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法律學院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時間地點表（2018.3.9 更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１

２ 

徐婉寧 民法債編各論（234）       （法 1401） 

朱柏松 民法物權（234）           （法 2311） 

 許士宦、邱聯恭 民事訴訟法甲下 01  (法 2101)

陳瑋佑、邱聯恭 民事訴訟法甲下 02  (法 2201)

陳聰富 民法債編總則一 01(234)     (法 2311)

顏佑紘 民法物權 02(234)          (法 1303)

蘇慧婕 德文法學名著              (法研 1)

邵慶平 票據法                   (法 2101) 

顏佑紘 民法總則(234)             (法 1304) 

許士宦、邱聯恭 民事訴訟法甲下 01  (法 2101)

陳瑋佑、邱聯恭 民事訴訟法甲下 02  (法 2201)

王皇玉 刑法總則二 01 (234)        (法 2311)

何俏美 刑事審判與法律文書(23)    (法研 2)

 

 

３

４ 

顏厥安 基礎法學導論            (法 2101) 

黃銘傑 商標法                   (法 2201) 

徐婉寧 民法債編各論（234）       （法 1401） 

朱柏松 民法物權（234）           （法 2311） 

林仁光 證券交易法              (法 1403) 

蔡茂寅 日文法學名著選讀四       (法研 2) 

陳昭如 基礎法學之理論與方法     (法研 4) 

李建良 環境及科技法專研         (法研 5) 

黃詩淳 身分法專題研究           (法研 7) 

曾宛如 證券交易法               (法 2101) 

王泰升 法律史 01                (法 2201) 

林鈺雄 刑事訴訟法              (法 2311) 

陳聰富 醫療法律責任            (法 1401) 

柯格鐘 所得稅法二               (法 1302)

徐婉寧 勞動法 02                (法 1303) 

蔡茂寅 行政法                  (法 1304) 

謝煜偉 刑事法學專題研究         (法 1402) 

林仁光 比較企業金融專研         (法研 2) 

蔡英欣 比較公司法專題討論       (法研 4) 

張文貞 國際環境法專研           (法研 5) 

廖義男 經濟法專題研究           (法研 6) 

林彩瑜 國際投資法與投資仲裁專討 (法研 7) 

 

許士宦 家事事件法               (法 2101)

陳瑋佑 非訟事件法               (法 2201)

陳聰富 民法債編總則一 01(234)     (法 2311)

姜皇池 國際公法                 (法 1401)

顏佑紘 民法物權 02(234)           (法 1303)

楊岳平 當代國際金融專研         (法 1402)

沈冠伶 比較民事程序法專研       (法研 1)

薛智仁 德文法學名著選讀一～四   (法研 2)

林明昕 經濟行政法專題研究一～二 (法研 4)

王泰升 法與歷史傳統專研         (法研 5)

林彩瑜 WTO 法律與實務專題研究一～二   (法研 6)

黃詩淳 日文法學名著選讀一 01     (法研 7)

劉宗榮 海商法 01                (法 2201) 

林明昕 行政救濟法               (法 2311) 

吳從周 民法債編總論二(345)       (法 1303) 

顏佑紘 民法總則(234)             (法 1304) 

蘇慧婕 基本人權專題研究一～四    (法研 1) 

姜皇池 國際法專討                (法研 2) 

吳建昌 心智科學與法律專題        (法研 4) 

簡資修 法律經濟分析一            (法研 5) 

楊岳平 企金專研                  (法研 6) 

 

 

王皇玉 刑法總則二 01 (234)        (法 2311)

蔡英欣 海商法 03                 (法 1303)

何俏美 刑事審判與法律文書(23)    (法研 2)

謝銘洋 智慧財產權專研           (法研 4)

張文貞、翁岳生 憲法解釋         (法研 5)

 

 

６ 

７ 

莊世同 西方法治思想史         (法 2101) 

郭振恭 民法身分法(789)        (法 2201) 

余雪明 公司治理專題討論        (法 1402) 

汪信君 海商法 02                (法 1506) 

蔡茂寅 財政法專題研究           (法研 2) 

王仁宏 國際經濟法專題研究一~二  (法研 4) 

黃銘傑 日文法學名著選讀三       (法研 5) 

蔡英欣 日文法學名著選讀一       (法研 6) 

王能君 比較勞動法專題研究       (法研 7) 

蕭大衛 (789)  5/7 5/14 5/21 5/28        (法 1304) 

陳肇鴻 (789)  6/4                    (法 1403) 

 

周迺寬  醫事法律與實務專題討論(法 2101) 

林鈺雄 刑事訴訟法              (法 2311) 

謝煜偉 刑法總則二 03(678)        (法 1506) 

蔡茂寅 行政法                  (法 1304) 

薛智仁 刑事法與刑事政策專題研究～三   (法研 2) 

蔡英欣 日文法學名著選讀一       (法研 4) 

王皇玉 比較刑法專研一～三       (法研 5) 

徐婉寧 日文法學名著選讀二       (法研 6) 

陳忠五 法文法學名著選讀         (法研 7) 

陳肇鴻 (789)  6/5                    (法 1403) 

蕭大衛 (789) 5/2 5/9 5/16 5/23            (法 1304)

陳肇鴻 (789)  6/6                     (法 1403)

周漾沂 刑法分則(6789)            (法 2101) 

謝煜偉 刑事政策                 (法 2201) 

林明昕 國家責任法               (法 1506) 

陳肇鴻 (789)  6/7                     (法 1403) 

 

周漾沂 刑法總則二 02 (678)        (法 2101)

王皇玉 刑事審判實務            （法 1401）

邱琦 民事審判與法律文書(78)      (法研 5)

蕭大衛 (789)  5/4 5/11 5/18 5/25         (法 1304)

陳肇鴻 (789)  6/8                     (法 1403)

 

陳瑋佑 

法律實習(6789) (法

1402) 

法律實習專題研究一

(6789) 

 

許士宦 

法律實習一下

(6789)(法 1401) 

 

 

 

８ 

９ 

李建良 行政救濟法 01            (法 2101)

郭振恭 民法身分法(789)          (法 2201) 

陳忠五 民法債編總論一 02 (8910)  (法 2311) 

黃詩淳 身分法實例演習          (法 1303) 

余雪明 銀行法專題研究          (法 1402) 

林子儀 隱私權                   (法研 1) 

陳昭如 批判法律史專討           (法研 2) 

柯格鐘 國際稅法專題研究         (法研 4) 

黃銘傑 競爭法與智財專研一～四   (法研 5) 

汪信君 保險法專題研究           (法研 6) 

王能君 勞工法專題研究           (法研 7) 

洛馬克 (8910) 3/5 3/12                (法 1302) 

陳維曾 (910A) 6/4 6/11 6/18            (法 1302) 

蕭大衛 (789) 5/7 5/14 5/21 5/28          (法 1304) 

陳肇鴻 (789) 6/4                     (法 1403) 

李素華 專利法                  (法 2101)

陳昭如 法律史 02                (法 2201) 

王能君 勞動法 01                (法 2311) 

張文貞 英美法導論             (法 1401)

謝煜偉 刑法總則二 03(678)        (法 1506) 

柯格鐘 稅捐法導論二               (法 1402) 

林鈺雄 刑事程序與國際人權       (法研 2) 

顏厥安 法社理論專題研究         (法研 4) 

陳聰富 比較契約法專研                 (法研 5) 

林仁光 英美契約法               (法研 6) 

洛馬克 (8910) 3/6 3/13                 (法 1302)

陳肇鴻 (789) 6/5                      (法 1403) 

 

洛馬克 (8910) 3/7 3/14                  (法 1302)

蕭大衛 (789) 5/2 5/9 5/16 5/23            (法 1304)

陳肇鴻 (789) 6/6                      (法 1403)

陳維曾 (910A) 6/6 6/13                 (法 1302)

周漾沂 刑法分則(6789)            (法 2101) 

陳韻如 法律史 03                 (法1401) 

蘇慧婕 集會遊行法             (法 1302)吳

志正 醫療民事法專討            (法研 2) 

陳肇鴻 (789) 6/7                    (法 1403) 

周漾沂 刑法總則二 02 (678)        (法 2101) 

謝銘洋 智慧財產權法導論         (法 2311)

葛克昌 財稅法                   (法 1506)

邱琦 民事審判與法律文書(78)      (法研 1)

蕭大衛 (789) 5/4 5/11 5/18 5/25           (法 1304)

陳肇鴻 (789) 6/8                      (法 1403)

 

陳瑋佑 

法律實習(6789) (法

1402) 

法律實習專題研究一

(6789) 

 

許士宦 

法律實習一下

(6789)(法 1401) 

 

10 

Ａ 

B

C 

陳忠五 債總一 02 (8910)           (法 2311) 

柯格鐘 國際稅法專題討論二 (10A)      (法研 4) 

許志雄 憲法理論專題研究一～四(10A)    (法研 6) 

蔡明誠 媒體智慧財產法專研(AB)        (法研 7) 

洛馬克 (8910) 3/5 3/12                (法 1302) 

陳維曾 (910A) 6/4 6/11              (法 1302) 

莫菲力 (10AB) 3/12                   (法 1304)

高山 (10AB) 3/12                     (法研 1) 

杜函海 (10AB) 5/14 5/21               (法研 1) 

淺古弘 (10AB) 3/5                    (法研 5) 

東林馨 (10A) 5/14 5/21                 (法研 5) 

本間 (10AB) 3/19                       (法研 7) 

費雪若 (AB) 4/9 4/16                  (法研 7) 

王文宇 商法專題研究一~四 (AB)  (法 1401) 

詹森林 最高法院與民法理論 (10A) (法 1403) 

黃昭元 憲法專題討論 (10A)       (法 1402) 

莫菲力(10AB)3/13                     (法 1304)

洛馬克 (8910) 3/6 3/13                 (法 1302) 

高山 (10AB)3/13                      (法研 1) 

淺古弘 (10AB) 3/6                      (法研 5) 

東林馨 (10A) 5/15 5/22                  (法研 5) 

本間 (10AB) 3/20                       (法研 7) 

費雪若 (AB) 4/10 4/17                  (法研 7) 

葉俊榮 環境法（AB）             （法 2201）

王文宇 商法經濟分析 (AB)       (法研 6)

莫菲力(10AB)3/14                     (法 1304)

洛馬克 (8910) 3/7 3/14                  (法 1302)

陳維曾 (910A) 6/6 6/13                 (法 1302)

高山 (10AB)3/14                      (法研 1)

杜函海 (10AB)5/16 5/23                 (法研 1)

淺古弘 (10AB)3/7                      (法研 5)

東林馨 (10A) 5/16                      (法研 5)

本間 (10AB) 3/14 3/21                   (法研 7)

費雪若 (AB) 4/11 4/18                  (法研 7)

莫菲力 (10AB)3/15                    (法 1304)

羅秉成 冤罪救援實務(10A)         (法研 4) 

吳從周 民法方法論專題研究(10A)   (法研 6) 

高山 (10AB)3/15                       (法研 1) 

淺古弘 (10AB)3/8                      (法研 5) 

東林馨 (10AB) 5/17                     (法研 5) 

本間 (10AB) 3/15                       (法研 7) 

費雪若 (AB) 4/12 4/19                   (法研 7) 

 

陳維曾 (910A) 6/8                 (法 1302)

莫菲力 (10AB)3/16                    (法 1304)

高山 (10AB)3/16                      (法研 1)

杜函海  (10AB)5/18 5/25                (法研 1)

淺古弘 (10AB)3/9                      (法研 5)

東林馨 (10A) 5/18                     (法研 5)

本間 (10AB)3/16                       (法研 7)

 

 

備

註 

※各研討室位置說明： 

法研 1 - 霖澤館 5 樓 1501 教室 

法研 2 - 霖澤館 5 樓 1502 教室 

法研 3–無 (已改建為科法所教室) 

法研 4 - 霖澤館 7 樓 1701 教室 

法研 5 - 霖澤館 7 樓 1702 教室 

法研 6 - 霖澤館 7 樓 1703 教室 

法研 7 - 霖澤館 7 樓 1709 教室 

※科法所教室位置說明： 

科法一-霖澤館 5 樓 

科法二-霖澤館 5 樓 

 

 
 

 

 

 

 

 

 

 

 

 

 

 

 

節  次 1 2 3 4 6 7 8 9 10 A B C D 

時  間 8：10-9：00 9：10-10：00 10：20-11：10 11：20-12：10 13:20~14:10 14：20-15：10 15：30-16：20 16：30-17：20 17：30-18：20 18：25-19：15 19：20-20：10 20：15-21：05 21：10-2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