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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法律學系課程委員會 102-1 學期第 1 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2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30 分至下午 2 時 10 分 

會議地點：法律學院霖澤館六樓第三會議室 

會議主席：陳忠五 副院長 

出    席：詹森林教授、蔡茂寅教授、曾宛如教授、許士宦教授、林明昕副教授、 

          周漾沂助理教授、研學會代表吳家豪、系學會代表戴紹恩 

列    席：黃麗祥助教、李汶洙助教、吳欣穎助教、系學會學權部長陳羿愷 

紀    錄：吳欣穎助教 

 

壹、主席報告出席人數，宣布開會 

貳、議程確認 

參、前次會議紀錄確認暨決議執行情形（略） 

肆、報告事項 

一、101-2 學期第 3 次、第 4 次及 102-1 學期第 1-3 次通訊投票結果（略）。 

二、依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20108152 號函及附件（略）：為積極協助學生建立

正確勞動意識、勞動權概念及勞動倫理，立法院審議預算相關附帶決議事項，有關

開設勞動教育相關課程一節，建請納入課程規劃參酌。 

三、102 學年第 2 學期排課作業預計於 11 月開始，請各學科中心預先於 10 月進行排課

規劃。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博士班學生吳○○（D99A21***）申請出國進修「進修計畫書」審查案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承辦助教已轉知該生。 

 

第二案：博士班學生許○○（D02A21***）申請第二外國文學分抵免案 

決  議：同意抵免兩學期。該生須依學則第 11 條第 2 項第 2 款或第 3 款規定，補足所

差學期數。 

執行情形：承辦助教已轉知該生。 

 

第三案：博士班學則第 11 條第 2 項「第二外國文學分規定」討論案 

決  議：暫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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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研究所博、碩士學位考試試卷」修正討論案 

決  議：通過。修正後試卷表如【附件 1】。 

 

第五案：博士論文初稿審查委員討論案 

決 議：審查委員人選依序如下：1.朱○○教授  2.林○○教授  3.郭○○教授（備位）。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 

 

第六案：「如何閱讀與分析法學德文（上）（下）」課程申請列為可抵免德文法學名著選

讀學分課程同意案 

決  議：本案緩議，預定於本學期末考量該課程授課狀況，再作討論。 

 

第七案：學士班學生鍾○○（B98A01***）申請「強制執行法」必修科目替代案 

決  議：不同意以【勞動訴訟實務專題】替代，但同意以預定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

的【家事事件法】替代之。 

執行情形：承辦助教已轉知該生。 
 

第八案：師資培育中心法律與生活科專門課程選備學分修正討論案（提案人：系辦公室） 

決  議：一、選備學分下修為 14 學分。 

        二、專門課程科目表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2】。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待彙整課程大綱相關資料後回覆師資培育中心。 

補充說明：本系協助師資培育中心修訂之「法律與生活科」專門課程，經師培中心報教

育部審查；103 年 4 月教育部函覆審查意見，師培中心依審查意見修正後報

部複審通過。教育部核定之法律與生活科專門課程科目，已提 102-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報告。 
 

第九案：未來本系不占缺兼任教師及課程規劃討論案（提案人：系辦公室） 

決  議：本院未來不占缺兼任教師及課程初步規劃如下： 

        一、續聘前學期（101-2）七位實務教師，於下學期（102-2）開授課程：林○

○教師（商務爭端解決）、黃○○教師（企業併購專題研究）、黃○○教師

（民商事律師實務）、黃○○教師（法律倫理與專業倫理）、蔡○○教師（智

慧財產訴訟實務）、羅○○教師（刑事審判實務）及程○○教師（規劃中）。 

        二、下學期（102-2）續開「法律文書寫作」課程，仍為 1 學分及隔週上課模式。

課程預計開設 2 班，每班由一位教師單獨授課，教師人選由全院教師推薦。 

        三、為增進學生多元學習及科際整合能力，本院教師可依課程需求，推薦非法

律背景之教師共同開授與法律相關之跨領域課程。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院內推薦作業預計於 10 月 23 日結束，相關資料將提送下次會

議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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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提案 

第一案：學士班財經法學組組定必修「財經法群組」科目討論案（提案人：系辦公室） 

決  議：通過修正「財經法群組」科目，增列 97-2~102-1 學期開課之相關科目共 51 門，

清單如【附件 3】。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 

散會  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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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博、碩士學位考試試卷（口試紀錄表） 

     學年度第   學期 系所組別： 

學    號： 姓    名： 

考試日期： 考試地點： 

論文題目： 

學位考試成績：(請以圈選之方式評分，研究生及格標準為 B‐，圈選考試成績為 A+者，應附具理

由，未附具理由者，視為 A) 

A+ ：所有目標皆達成且超越期望 (百分制分數區間：90-100) 

A ：所有目標皆達成 (百分制分數區間：85-89) 

A‐ ：所有目標皆達成，但需一些精進 (百分制分數區間：80-84) 

B+ ：達成部分目標，且品質佳 (百分制分數區間：77-79) 

B ：達成部分目標，但品質普通 (百分制分數區間：73-76) 

B‐ ：達成部分目標，但有些缺失 (百分制分數區間：70-72) 

C+ ：達成最低目標 (百分制分數區間：67-69) 

C ：達成最低目標，但有些缺失 (百分制分數區間：63-66) 

C‐ ：達成最低目標但有重大缺失 (百分制分數區間：60-62) 

F ：未達成最低目標 (百分制分數區間：59(含)以下) 

X ：因故不核予成績 (百分制分數區間：0) 

考試成績為 A+之理由： 

                                                                      

                                                                      

                                                                      

                                                                      

                                                                      

                                                                      

                                                                      

                                                                      

                                                                      

                                                                      

考試委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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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修正後之「法律與生活科」專門課程對照表 
 

教育部 本校 

科目名稱        法律與生活科 法律與生活科 

要求 

總學分數 
36 

必備 

學分數 
22 

選備 

學分數 
14 

要求 

總學分數 
47 

必備 

學分數 
33 

選備 

學分數 
14 

適 合 培 育 之 相 關 學

系、研究所(含輔系)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法律相

關系所、公共行政相關系所 
法律學系所 

類型 
部訂科目 

名稱 
部訂相似科目 學分數 本校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必 

備 

科 

目 

中華民國憲

法 

憲法 
2 憲法(4) 4  

法學緒論 法學概論、法學通論 
2 法學緒論(3) 3  

民法 民法概要、民法總則 

4 

民法總則(3) 

民法債編總論一、二(6) 

民法債編各論(3) 

民法身分法(3) 

民法物權(3) 

（以上五科目選 6 學分） 

6 

*102-1 起「民法總則」

改為 3 學分，不足教

育部所訂 4 學分。  

*替代方案：  

 本項要求之學分數改

為 6 學分，學生自民

總、債總、債各、身分

法及物權五科目中選

修 6 學分。 

刑法 刑法概要、刑法總論、

刑法各論 
4 

刑法總則一及刑法總則二

(6) 

刑法分則(4) 

（以上二科目選一） 

4 

*新增科目：「刑法分則」 

為配合刑法分則學

分，本項要求之學分數

擬改為 4 學分。 

行政法 行政法概要、行政法總

論 
4 行政法(4) 4  

民事訴訟法  2 民事訴訟法(6) 6  

刑事訴訟法  2 刑事訴訟法(4) 4  

人權教育 憲法與人權 

2 

人權與正義(3) 

言論自由(2)  

刑事程序與國際人權(2) 

比較人權法學專題研究(2)  

國際人權法專題討論(2)  

（以上五科目選一） 

2 
*新增科目：「國際人權

法專題討論」 

 小計 22 小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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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部訂科目 

名稱 
部訂相似科目 學分數 本校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選 

備 

科 

目 

兒童及少

年相關法

律 

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

及少年福利法、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2 少年事件處理法理論(2) 2  

智慧財產

權法 

著作權法、商標法、專

利法 

2 

智慧財產權法導論(2) 

著作權法(2) 

商標法(2) 

專利法(2) 

（以上四科目選一） 

 

2  

消費生活

相關法律 

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

護法 
2 

公平交易法(2) 

消費者保護法(2) 

（以上二科目選一） 

 

2  

勞動法規 勞動基準法、工會法、

勞資爭議處理法、團體

協約法 

2 

勞動法（或勞工法）(2) 

社會保險法(2) 

社會福利法(2) 

（以上三科目選一） 
2 

*102-1 起「勞工法」停

開，改開「勞動法」。 勞

動法即勞工法，已修習

「勞工法」的學生，不

須另修習「勞動法」。 

*新增科目： 

 1.社會保險法 

 2.社會福利法 

性別與法

律 

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性騷擾

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

法、性別工作平等法 

2 

女性主義與法律(2) 

2  

環境法 環境保護法 2 環境法(2) 2  

教育法 教師法、教育基本法 2   本校無課程 

民事法案

例實務 

 

2 

民事審判實務(2) 

民商事律師實務(2) 

強制執行法(2) 

非訟事件法(2) 

家事事件法(2) 

（以上五科目選一） 2 

*依教育部審查意見刪

除兩個科目： 

 1.民商事法實體程序

綜合研討 

 2.最高法院裁判與民

法理論發展 

*新增四個科目： 

 1.民商事律師實務 

 2.強制執行法 

 3.非訟事件法 

 4.家事事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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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案

例實務 

 

2 

刑事審判實務(2) 

刑事證據法專題討論(2) 

犯罪學(2) 

犯罪學專題討論(2) 

刑事政策(2) 

（以上五科目選一） 

2 

*依教育部審查意見刪

除以下科目： 刑事法

實體程序綜合研討 

*新增三個科目： 

 1.犯罪學 

 2.犯罪學專題討論 

 3.刑事政策 

 

行政法案

例實務 

 

2 

行政救濟法(2) 

地方自治法(2) 

財稅法(2) 

（以上三科目選一） 

2 

*依教育部審查意見刪

除三個科目： 

 1.行政法實例演習專

題討論 

 2.行政法進階 

 3.行政法專題討論 

*新增三個科目： 

 1.行政救濟法 

 2.地方自治法 

 3.財稅法 

商事法 公司法、票據法、海商

法、保險法 

2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3) 

票據及支付工具法(或票據法) (2) 

海商法(2) 

保險法(2) 

（以上四科目選一） 

2 

*103 學年度起「票據

法」停開，改開「票據

及支付工具法」。舊制

學生已修習「票據法」

者，不須另修習「票據

及支付工具法」。 

 小計 22 小計 20  

 

說     明 

1.本表應修必備科目 33 學分，選備科目 14 學分，共計 47 學分。全年課程需上、下學期

皆及格方可認定。 

2.法律系所、科法所學生應修畢該系所學分數，方得認定取得專門課程資格，非法律系、

科法所學生應修畢本表專門課程學分。 

3.依「國立臺灣大學學生選課辦法」第五條：博士班課程是否開放碩士班研究生或學士

班學生修習；碩士班課程是否開放學士班學生修習，由授課教師及開課單位主管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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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學士班「財經法群組」增列科目清單 

 

序

號 
科目名稱（學分數） 課程識別碼 備註 

1 新興市場企業金融法制一 (2)  A21 U1920  

2 比較企業金融法制專題研究一 (2)  A21 M8950 98-2 起開放學士班學生修課。 

3 比較法專題一 (2)  A21 U2950  

4 比較法專題二 (2)  A21 U2960  

5 歐洲企業及其競爭規範 (2)  A21 U2590  

6 保險法專題一 (2)  A21 U2430  

7 保險法專題二 (2)  A21 U2440  

8 保險法專題討論一 (2)  A21 U3450  

9 保險法專題討論二 (2)  A21 U3460  

10 金融市場監理導論一 (2)  A21 U2710  

11 金融市場監理導論二 (2)  A21 U2720  

12 金融市場監理專題討論一 (2)  A21 U3260  

13 社會保險法 (2) A01 43900  

14 票據法進階 (2) A01 38210  

15 海商法進階 (2) A01 38430  

16 海商法實例演習一 (2) A01 38410  

17 商法專題研究一 (2)  A21 M4860 開放學士班三年級以上學生修課。 

18 商法專題研究二 (2)  A21 M4870 開放學士班三年級以上學生修課。 

19 商業交易專題一 (2)  A21 U3380  

20 民商法經濟分析 (2)  A21 U1750  

21 國際商事法專題討論 (2)  A21 U6490 
有修過 100-1 國際商事法專題（A21 

U3570）亦可採計。 

22 國際私法 (2) A01 44000  

23 電子支付法專題研究一 (2)  A21 U1860 
有修過 98-1 電子支付法專題研究

（A21 U2000）亦可採計。 

24 比較公司法專題討論 (2)  A21 U1780  

25 法律經濟分析三 (2)  A21 U2490  

26 法律經濟分析四 (2)  A21 U2500  

27 法律人會計學 (2) A01 10500  

28 專利法 (2) A01 30200  

29 破產法 (2) A01 46400  

30 反托拉斯法及刑事責任 (2)  A21 U6480  

31 WTO 法 (2)  A21 U4330  

32 智慧財產訴訟實務 (2)  A21 U4340  

33 民商事律師實務 (2)  A21 U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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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英國及國際商事法 (2)  A21 U4410  

35 英國及歐洲公司法 (2)  A21 U4420  

36 比較信託法 (2)  A21 U4450  

37 勞工法專題一 (2)  A21 U1660  

38 勞工法專題二 (2)  A21 U1670  

39 勞工法專題討論一 (2) A01 33460  

40 美國勞工法專題研究 (2)  A21 U4460  

41 勞動訴訟實務專題 (2)  A21 U4390  

42 稅務訴訟專題討論一 (3)  A21 U3300  

43 稅務訴訟專題討論二 (3)  A21 U3310  

44 國際稅法專題討論 (2)  A21 U6470  

45 稅捐稽徵法 (2)  A01 31380  

46 所得稅法一 (2)  A21 M4710 開放學士班學生修課。 

47 所得稅法二 (2)  A21 M4720 開放學士班學生修課。 

48 所得稅法三 (2)  A21 M4730 開放學士班學生修課。 

49 所得稅法四 (2)  A21 M4740 開放學士班學生修課。 

50 所得稅法 (2)  A21 U4400  

51 國際稅法 (2)  A21 U4320  

※本表 M 字頭研究所課程原則上開放學士班學生修習，97-2 至 102-1 學期已修課通過者可計入財經

法群組學分。授課教師每學期得考量課程內容，決定是否開放學士班學生修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