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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法律學系課程委員會 105-1 學期第 1 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16 年 10 月 05 日星期三 中午 12 時 30 分 

會議地點：法律學院霖澤館六樓第三會議室 

會議主席：曾宛如 副院長 

出    席：黃銘傑教授、陳昭如教授、汪信君教授、莊世同副教授、吳從周副

教授、周漾沂副教授、柯格鐘副教授、系學會代表 

請    假：李茂生教授、陳自強教授、林明昕副教授、研究生學會代表 

紀    錄：陳文玲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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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 學期第 1~5 次通訊投票結果（略）。 

二、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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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大一必修科目納入本校專業基礎科目討論案 

說  明：共同教育中心擬請各學院將大一必修科目納入本校專業基礎科目而得採計為

通識學分。授課教師無須特別考慮遷就通識而調整課程內容深度，或刻意提

撥通識員額；學院在開課時仍可維持原本的選課人數上限，以及限本系學生

（含雙主修、輔系）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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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通過。同意將本系大一必修科目「憲法（4）、民法總則（3）、刑法總則一（3）、

刑法總則二（3）、民法債編總論一（3）」納入本校專業基礎科目。 

執行情形：回覆共同教育中心本院同意此案。 

 

第二案：博士候選人評審申請要件「出席本系博士論文研討會紀錄」之替代討論案 

說  明：依據本系博士班學則第十九條第四款規定，本系博士班學生提出博士候選人

評審申請時，應備齊「出席本系博士論文研討會之記錄」文件。擬新增替代

方案，修改為「出席本系博士論文研討會之記錄；若自入學至畢業半年前均

無本系博士班學生舉行論文研討會時，得以本院種子論壇或新秀論壇替代

之」。 

決  議：評估學生在學 5 至 6 年期間均無舉行博士論文研討會之可能性極低，故此案

緩議不修。 

執行情形： 

 

第三案：105-2 學期客座教授課程同意案  

說 明：檢視 105-2 學期李○○及陳○○兩位客座教授開課資訊。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依 105-2 排課程序作業。 

 

第四案：碩士班學生古○○擬延請兼任教師許○○老師單獨指導審查案 

說  明：外籍生(蒙古籍)古○○（R03A21***）提出擬延請兼任教師單獨指導。 

決  議：不通過。請古同學另延請本院公法領域之專任教師指導。 

執行情形：通知古同學此案決議。 

陸、臨時動議 

第一案：碩士生及博士生論文指導教授學則修正案 

研究生延聘指導教授以本院專任教師為限，但本院專任教師轉任兼任教師，轉任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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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之指導學生不在此限。 

執行情形：提案送 105-1-2 系務會議。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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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法律學系課程委員會 104-2 學期第 2 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16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 12 時 30 分至 14 時 00 分 

會議地點：法律學院霖澤館六樓第三會議室（霖澤館六樓） 

會議主席：曾宛如 副院長 

出    席：陳自強教授、黃銘傑教授、林仁光教授、沈冠伶教授、張文貞教授、王皇

玉教授、陳昭如教授、林明昕副教授、周漾沂副教授、研究生學會代表、

系學會代表 

請    假：王泰升教授 

列    席：王鍾菁助教、廖珮淇助教 

紀    錄：王鍾菁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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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 學期第 2 次通訊投票結果（略）。 

二、 「台灣法導論」課程，經詢問本院教師意願後，因本系教師課程負擔較重，

支援課程之教師人數過少，此課程規劃將暫緩實行。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客座教授課程同意案 

說  明：檢視 105-1 學期客座教授課程名單。 

決  議：通過(附件一)。 

執行情形：合併 104-2-1 第三案與 104-2-2 第二案，送院課程委員會。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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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開課程同意案 

說  明：檢視 105-1 學期新開課程名單。 

決  議：通過(附件二)。 

執行情形：合併 104-2-1 第三案與 104-2-2 第一案，送院課程委員會。 

 

第三案：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同時開授 M 字頭及 U 字頭課程同意案 

說  明：檢視 105-1 學期同時開授 M 字頭及 U 字頭課程之教師名單。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 

 

第四案：新增可抵免法律史學分課程之討論案 

說  明：擬新增「傳統中國法」課程。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轉知大學部助教。 

 

第五案：博士班學生張○○（D02A21***）於國內政治大學進修審查案 

說  明：張○○（D02A21***）提出於就讀本系博士班｢前｣在國外學經歷，該生曾於

2004-2008 年以博士生身分在米蘭大學修畢博士課程，擬請同意替代赴國內外

研究機構進修三個月規定之申請。 

決  議：通過。 

附帶決議：若以國內進修申請者，須曾以法學博士生之身分，於國外學術機構修習與

其擬於台大法律學院博士班研究之相關領域的課程或研究。 

執行情形：碩士班助教已轉知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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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博士班學生李○○（D02A21***）申請出國進修「進修計畫書」審查案 

說  明：博士班學生李○○（D02A21***）提出出國進修「進修計畫書」之申請。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碩士班助教已轉知該生。 

 

第七案：碩士班學生張○○（R02A21***）擬延請組別以外教授指導審查案 

說  明：碩士班基法組學生張○○（R02A21***）提出擬延請謝○○老師指導。 

決  議：請同學調整研究大綱後，洽請基法組老師共同指導。 

執行情形：碩士班助教已轉知該生。 

 

第八案：博士班學生邱○○（D01A21***）申請博士候選人審查案 

說  明：博士班學生邱○○（D01A21***）申請博士候選人。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碩士班助教已轉知該生。 

 

第九案：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碩士班學則第七條修正草案 

說  明：由學生提出學則第七條修正。 

決  議：第七條 提出學位考試申請之期限 

本系碩士班學生符合以下二款情事之一者，得提出學位考試之申請： 

1.申報指導教授後滿一年； 

2.申報指導教授前曾修習該指導教授研究所課程，於申報後之次學期。 

執行情形：碩士班助教將提系務會議討論。 

陸、臨時動議 

散會 下午 2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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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課號 學分數 備註 

1 青木○○ 
Animal Protection Law 

動物保護法 
A21 U4630 1 

日文授課; 

新課 

2 蘇○ 

Principles of English Civil 

Procedure & Evidence 

英國民事訴訟法和證據

法原則 

A21 U4640 1 新課 

3 
○○ 

Marano 

Introduction to the 

Insurance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歐盟保險法導論 

A21 U4670 1 新課 

4 
○○ Lin 

（林○○） 

Seminar on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轉型正義與國際人權專

題研究 

A21 U4680 2 
整學期; 

新課 

5 
○○ 

Schafer 

Law and Economics in 

Civil Law countries with 

cases from German courts 

歐陸法國家之法律與經

濟 

A21 U4690 1 

課綱尚未

提供; 

新課 

6 ○○華頓 

1. 美國憲法專題 

2. 媒體法、新技術與憲

法權利 

A21 U1290 

A21 U5100 
2；2 整學期 

附

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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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新開課程清單（共6件） 

 

第一件：王○○老師新開「台灣法律社會史專題研究」課程。 

說  明：該課程為 3學分之研究所 M字頭課程，課號為 LAW7112，課程識別碼為 A21 M1540。 

 

第二件：蔡○○老師新開「公法新趨勢一」課程。 

說  明：該課程為 2學分之研究所 M字頭課程，課號為 LAW7086，課程識別碼為 A21 M7820。 

 

第三件：薛○○老師新開「刑事法與刑事政策專題研究二~四」課程。 

說  明：該課程為 2學分之研究所 M字頭課程，課號為 LAW5483-5485，課程識別碼為 A21 

M6500-A21 M6520。 

 

第四件：陳○○老師新開「批判法學:美國與全球化脈絡專題研究」課程。 

說  明：該課程為 2學分之研究所 M字頭課程，課號為 LAW7113，課程識別碼為 A21 M1400。 

 

第五件：張○○老師新開「環境公益訴訟實務」與「環境公益訴訟實務二」課程(與詹順貴老

師合授)。 

說  明：該課程為 2學分之研究所 M字頭課程，課號為 LAW7114.7116，課程識別碼為 A21 

M1690-1700。 

 

第六件：○○ Gesk葛○○老師(台大國發所兼任教授)新開「法律中的因果關係」課程。 

說  明：該課程為 1學分之研究所 U字頭課程，課號為 LAW5359，課程識別碼為 A21 U4520。 

 

 

附

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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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課程委員會 105-1 學期第 1次通訊投票紀錄 

  

通訊投票期間：105年 08 月 04日下午 14時 00分至 08 月 12 日下午 16 時 00 分止。 

通訊投票通知對象： 

（一）系課程委員會委員代表共 13 位（名單如下） 

曾宛如教授、李茂生教授、陳自強教授、黃銘傑教授、陳昭如教授、汪信君教授、

林明昕副教授、莊世同副教授、吳從周副教授、周漾沂副教授、柯格鐘副教授、

研究生學會代表、系學會代表 

通訊投票結果：投票截止共 11 位委員回覆同意，0 位委員回覆不同意，2 位委員未回

覆。 

紀錄：陳怡倩助教 

 

【討論事項】 

第一案：大學部舊制必修「行政法進階群組」新增科目討論案（提案人：公法中心） 

說 明： 

一、 本系自 102 學年起實施新制必修學分規定，在新、舊制過渡期間，除開

授新制學生之必修課程外，尚需繼續開授舊制學生之必修課程。經考量本中

心本學年度特殊情事，所造成教師開課人力問題，為保障學生修課權益，擬

於舊制「行政法進階群組」新增一門科目：「經濟行政法」。 

二、 原訂 105-1 學期所開設「行政法爭議案例研析」課程，因蔡○○教授借調至

考選部擔任部長以致無法開課，由於上揭課程為舊制行政法進階群組之必修課程

之一，經助教統計約有 20個舊制同學未完成必修課程，惟因本系公法中心本學年

教師課程負擔較重，支援課程之教師人數過少，故擬將「經濟行政法」（2 學分），

列入公法學領域必修課程科目之一，以俾同學們能順利畢業。 

三、 「經濟行政法」課程，目前由林○○副教授擔任授課教師。課程內容〈詳附

件〉於舊制「行政法進階群組」尚施行期間，實已為行政法進階課程之實際授課

內容之一，另從學生修習相關課程目的而言，亦無違誤，併此說明。 

四、 現行「行政法進階」群組包括以下科目（四選一）：行政法實例演習專題

討論、行政法進階、行政法專題討論、行政法爭議案例研析。 

五、 檢附「經濟行政法」課程大綱（如附件），是否同意新增？請  討論。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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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通過（11票同意，0 票不同意），已轉知陳○○助教。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由承辦人員進行後續校核備程序。 

 

 

 

 

系課程委員會 105-1 學期第 2次通訊投票紀錄 
  

通訊投票期間：105年 08 月 29日至 08 月 31日中午 12 時 00分止。 

通訊投票通知對象： 

（一）系課程委員會委員代表共 13 位（名單如下） 

曾宛如教授、李茂生教授、陳自強教授、黃銘傑教授、陳昭如教授、汪信君教授、

林明昕副教授、莊世同副教授、吳從周副教授、周漾沂副教授、柯格鐘副教授、

研究生學會代表、系學會代表 

通訊投票結果：投票截止共 10 位委員回覆同意，0 位委員回覆不同意，3 位委員未回

覆。 

紀錄：陳怡倩助教 

 

【討論事項】 

第一案：詹○○老師「 最高法院裁判與民法理論發展」及「民法債編總論一」異動上

課時間同意案。 

說 明： 

（一） 依「國立臺灣大學課程開授及異動處理要點」：「學生初選開始後，因故需加、

停開或變動上課時間者，應經系（所、學位學程、學群）課程委員會通過。」 

（二） 105-1學期詹○○老師「 最高法院裁判與民法理論發展」（A21 U2800）原

為星期三第 3、4節及「民法債編總論一」（A41 M0150）原星期一第 7、8、9

節，擬將上課時間分別改為星期二 8、9 節及星期一第 10、A、B節。是否同意

異動，請   討論。 

決 議：通過（10票同意，0 票不同意）。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由承辦人員進行課程異動事宜。 

 

 

第二案：黃○○老師「 公法新趨勢一」異動上課時間同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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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依「國立臺灣大學課程開授及異動處理要點」：「學生初選開始後，因故需加、

停開或變動上課時間者，應經系（所、學位學程、學群）課程委員會通過。」 

(二) 105-1學期黃○○老師「公法新趨勢一 」（A21 M7820），原為星期一第 8、9

節，因原時段已有多門公法領域課程，為有助於同學選課，擬異動上課時間由原

定星期一 89節，改為星期一 10A節。是否同意異動，請   討論。 

決 議：通過（10票同意，0 票不同意）。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由承辦人員進行課程異動事宜。 

 

 

 

 

系課程委員會 105-1 學期第 3次通訊投票紀錄 
  

通訊投票期間：105年 9 月 07日至 9月 09日中午 12時 00分止。 

通訊投票通知對象： 

（一）系課程委員會委員代表共 13 位（名單如下） 

曾宛如教授、李茂生教授、陳自強教授、黃銘傑教授、陳昭如教授、汪信君教授、

林明昕副教授、莊世同副教授、吳從周副教授、周漾沂副教授、柯格鐘副教授、

研究生學會代表、系學會代表 

通訊投票結果：投票截止共 9 位委員回覆同意，0位委員回覆不同意，4 位委員未回

覆。 

紀錄：陳怡倩助教 

 

【討論事項】 

第一案：105-1 學期蘇○老師「 英國民事訴訟法和證據法原則」課程停開同意案。 

說 明： 

（三） 根據「國立臺灣大學課程開授及異動處理要點」第三條規定：學生初選開始

後，因故需加、停開或變動上課時間者，應經系（所、學位學程、學群）課

程委員會通過，填寫學期課程異動申請報告書送學院彙整，並於行事曆規定

上課開始日前送教務處備查公告之。 

（四） 蘇○客座助理教授 105-1學期原開設「 英國民事訴訟法和證據法原則」 課

程，時間為 9月 19、23、26、30 日及 10 月 3、7日短期密集授課，因蘇○老師

於該時間有訴訟進行中，故無法於原定上課期間來台，擬停開上揭課程，是否

同意，請  討論。 

決 議：通過（9票同意，0 票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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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由承辦人員進行課程異動事宜。 

 

 

 

 

系課程委員會 105-1 學期第 4次通訊投票紀錄 
  

通訊投票期間：105年 9 月 07日至 9月 09日中午 12時 00分止。 

通訊投票通知對象： 

（一）系課程委員會委員代表共 13 位（名單如下） 

曾宛如教授、李茂生教授、陳自強教授、黃銘傑教授、陳昭如教授、汪信君教授、

林明昕副教授、莊世同副教授、吳從周副教授、周漾沂副教授、柯格鐘副教授、

研究生學會代表、系學會代表 

通訊投票結果：投票截止共 9 位委員回覆同意，0位委員回覆不同意，4 位委員未回

覆。 

紀錄：陳怡倩助教 

 

【討論事項】 

第一案：105-1 學期詹○○老師「 最高法院裁判與民法理論發展」課程停開同意案。 

說 明： 

（五） 根據「國立臺灣大學課程開授及異動處理要點」第三條規定：學生初選開始

後，因故需加、停開或變動上課時間者，應經系（所、學位學程、學群）課

程委員會通過，填寫學期課程異動申請報告書送學院彙整，並於行事曆規定

上課開始日前送教務處備查公告之。 

（六） 詹○○教授 105-1學期原開設「 最高法院裁判與民法理論發展」課程，上課

時間為星期二 8、9 節，因故擬停開上揭課程，是否同意，請  討論。 

決 議：通過（9票同意，0 票不同意）。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由承辦人員進行課程異動事宜。 

 

 

 

 

 

系課程委員會 105-1 學期第 5次通訊投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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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投票期間：105年 09 月 21日至 09 月 23日中午 12 時 00分止。 

通訊投票通知對象： 

（一）系課程委員會委員代表共 13 位（名單如下） 

曾宛如教授、李茂生教授、陳自強教授、黃銘傑教授、陳昭如教授、汪信君教授、

林明昕副教授、莊世同副教授、吳從周副教授、周漾沂副教授、柯格鐘副教授、

研究生學會代表、系學會代表 

通訊投票結果：投票截止共 11 位委員回覆同意，0 位委員回覆不同意，2 位委員未回

覆。 

紀錄：陳文玲助教 

 

【討論事項】 

第一案：葉○○老師「 憲法法院與解釋專題研究一~三」異動上課時間同意案。 

說 明： 

（七） 依「國立臺灣大學課程開授及異動處理要點」：「學生初選開始後，因故需加、

停開或變動上課時間者，應經系（所、學位學程、學群）課程委員會通過。」 

（八） 105-1學期葉○○老師「 憲法法院與解釋專題研究一~三」（A21 M6060）原

為星期三第 10、A節，擬將上課時間改為星期三 A、B節。是否同意異動，請   討

論。 

決 議：通過（11票同意，0票不同意）。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由承辦人員進行課程異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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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updated: September 14th, 2016  

採計為通識學分之專業基礎科目 

編

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 程 識

別碼 
課名 學分 

全/半

年 

通識

領域 

1 數學系 MATH1402 
201 

15300 
計算機程式設計 3 半年 A6 

2 數學系 MATH1103 
201 

49590 
線性代數一 4 半年 A6 

3 數學系 MATH1104 
201 

49600 
線性代數二 4 半年 A6 

4 數學系 MATH1201 
201 

101A1 
微積分甲上 4 全年 A6 

5 數學系 MATH1202 
201 

101A2 
微積分甲下 4 全年 A6 

6 數學系 MATH1209 
201 

101B0 
微積分乙 3 半年 A6 

7 數學系 MATH1203 
201 

101B1 
微積分乙上 3 全年 A6 

8 數學系 MATH1204 
201 

101B2 
微積分乙下 3 全年 A6 

9 數學系 MATH1211 
201 

49570 
微積分一 5 半年 A6 

10 數學系 MATH1210 
201 

49580 
微積分二 5 半年 A6 

11 物理學系 Phys1006 
202 

101A1 
普通物理學甲上 3 全年 A7* 

12 物理學系 Phys1007 
202 

101A2 
普通物理學甲下 3 全年 A7* 

13 物理學系 Phys1008 
202 

101B0 
普通物理學乙 3 半年 A7* 

14 物理學系 Phys1009 
202 

101B1 
普通物理學乙上 3 全年 A7* 

15 物理學系 Phys1010 
202 

101B2 
普通物理學乙下 3 全年 A7* 

16 物理學系 Phys1011 
202 

101C1 
普通物理學丙上 2 全年 A7* 

17 物理學系 Phys1012 202 普通物理學丙下 2 全年 A7*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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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 程 識

別碼 
課名 學分 

全/半

年 

通識

領域 

101C2 

18 化學系 Chem1005 
203 

101A1 
普通化學甲上 3 全年 A7* 

19 化學系 Chem1006 
203 

101A2 
普通化學甲下 3 全年 A7* 

20 化學系 Chem1009 
203 

101C0 
普通化學丙 3 半年 A7* 

21 地質科學系 Geo1001 
204 

49001 
地質科學導論上 3 全年 A7 

22 地質科學系 Geo1002 
204 

49002 
地質科學導論下 3 全年 A7 

23 心理學系 Psy1007 
207 

10100 
普通心理學 3 半年 A58* 

24 
地理環境資源

學系 
Geog1022 

208 

10610 
人文地理學通論 2 半年 A57 

25 
地理環境資源

學系 
Geog1023 

208 

10810 
自然地理學通論 2 半年 A7 

26 
地理環境資源

學系 
Geog1014 

208 

11000 
普通地質學 3 半年 A7 

27 
地理環境資源

學系 
Geog2005 

208 

26520 
地圖學及實習 3 半年 A56 

28 大氣科學系 AtmSci1009 
209 

12400 
大氣科學概論 2 半年 A7 

29 大氣科學系 AtmSci1004 
209 

10120 
地球系統科學概論 3 半年 A7 

30 政治學系 PS1005 
302 

10110 
政治學一 3 半年 A5 

31 政治學系 PS1006 
302 

10120 
政治學二 3 半年 A5 

32 政治學系 PS1011 
302 

10310 
國際關係一 2 半年 A5 

33 政治學系 PS1012 
302 

10350 
國際關係二 2 半年 A5 

34 政治學系 PS1021 
302 

10410 
行政學一 2 半年 A5 

35 政治學系 PS1022 302 行政學二 2 半年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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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 程 識

別碼 
課名 學分 

全/半

年 

通識

領域 

10420 

36 政治學系 PS1031 
302 

24410 
中華民國憲法及政府一 2 半年 A5 

37 政治學系 PS1032 
302 

24420 
中華民國憲法及政府二 2 半年 A5 

38 經濟學系 Econ1004 
303 

13111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上 4 全年 A5* 

39 經濟學系 Econ1005 
303 

13112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下 4 全年 A5* 

40 社會學系 Soc1004 
305 

101A1 
社會學甲上 3 全年 A5* 

41 社會學系 Soc1005 
305 

101A2 
社會學甲下 3 全年 A5* 

42 社會學系 Soc1010 
305 

101D0 
社會學丁 3 半年 A5* 

43 社會學系 Soc1014 
305 

21201 
社會統計上 3 全年 A6 

44 社會學系 Soc1015 
305 

21202 
社會統計下 3 全年 A6 

45 社會工作學系 SW1004 
310 

11001 
社會工作概論上 3 全年 A5 

46 社會工作學系 SW1005 
310 

11002 
社會工作概論下 3 全年 A5 

47 社會工作學系 SW1007 
310 

48000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3 半年 A5 

48 社會工作學系 SW1006 
310 

12300 
社會心理學 3 半年 A58 

49 會計學系 Acc1003 
702 

E10111 
會計學甲一上 3 全年 A5 

50 會計學系 Acc1004 
702 

E10112 
會計學甲一下 3 全年 A5 

51 會計學系 Acc1005 
702 

10211 
會計學一上 3 全年 A5 

52 會計學系 Acc1006 
702 

10212 
會計學一下 3 全年 A5 

53 會計學系 Acc1001 702 會計學原理上 3 全年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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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 程 識

別碼 
課名 學分 

全/半

年 

通識

領域 

10401 

54 會計學系 Acc1002 
702 

10402 
會計學原理下 3 全年 A5 

55 公共衛生學系 PH1008 
801 

10600 
公共衛生導論 2 半年 A58 

56 公共衛生學系 PH2005 
801 

21310 
生物統計學一 3 半年 A6 

57 公共衛生學系 PH3030 
801 

36300 
環境衛生要論 2 半年 A58 

58 電機工程學系 LS1020 
B01 

15000 
生物科學通論 4 半年 A8 

59 生命科學系 LS1004 
B01 

101A1 
普通生物學甲上 3 全年 A8 

60 生命科學系 LS1005 
B01 

101A2 
普通生物學甲下 3 全年 A8 

61 生命科學系 LS1007 
B01 

101B1 
普通生物學乙上 2 全年 A8 

62 生命科學系 LS1008 
B01 

101B2 
普通生物學乙下 2 全年 A8 

63 生命科學系 LS1006 
B01 

101B0 
普通生物學乙 4 半年 A8* 

64 生命科學系 LS1009 
B01 

101C0 
普通生物學丙 3 半年 A8 

65 生命科學系 LS1010 
B01 

10200 
普通動物學 3 半年 A8 

66 生命科學系 LS1011 
B01 

10300 
普通植物學 3 半年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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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學期客座教授開課列表 

客座教授 
預定開設為 M字頭課程 學分數 密集授課時間 

李○○ 

Law School, University of 

Exeter 

英國及歐洲公司法 2 4/30－6/4 

陳○○ 

Assistant Professor of 

Law at the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亞洲金融法 1 5/8－5/16 

 

 

英國及歐洲公司法 

課程大綱 

課

程

概

述 

UK and EU Company Law is a one-semester module which aims to provide an introduction 

to and analysis of some of the fundamental areas of UK and EU laws of companies. 

The module covers topics concerning the use of the corporate form, in particular 

looking at issues arising on incorporation,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company's 

structure,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issues with directors' obligations 

and minority shareholder protection. It also covers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in 

contract, tort and criminal law and major issu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UK and EU.  

課

程

目

標 

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is modul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Module-specific skills  

(1) demonstrat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main areas of company law in England 

and Wales and the EU, and be able to discuss the practical and business context 

in which they operate;  

(2) demonstrate critical awareness of relevant issues, and identify and analyse 

critically legal problems in the commercial law context; and  

(3) demonstrate awareness of pragmatic, commercial, moral, policy and/or other 

issues in this field.  

Discipline-specific skills  

(4) identify and evaluate critically legal data from more than one source or 

jurisdiction;  

(5) analyse and apply legal data to specific facts and deduce likely outcomes where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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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is indeterminate;  

(6) demonstrate independent legal research and study skills; and  

(7) identify, select and organise materials and produce coherent and convincing 

arguments.  

Personal and key skills  

(8) demonstrate effective written and o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9) demonstrate sound paper-based and electronic research skills; and demonstrate 

effective team skills.  

課

程

要

求 

The module content is delivered via 40-hour lectures. Students are strongly advised 

to attend all timetabled classes.  

 

Assessment is by a 4,000-word essay. More details will be provided in due course.  

 

 

亞洲金融法 

Proposed Syllabus 

Course title: Financial Regulations in Asia 

Instructor: 

○○ CHEN (陳○○) 

Assistant Professor of Law,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Ph.D. (Lond. (UCL)); LL.M. (Michigan); LL.M. (Taiwan); LL.B. (Taiwan)  

Tentative schedule: 

Tentatively in May 2017 

Course outline:  

This course will explore various topics relating to financial regulations in Asia,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s and the developed i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the 

two bigges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outside Japan. The course 

will focus mainly on banking regulations; but some issues in insurance regulations and capital 

market regulations will also be compared. Throughout the courses, we will discuss and consider a 

wide ranges of issues from new global trend in regulatory structure, prudential regulations and to 

misselling of financial products and OTC derivatives regulation. We will discuss both theoretical 

issues as well as some details of regulations to allow students to have a bird eye view of key issues 

facing financial regulators and market participants in the post-Lehman era. 

Course objectives: 

By the end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regulatory structure and source of law for financial regulations in relevant 

jurisd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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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ing out key resources and rules in Singapore, Hong Kong, China and Taiwan; 

 Identifying key legal issues facing financial regulators and market participants; 

 Evaluating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financial regulations on a financial transaction; 

 Understand basic compliance issues fac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ference materials  

* No need to purchase. Not mandatory reading.  

1. Emilio Avgouleas, Governance of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The Law, The Economics, The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 Regulatory rules or policy documents 

1. Hong Kong (‘Cap’ means Chapter.) 

a. Banking Ordinance (Cap 155) 

b. Insurance Companies Ordinance (Cap 41) 

c. HKMA Supervisory Policy Manuals: 

http://www.hkma.gov.hk/eng/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supervisory-policy-ma

nual.shtml  

2. Singapore 

a. Banking Act (Cap 19) 

b. Insurance Act (Cap 142) 

c. Financial Advisers Act (Cap 110) 

d. MAS: 

http://www.mas.gov.sg/Regulations-and-Financial-Stability/Regulations-Guidance-a

nd-Licensing.aspx  

3. Taiwan 

a. Banking Act 銀行法 

b. Insurance Act 保險法 

4.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Core Principles of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2012): http://www.bis.org/publ/bcbs230.htm  

5. Basel Accord:  

a. Basel II: http://www.bis.org/publ/bcbsca.htm  

b. Basel III: http://www.bis.org/bcbs/basel3.htm?m=3%7C14%7C572  

6. Volcker rule (see the Final Rule): 

http://www.occ.gov/topics/capital-markets/financial-markets/trading/volcker-rule-implem

entation/index-volcker-rule-implementation.html 

7. FSB, Key Attributes of Effective Resolution Regime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2014),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2014/10/r_141015/ 

8. FATF Standards: 

http://www.fatf-gafi.org/publications/fatfrecommendations/?hf=10&b=0&s=desc(fatf_rel

easedate)  

http://www.hkma.gov.hk/eng/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supervisory-policy-manual.shtml
http://www.hkma.gov.hk/eng/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supervisory-policy-manual.shtml
http://www.mas.gov.sg/Regulations-and-Financial-Stability/Regulations-Guidance-and-Licensing.aspx
http://www.mas.gov.sg/Regulations-and-Financial-Stability/Regulations-Guidance-and-Licensing.aspx
http://www.bis.org/publ/bcbs230.htm
http://www.bis.org/publ/bcbsca.htm
http://www.bis.org/bcbs/basel3.htm?m=3%7C14%7C572
http://www.occ.gov/topics/capital-markets/financial-markets/trading/volcker-rule-implementation/index-volcker-rule-implementation.html
http://www.occ.gov/topics/capital-markets/financial-markets/trading/volcker-rule-implementation/index-volcker-rule-implementation.html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2014/10/r_141015/
http://www.fatf-gafi.org/publications/fatfrecommendations/?hf=10&b=0&s=desc(fatf_releasedate)
http://www.fatf-gafi.org/publications/fatfrecommendations/?hf=10&b=0&s=desc(fatf_release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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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ative Schedule 

1. General overview 

 Background: the financial market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Functions of differ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regulatory goals 

 Design of regulatory structure, regulator(s) and law 

 Source of law: Domestic regu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oft law 

2. Prudential regulation – Capital adequacy and solvency 

 Basel Accor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Basel Accord 

 New developments post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f. Solvency standards for insurers 

3. Regulation on invest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Restraints on banks’ investment in equity and land 

 Regulation on investment made by insurers 

 Impact of Volcker Rule from the US 

 Separation of finance from industry 

4. OTC derivatives regulation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derivatives 

 Function of the ISDA master agreement 

 Mandatory reporting, clearing and trading rules 

5. Conduct of business 

 General conduct of business and its effects 

 Bank-customer relationship 

 Bank secrecy 

 Misselling and 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 

 Dispute resolution 

6.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key person 

 Key persons approval and criteria 

 Corporate governance rules 

 Remuneration 

7. Resolu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and G-SIFI  

 Resolu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in the domestic context 

 Meaning of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solution of G-SIFI and the key contributes 

8.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terrorism financing; Tax 

9. New frontiers 

 Mobile and digital banking 

 Alternative risk management and transfer 

 Fin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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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