life生活網 

黃韻玲專輯「唱酬只有 5 萬元」 談版權制度一路走來心境 

https://life.tw/?app=view&no=1579001 

msn 新聞 

黃韻玲專輯唱酬曾「只賺 5 萬元」 自爆血淚談智財權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5jnC42GvTo5ZZ9piG_l7__vgF0W

CB06_obvZV0hqr9o/edit 

天天要聞 

黃韻玲曬「滾石大合照」驚見神隱 24 年陳淑樺！ 曝當年專輯唱酬僅 5 萬 

https://www.bg3.co/a/huang-yun-ling-shai-gun-shi-da-he-zhao-liang-

jian-shen-yin-24nian-chen-shu-hua-pu-dang-nian-zhuan-ji-chang-chou-

jin-5mo.html 

翻爆 

黃韻玲挺智財權 爆昔專輯唱酬僅 5 萬 

https://reader.turnnewsapp.com/ct/20220421/BBC2B2/Q1RfMjAyMjA0Mj

FfQjJfMw2/share 

HiNet 生活網 

陳淑樺神隱 24 年 金曲天后 Po 青澀照揭內幕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871655 

都市新聞網 

黃韻玲曬「滾石大合照」驚見神隱 24 年陳淑樺！ 曝當年專輯唱酬僅 5 萬 

https://m.333dushi.com/post/1129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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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