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屆法與社會研討會暨第四屆基礎法學年會─跨領域整合研究及典範創新 

時間 10月 6日(星期四) 

09:00 報到 

9:15 

| 

9:30 

開幕 

主持人：劉尚志院長(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09:30 

〡 

10:30 

大會專題演講 1：法與勞動正義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的現在與未來 

主持人：劉尚志院長(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主講人：黃程貫教授(政治大學法學院) 

       主講人：劉志鵬主持律師(寰瀛法律事務所) 
 

10:30-10:45 中場休息 

10:45 

│ 

12:00 

A1 法學方法： 

創新及本土化 
 

講  題：華文的法經濟學之必要 

主講人：簡資修研究員(中央研究院

法律學研究所) 
 

講  題：權利意識研究：台灣經驗 

主講人：王曉丹教授(政治大學法學

院) 
 

講  題：法律民族誌研究者的多重角

色 

主講人：郭書琴副教授(成功大學法

律學系) 

 

 

B1 法與社會變遷： 

社會權、國際人權之本土實踐 
 

主持人：施慧玲教授 

        (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講  題：兒童權利公約教育權之研究 

主講人：許碧純副教授(中國文化大

學社會福利學系) 
 

講  題：我國長期照顧制度的建立--

從社會政策與社會法之角度

談起 

主講人：林谷燕副教授(空中大學社

會科學系) 
 

講  題：Is Welfare a Business of 

Fairness as Justice? 

主講人：林瑞發副教授(逢甲大學合

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

系) 
 

講  題：對話與爭議之必須：尋找台

灣實踐「合公約性審查」之

理論背景 

主講人：翁燕菁助理教授(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C1 法與社會變遷： 

臺灣非典型勞動法律問題 
 

主持人：劉士豪教授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講 題：職場通訊數位化對勞動法的

影響 

主講人：劉士豪教授(銘傳大學法律

學院) 
 

講 題：部分工時工作者勞動權益之

保障 

主講人：郭玲惠教授(臺北大學法律

學系) 
 

講 題：類型、變型與轉型－臺灣勞

動型態法規範的演進觀察分

析 

主講人：陳建文副教授(臺北科技大

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12:00-13:00 午餐 

13:00 

〡 

14:00 

大會專題演講 2：蔡英文時代之性別、權力與法律 

主持人：林志潔副院長(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主講人：陳惠馨教授(政治大學法學院) 

   主講人：張文貞教授(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14:00-14:10中場休息 

14:10 

〡 

15:25 

A2 法與文化： 

原住民族法學 
 

主持人：林三元法官 (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 
 

講  題：論原住民族法主體─法與社

會研究取徑 

主講人：蔡志偉副教授(臺北教育大

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講  題：文化抗辯與法律之文化解

釋：當原住民遇到國家法律 

主講人：林三元法官 (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 
 

B2 法與科技： 

自由貿易與健康人權 I 
 

主持人：倪貴榮教授(交通大學科技 

法律學院) 
 

講  題：巨型自由貿易協定下之食品

安全議題：以 TPP協定 SPS

專章為例 

主講人：楊培侃副教授(政治大學國

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講  題：製藥產業的契機或窒礙？─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智慧財產

權專章之藥品專利議題 

主講人：江浣翠助理教授(交通大學

C2 法與社會變遷： 

憲法與社會改革 
 

主持人：張文貞教授(臺灣大學法律

學院) 
 

講  題：Staid Poll Workers, 

Vigilant Voters, and the 

Making of Bearable 

Electoral Integrity 

Before Taiwan 

Democratized 

主講人：蘇彥圖助研究員(中央研究

院法律學研究所) 
 

講  題：同志家庭權運動之法律動



講  題：太魯閣族身分認定之研究 

主講人：鄭川如助理教授(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科技法律學院) 

 

 

員：看見有實無名的家庭 

主講人：官曉薇助理教授(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 
 

講  題：Modernization as a 

Judicial Function 

主講人：林建志助研究員(中央研究

院法律學研究所) 
 

15:25-15:35中場休息 

15:35 

〡 

16:50 

A3 法與社會變遷： 

法社會學與實證研究 
 

主持人：邱羽凡助理教授(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跟蹤騷擾防治法制制定之法 

        律實證研究 

主講人：吳聖琪副隊長(嘉義市政府 

        警察局婦幼警察隊)、陳慈 

        幸教授(中正大學犯罪防治 

        學系) 
 

講  題：國家中立原則運用在勞資爭 

        議之妥當性：台灣和澳洲經 

        驗 

主講人：古楨彥助理教授(萬能科技 

        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講  題：馬政府時期人民參與審判政 

        策之研究 

主講人：毛松廷法官(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 
 

講  題：論法律變遷的動力來源及其 

        探究方法 

主講人：黃任顯律師(律達法律事務 

        所) 
 

B3 法與社會變遷： 

跨領域研究 
 

主持人：張兆恬助理教授(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法律與社會工作交錯─轉型 

        社會中青少年毒品戒治途徑   

        的想像 

主講人：翁欣怡社工師(中華民國觀 

        護協會) 
 

講  題：未成年人人工流產之醫療決 

        定權─對我國優生保健法之 

        反省 

主講人：楊子瑩碩士(交通大學科技 

        法律研究所) 
 

講  題：從語言學觀察商標淡化—以 

       「產地證明標章」為中心檢 

        討我國商標法規範妥適性 

主講人：陳思宇碩士生(交通大學科 

        技法律研究所) 

 

C3 法與科技： 

資訊社會與法律 
 

主持人：王敏銓副教授(交通大學科 

        技法律學院) 
 

講  題：兒童也有資訊權？─以兒童

隱私權與取得妥適資訊之權

利為中心 

主講人：謝國廉教授(高雄大學財經

法律學系) 
 

講  題：政資法與個資法的法制分殊

與法益權衡—評課綱微調案

最新判決 

主講人：廖緯民副教授(中興大學法

律學系) 
 

講  題：科技發展與個人資料保護 

主講人：張陳弘博士(美國美利堅大

學法學) 

 

 

◎場地安排： A：國際會議廳，B：第四會議室，C：第一會議室 

備註：主辦單位保留所有議程更動之權利，議程內容以研討會當天會場公告為主。 

 

 
 
 
 
 
 
 
 
 
 
 
 
 
 
 



第一屆法與社會研討會暨第四屆基礎法學年會─跨領域整合研究及典範創新 

時間 10月 7日(星期五) 

09:00 報到 

09:45 

〡 

11:10 

大會專題演講 3: 法學教育的典範創新 

                主持人、主講人：劉尚志院長(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主講人：陳惠馨教授(政治大學法學院) 

    主講人：施慧玲教授(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主講人：邵瓊慧資深合夥律師(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 
 

 

11:10-11:20 中場休息 

11:20 

| 

12:00 

大會專題演講 4：醫療錯誤的法與社會研究──兼論防衛性醫療(英文演講) 

                                   主持人：陳鋕雄副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主講人：Prof. Robert Leflar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Arkansas) 

      與談人：秋元奈穗子助理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12:00-13:00 午餐 

13:00 

〡 

14:15 

 

A4 法與歷史： 

臺灣法律史的新開展 
 

主持人：王泰升教授(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講  題：「法治」的界限－戰後台灣法律史研究的新開展 

主講人：劉恆妏副教授(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

導學系) 
 

講  題：童年作為一個分析範疇：談近年來童年與法律

史研究 

主講人：劉晏齊助理教授(輔仁大學法律學院) 
 

講  題：戰後台灣民事判例的角色與機能─法律史觀點 

主講人：陳宛妤助理教授(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身心障礙與法律—以 1945-1980視障就業為例 

主講人：邱大昕教授(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 

作學系) 
 

B4 法與哲學： 

「法理學有用嗎？」 

--論法理學與各部門法之關係 
 

主持人：張嘉尹教授(世新大學法律學系) 
 

主講人：張嘉尹教授(世新大學法律學系) 
 

主講人：郭書琴副教授(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主講人：鍾芳樺助理教授(輔仁大學法律學院) 

 

 

 

14:15-14:25 中場休息 

14:25 

〡 

15:40 

A5 法與科技： 

生醫研究倫理 
 

主持人：陳鋕雄副教授(交通大學科 

技法律學院) 
 

講  題：從權利到政策：檢驗與研究 

資料向研究參與者的開放近 

用 

主講人：陳仲嶙教授(清華大學科技 

法律研究所) 
 

講  題：臺灣原住民研究倫理法制檢 

        討：原住民政策與學術政策 

之觀點 

主講人：何建志副教授(臺北醫學大 

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 

所) 
 

講  題：檢視人體生物資料庫倫理委 

員會之角色：比較法與實證 

之觀點 

主講人：張兆恬助理教授(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學院) 
 
 
 
 

B5 法與科技： 

自由貿易與健康人權 II 
 

主持人：倪貴榮教授(交通大學科技 

        法律學院) 
 

講  題：食品安全的守門人：從美國 

        食品稽查制度開始 

主講人：吳全峰副研究員(中央研究 

院法律學研究所) 
 

講  題：Philip Morris投資仲裁案 

對菸品管制之影響 

主講人：薛景文助理教授(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C5 法與社會變遷： 

臺灣非典型勞動爭議行為 
 

主持人：張鑫隆助理教授(東華大學

財經法律研究所) 
 

講  題：非典型爭議行為概念之初

探：法秩序和基本權內在界

限的衝突 

主講人：張鑫隆助理教授(東華大學

財經法律研究所) 
 

講  題：論工會行使非典型爭議行動

之權利保護及其法理基礎－

以我國實務案例分析為中心 

主講人：林良榮助理教授(政治大學

法律學院/勞工研究所) 
 

講  題：非工會會員參與爭議行為之

權利保護及其法理基礎 

主講人：邱羽凡助理教授(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學院) 

 



15:40-15:50  中場休息 

15:50 

〡 

17:05 

A6 法與科技： 

醫療糾紛的新觀點 
 

主持人：吳俊穎醫師(台中榮民總醫 

院) 
 

講  題：醫療特例原則：以健保制度

下民事醫療訴訟責任主體為

中心 

主講人：陳鋕雄副教授(交通大學科

技法律學院) 
 

講  題：誠實為上策：我國訴訟外醫

糾處理場域中真相角色之實

證分析 

主講人：梁志鳴助理教授(臺北醫學 

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 

究所) 
 

主講人：邱琦法官（臺灣高等法院） 

 

 

 

B6 法與科技： 

心理學與刑事正義 
 

主持人：金孟華助理教授(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證據相互影響論 

主講人：金孟華助理教授(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對殺人罪案件之證人、證詞 

        及指認之可信度實證調查 

主講人：趙儀珊助理教授(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暨研究所) 
 

講  題：平反冤獄的運動策略：以

「科學」作為進路 

主講人：羅士翔律師、蔡晴羽律師

(臺灣冤獄平反協會) 
 

講  題：冤錯案救援運動與刑事正

義：美國經驗給我國的啟示 

主講人：陳又寧律師(弘理法律事務

所) 
 

C6 法與科技： 

科學實作與訴訟實務的交會點 
 

主持人：林宜平所長(陽明大學科技

與社會研究所) 
 

講  題：台灣 RCA訴訟中的時間因 

        素 

主講人：陳信行副教授(世新大學社

會發展研究所) 
 

講  題：從動員到轉譯：RCA毒物侵

權訴訟的科學與法律 

主講人：林宜平所長(陽明大學科技

與社會研究所) 
 

講  題：雲林民眾告台塑: 以集體訴

訟案挑戰空污管制失能 

主講人：彭保羅副研究員(中央研究

院社會學研究所) 

 

 

 

◎場地安排： A：國際會議廳，B：第四會議室，C：第一會議室 

備註：主辦單位保留所有議程更動之權利，議程內容以研討會當天會場公告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