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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與執行成果摘要 

一、 教學國際化:本院 109 年度邀訪頂尖大學客座教授共 7 位

順利抵達台灣授課；110 年度預計邀請 28 位學者來台教

學。為提供學生國際經驗、促進國際法與商事法涵養為，

本院加入 THEMIS Network 學術聯盟，預計與歐亞共 12 個

國家簽署學術合作協議，110 年將加入 Asian Law Schools 

Association 與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印度、香港、

中國等共 27 所法學院校加強交流聯繫。此外，另提供達

勝中嘉獎學金、堉璘獎學金以鼓勵學生赴國外深造機會；

並有眾達獎學金提供學生至國際性律師事務所實習機會。

而本院與 10 所國外院校簽署雙聯學位，提升學生國際競

爭力。 

 

二、 專業課程精進: 為配合社會現況、培養學生法學理論和實

務能力，本院開設法律實習課程、英文論文寫作課程、實

務訴訟技巧課程，並邀法官來院授課。為培養學生分析及

處理具體個案之能力，本院使用數據分析工具，提供學生

使用科技設備解析法律案件。 

 

三、 推動跨域學習:為培育具備多元領域知識之法律人才，本

院規劃跨領域相關法律議題課程，設計法律結合醫學、金

融、工程等系所領域，開設相關課程。  

 

四、 數位學習教學創新:為突破時間、空間限制之學習方法，

本院運用網路科技、演算分析設備為教學工具，於 Open 

Coureware 錄製課程、增購高端資料分析工具，並開設台

灣本土課程。 

 

五、 資訊科技教育課程:為提升學生熟悉資訊運作能力，並教

導基本程式語言為，本院陸續開設「計算機概論」課程，

強化學生實際上機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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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善盡社會責任:法律服務社提供專精於法學研究的學生，

得以具體學以致用，在個案上貢獻自己多年所學，藉此回

饋社會。  

 

七、 實務與產學合作課程:本院與法官學院合作，邀請優秀之

法官、檢察官至本院傳授處理案件之實務經驗；未來將規

劃結合業界人士，開設產業與法律政策對話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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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審查意見對照表 

審查委員意見 學院回應說明 
計畫內容

參考頁數 

1、 教學國際化 

1. 建議未來考慮開授以英文

授課之跨域專業基礎(入

門)課程(可先透過客座教

授來開授)。 

本院積極邀請國外頂尖學者擔

任客座教授，以其專長領域配

合本院學群規劃，以模組方式

提供基礎至進階等全外語密集

課程。本院 110 學年度預計邀

請 28位客座教授開設各領域法

學課程。 

34-35 

2. 109年度教學創新經費項目

集 中 在 教 學 國 際 化 

(4.75M, 82%)與姊妹校研

討會 (1.0M, 18%)，其他

項目均從缺。宜納入其他

面向的推動。 

本院 110學年度高教深耕-教

學創新計畫，配合教務處各項

目目標，規劃課程精進、跨域

學習、國際化、數位學習、資

訊教育等課程。 

31-40 

3. 建議以客座教授的短期授

課作為策略重點，但須加

以規劃，融入法律學院原

本的授課藍圖之中，以便

學生可以接受到有邏輯而

完整的教育。 

本院原有授課藍圖以本國法為

主，客座教授之課程，則以比

較法為規劃，藉以拓展學生多

元視野，並配合公法、基法、

民法、商法等領域，邀請客座

教授來台授課。 

34 

2、 專業課程精進 

1. 建議法律學院需要多增加

倫理與普世價值觀之課

程，因為未來培養出之人

才皆可能成為臺灣社會的

領導人。 

109學年度本院開設以下課

程，期以增進學生對不同倫理

觀念和普世價值之理解，培養

未來領導人才：「種族/族群

與法律」、「女性主義法學理

論專題研究」、「動物與法

律」、「少年事件處理法理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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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法律人的易經講

座」、「言論自由」、「環境

法」、「西方法治思想史」。 

2. 科技與法律結合的部分宜

加強，特別針對目前需要

監理沙盒的領域，如無人

載具、區塊鏈、人工智

慧、金融科技、等對社會

或產業的衝擊。這些領域

有許多法規尚不完備，需

培養相關人才，希望法律

學院可以朝向這方面多開

授課程。 

在科技與法律的結合上，本院

於 109學年度開設「計算機概

論」課程，從基礎計算機原

理、電腦硬體入門、到電腦軟

體的應用與開發等基礎計算機

介紹開始，到現階段最新的資

訊科技如機器學習、人工智

慧、區塊鍊、金融科技等，均

會進行介紹與實務演練，能幫

助學生快速掌握未來法律人所

需要的基礎資訊能力。 

33-34 

3. 法律學院朝向專業學院的

方向發展，應將大學部分

階段，前兩年訓練法學所

需的基礎人文及科學知

識，其後慢慢增加專業課

程，至研究所再強調法律

實務課程，不用太早與實

務應用結合。 

本院規劃大一「法學緒論」、

大二「法律史」、「法理學」

等基礎課程，培養學生法學基

礎法學知識，大三、大四則加

入「法律實習」等選修課程，

循序漸進提供學生由基礎進入

實務之完整課程規劃。 

32 

4. 強化配合社會現實的課程

與實習課程能增加學生對

於法律實務的認識，可規

劃於高年級作為統整課

程。 

本院歷來固定開設之「法律實

習」課程，提供大三、大四學

生實際接觸民眾、為其提供法

律建議之機會；學生得藉此整

合過往學習之理論知識，撰擬

不同類型法律文書，深入分析

事實、了解如何適用法規，並

陳述完整的法律意見與建議，

對於法律論理邏輯的建構有很

大的幫助。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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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律實習課程結合校友的

力量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建議多利用校友的力量來

強化實務教學。尖端科技

法律問題及商業知識領域

變化速度很快，可與實務

界保持連結。 

本院持續與冤獄平反協會合

作，開設「冤罪救援實務」課

程，使學生近距離接觸冤案救

援實務，藉由研究生對實務案

件的處理與研究，一方面可以

為學術研究增加不同的可能

性，並且使學術研究更貼近實

務，另一方面則使實務借鏡學

術的論理，並為實務的改革推

動貫注更多的力量。 

38 

6. 國際實習、國內實習及實

務方向的推動，將裨益於

學生的就業機會與選擇，

可謂以學生為本位的考

量，值得肯定。 

本院將持續秉持擴展學生視野

為目標，進行國際實習、國內

實習及實務方向之推動。 

34-35 

3、 推動跨域學習 

1. 109年度師資著重於「國際

比較法律」、「跨領域結

合」的方向，可請本院教

師針對國內法律方向、國

內跨域的對照予以對話、

交流。 

本院積極邀請教師與客座教授

合開課程，108-2即有本院與

客座教授合開之「實證觀點下

的刑事司法與罪惡管制」課

程；今後亦持續推動與國外教

授合授模式，以促進國際學術

交流與對話。 

34-35 

2. 法律與新興科技及產業，

建議可多參與、規劃。 

為使法律學習與新興科技產業

更貼近，促進學生對科技進

展、產業發展之掌握，本院於

109 學年度開設以下課程：

「金融科技法制與政策專題研

究」、「法律資料分析專

題」。 

 

34-35 

3. 針對法律學院學生的實際

跨域學習，宜建立更完善

本院針對跨領域課程設計，目

前共規劃四大方向：1. 尖端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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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深化與實務課程規

劃完善。 

科技與法律 2. 商業金融與法

律 3. 醫療與法律 4. 動物、

環境與法律。歷年已陸續開設

以下課程：「計算機概論」、

「法律資料分析專題」、「經

濟學原理」、「財務會計」、

「財務報表分析」、「金融科

技法制與政策專題研究」、

「醫事法律與實務專題討

論」、「醫療民事法專題討

論」、「動物與法律」、「環

境法」。 

 

4. 跨域學習比較強調如何應

用法學於不同領域，建議

可思考其他知識領域如何

可貢獻於法學的實務與原

理。 

為使學生接觸更多元跨領域學

習，本院規劃如下:首先在尖

端科技與法律方面，「法律資

料分析專題」課程使用資料分

析工具，分析裁判資料，培養

學生發掘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其次在商業金融與法律方面，

「金融科技法制與政策專題研

究」課程透過專題討論，使學

生對金融科技的運作、法制及

監理政策建立基礎的認識與辯

證思維，觸類旁通至其他法領

域。其三在醫療與法律方面，

「醫療民事法專題討論」課程

以醫學與法學科際整合的觀點

切入，就醫療民事責任之爭議

問題進行深度研究，著重於學

說與實務之檢討與反省。最後

在動物、環境與法律方面，

「動物與法律」課程建立法律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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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台灣動物法規之基本認

識。 

5. 未來預計推動的跨域課

程、學程皆佳。可考慮研

擬法律與人文素養之課程

（如文學歷史中的法律問

題、法律弱勢扶助等），

增加學生的人文視界與關

懷。 

為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本院

將開設「法律史」、「臺灣法

律史」、「法律人的易經講

座」等課程；在培養學生的人

文關懷方面，則開設「法律實

習」和「冤罪救援實務」等課

程，期以提升學生的人文視

界。 

33-34 

6. 針對非本院學生跨領域進

入（輔系、雙修、學士後

等）的管道可考慮拓寬。 

本院已依本校相關規定招收雙

輔修學生，提供他系學生選修

本院課程之機會。 

33 

4、 數位學習 

1. 數位學習、資訊科技課程

與應用，應加強規劃。 

本院積極利用各類通訊會議軟

體，使學生能同步在校內外皆

可上課。未來將提高視訊授

課，使學生修課之方式不受時

間、距離之限制，並可將課程

錄影推廣至國際層面，以期提

升本院之知名度。 

36-37 

2. 可將國外學者開授的優秀

微課程轉化為 Coursera 或

OCW，增加其利用性與提升

校院的可見度。 

未來將鼓勵教師與客座教師於

coursera 開設數位課程，除基

礎法學課程外，另將增設資訊

科技類課程，增加數位課程，

有效提升本院能見度，並購置

視訊、遠距教學相關器材，使

學習無距離，無時間與空間之

限制。此外，並設置數位教

室，提供教師可以直播或預錄

課程，開設數位課程。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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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訊科技教育 

1. 數位學習、資訊科技課程與

應用，應加強規劃。 

為提昇本院學生熟悉資訊運

作，本院新開設「計算機概

論」課程，教導基本程式設

計，每堂課需實際上機演練，

以利日後面對資訊相關之法律

案件，能更迅速進入狀況。在

此基礎之上，學生能進一步修

習「法律資料分析專題」等課

程，學習使用資料分析工具分

析裁判資料，以實作學習的方

式操作法律資料分析。 

36-37 

6、 其他建議 

1. 學院設有各種管控與考核

的機制，教學創新最重要

的目的是提升學生的學習

成效，如何評估和決定各

項目是否增刪、延續或投

入資源額度是否增減。是

否有來自學生、校友、雇

主、產業/社會的回饋意

見？ 

本院配合教務處期中期末教學

評鑑制度，適時反映學生對課

程之意見，另外本院歷來皆有

實施校友問卷調查及邀請產業

界人士來校演講，皆能有效匯

集校友和產業界人士之意見。 

38-40 

2. 高齡者的法律，健保制度

醫療品質等社會重要議題

與大學社會責任有關，可

以結合目前學校的 USR 能

力一起推動。 

本院課程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大

方向，而每學期固定開設之

「法律實習」課程更使學生有

在第一線服務民眾之機會，配

合「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USR 計畫），實踐大學社會

責任，培育對在地發展能創造

價值的大學生。 

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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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109年各面向創新策略、成果及績效指標執行情形 

學院簡介 

本院為我國歷史最悠久，且最具規模的法律學

院，以致力於培養法律研究及專業實務之人才為主要目

的。法律學院於 88年正式建院，92年獲富邦文教基金

會蔡萬才董事長及國泰金融控股公司蔡宏圖董事長捐贈

本院新系館各乙棟。兩棟法律學院教學大樓於 97年 3月

完工，法律學院並於 98年 6月遷回校總區。法律學院遷

回校總區，不但可以更直接的與校方之溝通，同時對於

教師與其他學院的交流，乃至於學生與他系同學之間的

互動，都有相當大的幫助 

教學及研究現況 

本院發展法學教育及法律研究之歷史悠久，並在

臺灣的法律研究領域中居於執牛耳之地位。本院除了

保持優良的研究傳統外，所收藏之研究圖書設備，不

但新穎，數量亦豐，此對於教師之研究或學生之學習

均有相當之助益。此外，本院教師之留學國背景非常

多元，大抵遍布美國、德國、日本、英國、法國等

國，有利於傳輸各國之法制經驗；再者，本院師資陣

容完整，是國內法學研究者所嚮往的學術教學研究單

位。因為本院教師對歐美或亞洲不同法系以及法律學

門中的各個法律類別均能兼顧，因此對跨國法制之研

究，本院頗佔優勢。另外，本院教師優異之專業表現

在政府與企業機構間均取得甚高之評價，有助於大大

提升本院之聲譽。最後，本院法律系所招收之大學部

學生程度與素質向來名列大學入學考試人文社會類組

之第一志願，而經過激烈競爭始得入學之研究生，素

質亦十分優秀，畢業學生及系友的各種支援脈絡十分

可觀。以下分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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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師資陣容 

本院教師研究能力極佳且深富國際經驗。除

了傳統的法律領域，本院教師之研究領域亦能在

既有基礎上與特定新興法學領域結合，而與世界

各國討論的重要議題接軌。換言之，除了基本科

目，例如，民事法、刑事法、商法、公法、基礎

法學等傳統之實體與程序法以外，亦包含智慧財

產權法、金融法、環境法、國際法、WTO議題、歐

盟法、人工智慧相關法律、勞動法，乃至於女性

主義法學、歷史批判法學、法社會學、法律數據

與法實證研究等，此對於本土法學深度之提升具

相當助力；除了研究議題多元之外，本院教授之

留學背景多樣更有助於傳輸比較各國法制之優缺

點，不但在跨國法制之研究上占有優勢，而且藉

助他國之經驗剖析臺灣社會制度問題的癥結所

在，尋求一個最適合臺灣社會的方案，更是有所

助益。 

(２) 學生組成 

遠見雜誌報導：「從 1987年解嚴後，法律

愈來愈受重視。因此從 80年代開始，臺大法律系

擠下臺大國貿系，躍居第一類組第一志願，吸引

眾多學子就讀。」 是故，本院從 80年代起常為

國內社會組的第一志願。由於每年本院招收之大

學部、碩士班或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之學生名

額有限，然而報名人數遠遠超過本院招生之名

額，故競爭之激烈，亦可想見。在競爭激烈的考

試之中脫穎而出者，通常都相當優秀，故本院之

學生相較於國內其他法律學院而言，學生之素質

良好，學習動力亦強，成為本院在國際競爭上潛

力的軟實力。 

(３) 館藏圖書及發行期刊 

i. 館藏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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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圖書館座落於萬才館一、二樓，於

98年 7月 13日正式對外營運。館藏資料共計中西

文期刊 295種、裝訂期刊 14,172冊、中外文圖書

69,611冊，總計 83,783冊。此外，亦購置法律相

關之電子資料庫，包含美國、德國、日本等各國

重要常用之資料庫。空間設備方面，本館設有 180

個閱覽席次，另提供 2間討論室、1間影印室供師

生利用。館內並設置資料檢索區，備有 8部電腦

可供館藏及資料庫檢索與列印，充分支援師生教

學研究所需。 

本館於 98年引進自助借書機，使用者可自

行快速操作借書服務，於 99年、103年時二度進

行書架擴充工程，增加約 26,000冊藏書量，惟館

藏空間仍嚴重不足；加上近年來法律學院持續爭

取到多項科技部圖書計畫，每年皆以 2,000~3,000

冊以上幅度持續成長，105年由富邦集團以實物捐

贈之方式，幫助本院改造法律圖書館，改造重點

包括：1. 打造典範學習書屋，陳列臺大法律學人

之重要著作及藏書、2.新增軌道式密集書架、3.

增設高期刊陳列架、4.改造入口玄關及櫃台動

線。展望未來，期能針對院內師生教學研究需

求，持續提昇館藏書刊數量與品質，建立國內一

流法律學術研究中心。 

ii. 發行期刊 

除了館藏圖書之外，本院另尚發行刊物。目

前本院共發行二本學術期刊：「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中文法律期刊及全英文之「NTU Law 

Review」。期待能夠藉由刊物之發行，發展具有

臺灣在地特色的法學研究。此外，本院也希望透

過國際語言的寫作能與國際接軌，分享流通他國

與臺灣對於相同議題的意見，透過法學期刊出

版、定期舉辦國際研討會之機會及各國法學研究

機構接觸，開創具臺灣及東亞法系特色之研究領

域，乃至於傳播與國際同步的法學知識。 

「臺大法學論叢」為臺灣第一份由大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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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出版的專業性法學期刊。該刊最初之創立目

的，是希望透過各類論文，針對各個特定議題為

深入探討，進而提升我國法學研究的學術水準，

本刊已成為國內重要法學研究者發表研究論文的

最重要園地。近年來，來自本院教師以外的稿件

也紛紛湧入，本刊更成為國內最具學術水準及聲

譽的法學期刊。國科會(現科技部)於 89年建立

「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SSCI）資料庫制度

以來，本刊即年成為收錄期刊之一，而為我國法

律學門的代表性刊物之一。 

(４) 法律服務社 

邱聯恭教授於 68年 11月 3日創立了臺大法

律服務社，迄今已逾三十年。目前指導老師為許

士宦教授、林明鏘教授及陳瑋佑副教授，惟邱教

授仍定期返社協助共同指導學生解決當事人之法

律疑難。臺大法律服務社是以服務社會大眾為宗

旨，同時提供學生有實際接觸案件之機會，因

此，給當事人最好的服務，給學生最佳的訓練，

是臺大法律服務社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臺大法

律服務社目前可謂是國內最成功的法律服務性質

之社團，實踐大學之社會責任。 

臺大法律服務社自創社以來，固定於每週六

下午，在臺大法律學院內接受民眾詢問法律問

題。經親自與當事人面談案情後，由研究生及大

學部同學以集體診斷的方式，分析法律關係並提

供建議。俾使詢問者法律上權益，獲得完整保

障；學生亦有法律實習機會，同時培養維護正

義、奉獻社會的情操。由於學生社員所為的法律

諮詢，無異於「法律實習」課程。時任系主任之

戴東雄教授乃向校方爭取：於該社從事法律服務

的時間，比照一般學習課程，給予學分，以肯定

其在法律學習上的重要性。因此，臺大法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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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成立迄今，已成為臺大法學教育中不可或缺的

一環。 

1、 教學國際化 

  本院以深化法學英語專業課程、培育具有國際化視野

的人才為目標，延聘國際學者來院開設密集課程，並提供

達勝中嘉獎學金、堉璘獎學金以鼓勵學生赴國外深造機會；

而眾達獎學金則提供學生至國際性律師事務所實習機會。

雙聯學位之規劃，提供學生提升國際競爭力、增進與國際

人士合作機會。另外，本院並加入 THEMIS Networkm 與

歐亞洲共 13 所院校簽約，並加入 Asian Law Schools 

Association 與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印度、香港、

中國等共 27所法學院校加強交流聯繫。 

(1) 問題與分析 

  本院在推動教學國際化方面，面臨之困難主要有二： 

     首先，鑒於本院開設之法律課程，多以中文講授本國

法律學為主，外籍學生需要具備流利之中文程度，方能前

來本院就讀。其次，近年本院畢業生投身實務工作比例上

升，進入學術界發展之意願下降，連帶影響其在學期間參

與國際事務、國際交流活動之熱忱。 

(2) 目標與策略 

  上述困難下，為增進本院學生外語能力、吸引國外優

秀學生來台就讀，激發學生參與國際事務之熱忱，本院教

師積極開設英語授課之課程，亦持續邀集各國優秀學者來

院舉辦講座，或擔任客座教授，開設外語授課之密集課程。 

  除邀請外籍學者來台授課，本院亦積極選派學生前往

國際發展。例如以達勝中嘉獎學金、堉璘獎學金提供優秀

系友赴美國一流大學，攻讀商事財經法LL.M.或 J.D.學位，

並提供在校學生於暑假期間，申請至香港律師事務所實習

之機會。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亦提供本院兩名名額，至眾

達海外事務所實習。 

  為促進學生投入國際學術研究，本院近年亦積極推動

國際學術交流，迄今已與 10 所國外大學院所簽訂雙聯學位



14 

 

之合作計畫，合作範圍包含碩士與博士雙學位，並提供大

學部學生畢業後至國外修讀碩士學位之跨級雙聯學位計畫。 

  為強化與國際學術聯盟之間的合作，提供學生國際經

驗、促進國際法與商事法涵養，本院陸續與 THEMIS 

Network 等共 13 所院校簽約，並加入 Asian Law Schools 

Association與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印度、香港、中

國等共 27所法學院校加強交流聯繫。 

 

 

(3) 成效與改變 

本院每學期邀請約 15位客座教授來台授課，亦即一年

約有 30位客座教授至本院開課。近年度從世界各地頂尖大

學或學術機構到訪本院之客座教授開設英、日語課程，不僅

提升學生語言能力，亦擴展比較法之知識。且該等課程亦有

許多國際學生參與，增進國際學生與本院師生之交流，使本

院國際化之效益從課程安排深化至師生互動。 

(4) 評估與精進 

  因疫情緣故，本年度有過半之外籍客座教授取消來台，

故僅有 7 位客座教授來台開設下列課程：「法律人類學」、

「中國與東亞法律的經濟發展」、「實證觀點下的刑事司法

與罪惡管制」、「歐洲與國際刑事法」、「超國界法律」、

「貧移原民：全球化下的弱勢人權」、「比較醫療法」。 

上述課程共計有 150位學生修習，相比往年，雖然總

修課人數因疫情減少開課而降至一半，但平均而言，每堂

課修課人數卻有所提高，顯見本院學生在疫情之下，仍積

極參與國際化課程，與外籍師生進行交流。往後為使學生

有更多修習國際化課程之機會，本院將持續邀請外籍優秀

學者來台擔任客座教授，並鼓勵本院教師與外籍客座教授

合作開課，以不斷精進國際化課程、深化國際學術交流。

此部分以修課人數、開設之課程數作為績效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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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業課程精進 

  本院除基礎理論課程外，為使理論和實務能有更緊密

的連結，強化學生掌握訴訟之實態，特別增開實務課程，教

導學生實務訴訟技能；為培養學生分析及處理具體個案之能

力，亦增開新興法律議題課程。此外，本院亦藉由邀請畢業

校友，或業界專業人士來院授課，提升學生倫理及普世價

值，培養學生成為未來領導人才。 

(1) 問題與分析 

  本院在推動課程精進方面，面對困難主要有二： 

  由於本院法律專業課程要求相當扎實，學生投注許多

時間和心力於專業科目，相對地減低接觸法律實務之機會。

其次，為順利取得國家考試證照資格，本院學生多專注於

傳統法學專業科目之鑽研，對於發展快速之經濟金融、新

興科技等領域，較少有深入理解。 

(2) 目標與策略 

  為培養本院學生與時並進能力，並配合社會法制發展、

法規現況，本院評估各學年間課程銜接之適當性，增加符合

現況之課程，並刪減或調整舊制課程，或調整修習學分數，

以建立學生應變世界脈動的能力，培育法學的專業人才。本

院大學部課程前兩年以法學基礎人文及科學知識為主，後兩

年則除了完成專業課程外，亦開設配合社會現實的專業實習，

充實學生實務經驗。 

(3) 成效與改變 

  本院開設之實務課程有助於學生在「理論學習」與

「實務工作」兩方面之銜接，例如透過「法律實習(與專題

研究)」課程，學生進行公益訴訟，包含撰狀、會見客戶與

出庭應訊等體驗，累積實際執行司法實務之經驗與能力，並

藉由撰擬不同類型法律文書，深入分析事實、了解如何適用

法規，並陳述完整的法律意見與建議，對於法律論理邏輯的

建構有很大的幫助。「民事審判實務與法律文書寫作」課程

則以民法與民事訴訟法於實務上的應用為主，每週以實務上

常見的訴訟類型為主題式介紹，從程序如何進行到法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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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詳細剖析；「刑事審判實務與法律文書寫作」課程則以模

擬刑事個案之卷宗為教材，與刑事審判實務接軌，課程內容

為刑事程序法與實體法之交錯適用、研析整理案情爭點、製

作裁判書類等，並以練習撰寫裁判書等方式，協助同學統整

刑事觀念與知識，減少法學理論與實務的落差，深入瞭解法

院刑事審判工作。 

「法律資料分析專題」為運用前瞻科技之課程，使用資

料分析工具分析裁判資料，學生得以透過實證研究掌握「現

在的法律解釋適用之情況」，培養學生建立連結法律文本至

法律論理的計算模型（computational model of legal 

reasoning）、預測案件結果，以及用法律人能理解之方式

說明結果之能力。「當代國際金融法制專題研究」課程則應

用成本效益分析，探討去中心化金融下的各類金融監理議題，

培養學生對金融監理、金融科技等新興法律議題之敏感度。 

(4) 評估與精進 

為增進本院學生對法律實務之理解，本院於 109 學年度

積極開設相關實習、實務課程如下：「法律實習」、「民事

審判實務與法律文書寫作」、「刑事審判實務與法律文書寫

作」、「醫事法律與實務專題討論」；而為因應經濟金融發

展、新興科技進步，本院近年來增開之跨領域課程如下：

「法律資料分析專題」、「當代國際金融法制專題研究」、

「金融科技法制與政策專題研究」。 

上述法律實習課程計有 226 人修習，實務專題課程計有

224人修習，而前瞻科技課程則共計有 82人修習。就修習人

數而言，法律實習和實務課程皆有不少學生選修，此類課程

由於多屬專題研究課程，必須採小班教學，學生修習人數相

對較少。為使更多學生有機會修習前瞻科技課程，本院未來

將持續規劃，以符合學生未來投入實務工作，或進一步投入

學術研究之需求。此部分以修課人數、開設之課程數作為績

效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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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跨域學習 

為因應社會多元發展、日趨複雜之法律規範，本院學

生除傳統法學知識，更必須學習其他專業領域，方能滿足新

世代法學需求。為培養跨領域素養之法律人，培育未來社會

領導人才，本院配合金融、醫學、土木營建等領域，規劃以

下具體作法，使得其他學系之學生，亦可藉由輔系、雙主修

方式，學習法律專業。 

(1) 問題與分析 

 本院於推動跨域學習方面，面臨之困難有二： 

 首先，法學教育以法釋義學之現況，易使學生過於拘泥

法條文字、判例學說的記憶與背誦，忽略的社會的多元發

展，對法學的發展、學習與研究不利；再者，學生大多以

國家考試為主要學習指引，過於備考取向，使得日後在就

業時學用落差過大，無法掌握學院外現實場域的脈動。 

(2) 目標與策略 

  為培養跨領域素養之法律人，本院配合資工、金融、

醫學、動物環境等領域，共規劃四大跨領域課程方向：1. 

尖端科技與法律、 2. 商業金融與法律、 3. 醫療與法律、 

4. 動物、環境與法律。 

首先在尖端科技與法律方面，開設有「計算機概論」、

「法律資料分析專題」課程。其次在商業金融與法律方面，

開設有「經濟學原理」、「財務會計」、「財務報表分

析」、「金融科技法制與政策專題研究」課程，未來更預

計開設「稅務會計」、「金融機構管理」等課程，能使學

生掌握會計、財務、稅務等金融背景知識。其三在醫療與

法律方面，開設有「醫事法律與實務專題討論」、「醫事

法律與實務專題討論」課程，協助學生在法律視角之外，

能以醫病雙方之視角，檢視醫療案件背後各種複雜之因素。

最後在動物、環境與法律方面，開設有「動物與法律」、

「環境法」等課程。透過各類實務課程與跨領域課程的結

合，將能培養跨領域法律人才。 

另本院亦採行專業學群制度，自本院及本校所設相關

課程中，組合出 12 個專業學群如下：英美法學群、智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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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法學群、企業暨金融法學群、財稅法學群、醫療法學群、

國際法學群、民事程序法學群、刑事法學群、基礎法學學

群、公法學學群、英語法學學群、日語法學學群。 

(3) 成效與改變 

上述多元化、科際間整合的課程，有助於學生因應社

會多元發展，注意到日趨複雜的社會現象與隨之而生的法

律規範，使學生在原有的傳統法學知識上更添增了對其他

領域的認識，成為眼界開闊的新世代法律人。 

專業學群制度專注於特定法學專長領域培育需求，並

注意法律職業市場發展需要，鼓勵學生系統化學習特定領

域課程，提升自身專業能力及競爭力，能夠使學生學用合

一，使產學間的鴻溝不復存在。 

(4) 評估與精進 

本院於 109 學年度開設供學士班修習之跨領域課程如

下：「計算機概論」、「經濟學原理」、「財務會計」、

「財務報表分析」、「動物與法律」、「環境法」。上述課

程共計有 600 位學生修習，平均一堂課有近百位學生選修，

可見本院學生對跨領域知識學習之熱忱，而為貼近學生之需

求，本院未來亦將繼續依前述四大跨領域課程方向，開設相

關課程供學生選修，以構建「由淺入深」之跨領域學習環境。

此部分以修課人數、開設之課程數作為績效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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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數位學習教學創新 

適逢本年之 COVID-19 疫情，在政府之要求下，本院亦

同時積極利用各類通訊會議軟體，使學生能同步在校內外

參與課程。      

(1) 問題與分析 

本年度由於防疫之需要，本院配合政府政策，針對大

班人數之課程進行全數位化之教學模式，鼓勵同學利用視

訊軟體在家上課，並與校外廠商如 Lawsnote 等新型法律判

決資料庫合作，使本院學生能夠加強法學實證研究與判決

分析之能力。 

(2) 目標與策略 

未來將鼓勵教師與客座教師於 coursera 開設數位課程

為目標，除基礎法學課程外，另將增設資訊科技類課程，

增加數位課程，有效提升本院能見度，並購置視訊、遠距

教學相關器材，使學習無距離，無時間與空間之限制。此

外，並設置數位教室，提供教師可以直播或預錄課程，開

設數位課程。 

(3) 成效與改變 

  本年度數門大班人數之課程轉為數位化教學模式，未

來將評估此類授課方式之成效，並積極推廣至各門課之中，

使本院學生修課之方式不受時間、距離之限制，並可將課

程錄影推廣至國際層面，以期提升本院之知名度。  

(4) 評估與精進 

本年度在課程數位化與網路化之目標均能有效達成，

未來將繼續針對各類校外數位化之法學研究工具廠商進行

合作，提供本院學生更完整、更細緻之分析工具與資料庫。

此部分以修課人數、開設之課程數作為績效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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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訊科技教育課程 

  為提昇本院學生熟悉資訊運作，本院新開設「計算機

概論」課程，教導基本程式設計，每堂課需實際上機演練。 

(1) 問題與分析 

近日資訊科技進步迅速、日新月異，新穎的資訊技術

不斷發展，進而洐生出相應的道德與法律問題，面對未來

之趨勢，學生應俱備相應之資訊科技素養以符合未來法律

人之專業能力。本院學生對基礎程式邏輯方面課程較不熟

悉，進而在獲取跨領域新知上容易面臨困難，更對其日後

處理資訊相關之法律案件不利。 

(2) 目標與策略 

為提昇本院學生熟悉資訊運作，本院新開設「計算機

概論」課程，教導基本程式設計，每堂課需實際上機演

練，以利日後面對資訊相關之法律案件，能更迅速進入狀

況，了解案情，做出更適切之判斷。 

(3) 成效與改變 

「計算機概論」課程從基礎計算機原理、電腦硬體入

門、到電腦軟體的應用與開發等基礎計算機介紹開始。未

來將規劃現階段最新的資訊科技如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人工智慧(AI)、區塊鍊(Block Chain)、金融

科技(Fintech)等，進行介紹與實務演練，希望由淺入深的

課程設計，能幫助學生快速掌握未來法律人所需要的基礎

資訊能力，使其能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修習「法律資料

分析專題」等課程，學習使用資料分析工具分析裁判資料，

以實作學習的方式操作法律資料分析。 

(4) 評估與精進 

本院於 109 學年度開設「計算機概論」，共計 64 位學

生選修，已初步達成推動資訊科技教育課程之目的。未來

本院將持續開設「計算機概論」課程，並擬逐步增加選課

學生之人數限制，以符合更多學生對資訊科技之學習需求。

此部分以修課人數、開設之課程數作為績效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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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善盡社會責任 

   本院於 68年 11月 3日創立法律服務社，由學生服務

民眾，將所學法律知識實踐於生活之中，並藉此回饋社會。 

(1) 問題與分析 

本院師生多勞心於學術工作之中，然而，法學的社會

性與服務性都既存於其本質，是故師生仍藉由公益服務，

將所學之專業，轉化為社會服務之力。 

(2) 目標與策略 

臺大法律服務社是以服務社會大眾為宗旨，同時提供

學生有實際接觸案件之機會，由邱聯恭教授於 68年 11月 3

日創立，迄今已逾三十年。臺大法律服務社目前可謂是國

內最成功的法律服務性質之社團，實踐大學之社會責任。

自創社以來，固定於每週六下午，在臺大法律學院內接受

民眾詢問法律問題。經親自與當事人面談案情後，由研究

生及大學部同學以集體診斷的方式，分析法律關係並提供

建議。俾使詢問者法律上權益，獲得完整保障；學生亦有

法律實習機會，同時培養維護正義、奉獻社會的情操。 

(3) 成效與改變 

法律服務社使本院專精於法學研究的學生，得以具體

學以致用，在個案上貢獻自己多年所學，服務廣大民眾，

對社會上法律爭端的解決有所助益，使證亦不只存於課堂

之上，也實踐於生活之中；同時，學生也不僅只在學術殿

堂中研討抽象法學概念，在法律服務的過程中也能夠進行

實體操作，面對實存的當事人與爭議，尋求最完滿的解

方，如此的實習經驗也有助於學生與執業、實務之間的銜

接。 

(4) 評估與精進 

109 學年度，法律實習課程共計有 226 人修習，足見本

院學生服務社會之熱忱。未來本院亦將持續開設法律實習，

供參加法律服務社之學生修習，藉此回饋社會。此部分以

修課人數、開設之課程數作為績效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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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實務與產學合作課程 

(1) 問題與分析 

    為因應社會多元發展、日趨複雜之法律規範，本院學

生除傳統法學知識，更必須學習其他專業領域，方能滿足

新世代法學需求。 

(2) 目標與策略 

除基礎理論課程外，為使理論和實務能有更緊密的結

合，本院於 101-2學期開始，仿照美國法學院 Legal 

Clinic制度，規劃法律實習課程，進一步以從事實際訴訟

運作之方式，教導學生實務訴訟技巧，培養學生法律分析

能力。本院邀請具有豐富實務經驗之資深法官或律師開授

相關實務課程，不僅可以補充原本理論課程之不足，且可

以讓本院課程更加多樣化，學生也可以享有更多元之學習

選擇，開設以來相當受到學生的歡迎與肯定。透過「法律

實習(與專題研究)」、「刑事審判實務」等課程，學生進

行公益訴訟，包含撰狀、會見客戶與出庭應訊等體驗，累

積實際執行司法實務之經驗與能力，並藉由撰擬不同類型

法律文書，學生深入分析事實、了解如何適用法規，並陳

述完整的法律意見與建議，對於法律論理邏輯的建構有很

大的幫助。 

(3) 成效與改變 

本年度本院與法官學院合作，課堂中以實際之法律案

例為主，透過帶領學生閱讀、分析實際之訴訟卷宗與證

據，增進學生未來於工作時所需之資料整理、訴訟策略能

力。本院並鼓勵、協助轉介學生暑期至事務所、民間組織

及弱勢團體從事實習或志工工作，讓學生有機會同時接觸

社會的實際脈動，並自主養成關懷社會的胸襟。 

(4) 評估與精進 

本院以服務(二)(乙)課程，鼓勵、協助轉介學生至事

務所、民間組織及弱勢團體從事實習或志工工作，在服務

單位上，包括臺灣更生保護會、兒童福利聯盟、人本教育

基金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及世界展望會等等。於此，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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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與社會及司法實務界的互動，不僅能提升學習效果，

也有助於其未來的生涯規劃。此部分以修課人數、開設之

課程數作為績效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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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9年績效指標執行情形 

推
動
面
向 

項目 

學院自訂指標 

質化
指標 

衡量基準 
(計算公
式) 

量化指標(備註 2) 

108年目標值 108年達成值 109年目標值 109年達成值 參考頁
數 107-2 108-1 107-2 108-1 108-2 109-1 108-2 109-1 

（
項
目
一
)
專
業
課
程
英
語
化 

全英語
專業課
程品質 
 

授 課
品 質
與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基礎 (A1)
英語授課
課程數 

1 1 1 1 1 1 1 0 36 

修課學生
總人次 

40 40 56 34 60 40 73 0 36 

模組 (A2) 
英語授課
課程數 

1 1 0 0 1 1 3 1 36 

修課學生
總人次 

20 20 0 0 1 1 38 49 36 

高階 (A3) 
英語授課
課程數 

15 15 16 15 16 16 5 2 36 

修課學生
總人次 

300 300 254 382 260 280 126 24 36 

招 收
國 際
生 成
長 比
例 

碩 士 班 /
博士班國
際學位生
人數（備
註 3) 

8 11 8 11 11 11 11 12 37 

雙聯學
位品質 

授 課
品 質
與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簽 訂 雙
(多)聯學
位數 

9 10 10 10 10 10 10 10 37 

雙聯學位
之英語授
課課程數 

15 15 15 16 9 3 9 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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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7 年
度起，累
計取得雙
聯學位學
生數 

0 0 0 0 0 0 2 0 37 

增加與
國外學
者交流 

授 課
品 質
與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與國外學
者共同開
授課程數
( 含 實 體
課程、線
上數位課
程、遠距
教 學 課
程 、
MOOCs 等
課程) 

12 12 12 13 14 14 5 2 36 

修課學生
總人次 

200 250 218 271 230 230 126 24 36 

(
項
目
二
)
專
業
課
程
精
進 

開發實
務與創
新兼備
之高階
課程 

授 課
品 質
與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開設高階
尖端課程
數 

5 5 5 5 6 5 5 1 38 

修課學生
總人次 

170 100 174 51 56 34 50 32 38 

實作或
實習制
度之規
劃，強
化實務
教學模
式 

實 作
課 程
規 劃
及 學
習 成
效 

開設實作
/ 實 驗 之
課程數 

0 0 0 0 6 6 2 0 38 

修課學生
總人次 

0 0 0 0 220 220 71 0 38 

實 習
學 生

開設實習
( 實 習 必

0 0 0 0 0 0 0 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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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安
全 維
護 、
實 習
輔 導
及 實
習 成
效 確
保 

須 具 備
「 學 分
者 」 或
「畢業條
件」者─
如校庫學
10 定義 )
之課程數 
修課學生
總人次 

0 0 0 0 0 0 0 0 39 

(
項
目
三
) 
跨
域
學
習 

鼓勵學
院開設
及學生
修習學
士班跨
域專長
課程 

授 課
品 質
與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學士班跨
域專長設
置數量 

2 2 1 1 1 1 3 5 39 

以學院
為教學
核心、
跨系所
整合之
課程模
組 

授 課
品 質
與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跨系所整
合之課程
模組數量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40 

(
項
目
四
) 
數
位
學

開設基
礎學科
數位課
程 

授 課
品 質
與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純 數 位 /
數位實體
混成課程
數 

0 0 0 0 0 0 33 0 40-41 

純 數 位 /
數位實體
混成課程 
修課學生

0 0 0 0 0 0 4010 0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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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教
學
創
新
(
備
註
4
)  

總人次 

開設尖
端領域
數位課
程 

授 課
品 質
與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純 數 位 /
數位實體
混成課程
數 

0 0 0 0 0 0 2 0 41 

純 數 位 /
數位實體
混成課程 
修課學生
總人次 

0 0 0 0 0 0 44 0 41 

開設高
中先修
數位課
程 

授 課
品 質
與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純 數 位 /
數位實體
混成課程
數 

0 0 0 0 0 0 0 0 - 

純 數 位 /
數位實體
混成課程 
修課學生
總人次 

0 0 0 0 0 0 0 0 - 

開設全
英文短
期線上
課程學
程 

授 課
品 質
與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純 數 位 /
數位實體
混成課程
數 

0 0 0 0 0 0 0 0 - 

純 數 位 /
數位實體
混成課程 
修課學生
總人次 

0 0 0 0 0 0 0 0 - 

開設具
臺灣特
色線上

授 課
品 質
與 學

純 數 位 /
數位實體
混成課程

0 0 0 0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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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生 學
習 成
效 

數 
純 數 位 /
數位實體
混成課程 
修課學生
總人次 

0 0 0 0 0 0 0 0 - 

(
項
目
五
)
資
訊
教
育
課
程 

開設邏
輯思考
與運算
思維課
程 
 

授 課
品 質
與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開設邏輯
思考與運
算 思 維
( 程 式 設
計 ) 課 程
數 

0 0 0 0 0 0 2 1 41 

修課學生
數 ( 唯 一
化)/覆蓋
率 

0 0 0 0 0 0 51 28 41 

 

備註： 

1. 以上績效指標項目若非學院推動之項目，可刪除。 

2. 有關涉及課程數及修課學生總人次部分，請以學期分列呈現，並將課程列表作為佐證資料列在附件。 

3. 國際生人數包含「外國學生人數（依就學辦法來台、一般升學管道就學者）、境外專班外籍學生及雙聯學制外國學生人

數」。 

4. 有關數位學習教學創新課程，請分列「純數位課程」及「實體混成課程」開課數目及修課學生數。 

5. 質化指標應具體說明檢核方式；量化指標應有明確之衡量基準。 



29 
 

肆、 110年推動計畫及績效指標執行目標 

執行策略與執行方案 

I. 近程策略：  

(１) 繼續拓展客座教授來台授課 

自 103年學年度起，臺大法律學院延攬來自

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多個國家的客座教授

前來授課，例如：牛津大學、海德堡大學、德國

Max-Planck研究所、伯克萊大學等各校之教授前

來本校演講或授課，其中不少課程亦與本院教授

聯合授課，建立起互助互惠的關係。 

(２) 提升國際學生競爭力、舉辦研究生論壇： 

本院輪流與海外姐妹校舉辦聯合學術研討

會，進行學術交流，例如本院與日本明治大學每

年 3月共同舉辦學生論文發表研討會、11月與荷

蘭奈梅亨大學、香港大學舉辦三校聯合研討會。

本院與姐妹校將持續固定的保持學術交流活動。 

(３) 規劃國際親善大使與服務課程： 

學期初將舉辦國際學生的校園活動、文化參

訪、異國文藝交流等活動，促進我國學生與國際

學生之交流。未來可計劃設立院層級之獨立行政

單位輔導國際學生，包括學生行政事務、學術諮

詢、課業與生活輔導。 

 

II. 中程策略： 

(１) 建立外國學者專業授課學群： 

由於客座教授授課的領域相當多元，可與本

院教授建立專業英語授課學群，分為兩大類，公

法學群的基法、公法、刑法領域，以及私法學群

的民法、商法領域。 

(２) 持續開設英語及暑期課程，邀請外籍教師授課： 

本院將持續開設暑期全英語課程，逐年規劃

民法、刑法、商法等課程，並積極規劃邀請重點

姊妹校新加坡國立大學、日本東京大學、加拿大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來本院進行短期英語授課

與研究。 

(３) 持續拓展雙聯學位之簽訂，增加歐美國家合作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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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0年為止，本院已與日本之東北大

學、九州大學、一橋大學、德國魯耳波洪大學、

荷蘭奈梅亨拉德伯德大學、韓國延世大學、英國

倫敦瑪麗王后大學締結雙聯學位協議。 

(４) 與知名法律學院共同舉辦研討會、工作坊： 

本院與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已經持續兩

年舉行「臺美當代法律議題論壇」(Workshop on 

Current Legal Issues i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會中均就近年重要法律議題，

包括人民參審、金融監督治理等議題，由兩校的

教授共同討論、互相交換意見，亦藉此促進長期

學術交流與合作可能，未來可期盼與日本、德國

等與我國法學背景相近的國家建立長期合作方

案。 

 

III. 遠程策略： 

(１) 與國外知名學校、事務所、企業建立國際產學發

展網路： 

本院聘用客座教授的身分不再限於是國外教

授，有些則是法學實務家，包括法官、檢察官、

律師、NGO工作者，於建立合作關係期盼未來能夠

進一步地洽談法學與產業合作之可能性，建立國

際產學合作架構，包括互相提供短期實習計畫、

移地教學與共同研究，有助於學子跨領域的知識

建構，培育未來產學所必要之人才。 

(２) 建立經貿產學聯盟： 

目前前來台大法律學院就讀之交換生約有

25%來自東南亞地區，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

國等國家，未來法律學院預計建立經貿產學聯

盟，先與大洋洲的學校建立合作關係，包括紐西

蘭的奧克蘭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奧塔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Otago)以及雪梨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除了學術交流協議以外，

希望能夠有更多人才培育、產學合作的機會，互

相提供短期實習機會等，建立與東南亞國家以及

其他國家建立經貿產學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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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本院法律課程之深度、廣度、專業度提升： 

1. 深化基礎法學能力之培育：參考其他國外

知名學校開設高密度的集中討論 seminar

課程，並拓展法學研究的分析、經驗、理

論與規範面向。 

2. 拓展法學新興領域之研究：開設新興法學

研究課程，例如近幾年人工科技議題勃

興，包括無人飛行機、AI人工智慧、代理

孕母等相關法律炙手可熱，本院除了傳統

法學課程以外亦可延攬相關專業老師開設

此種新興法學研究課程，使法學教育具有

前瞻性與展望性。 

3. 專業化本院培育人才之策略：將司法領域

未來所需要的人才專業化，大學部的時候

教授基礎法學知識使其建立基本的法學背

景與素養，研究所的時候培育未來的實務

工作者（司法官、檢察官、律師）、學術

研究者（教授、研究員）、跨領域工作者

（企業法務），並設計相關學科與學群，

例如對於未來欲從事律師工作者提供與客

戶諮詢的談判技巧教學，與客戶建立關係

時應有的律師職業倫理及專業義務、書狀

撰寫等授課，以此培養能與將來生涯接軌

之能力，使人才培育更加專業化。 

 

1、 課程精進 

為使本院課程與時並進，並配合社會法制發展、法規

現況，本院系所學位學程經年檢視整體課程架構，評估各學

年間課程銜接之適當性，增加符合現況之課程，並刪減或調

整舊制課程，或調整修習學分數，以建立學生應變世界脈動

的能力，培育法學的專業人才，並設立榮譽學士學位學程，

培育深具研究潛能之學生。 

(1) 推動目標 

  為使理論和實務能有更緊密的連結，強化學生掌握訴

訟之實態，本院大學部課程前兩年以法學基礎人文及科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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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為主，後兩年則除了完成專業課程外，亦開設配合社會現

實的專業實習，充實學生實務經驗，特別增開實務課程，教

導學生實務訴訟技能；為培養學生分析及處理具體個案之能

力，亦增開新興法律議題課程，並設立榮譽學士學位學程，

培育深具研究潛能之學生。 

(2) 執行策略與架構 

  本院規劃大一「法學緒論」、大二「法律史」、「法

理學」等基礎課程，培養學生法學基礎法學知識，大三、大

四則加入「法律實習」等選修課程，循序漸進提供學生由基

礎進入實務之完整課程規劃。為增進本院學生對法律實務之

理解，本院積極開設相關實習、實務課程如下：「法律實

習」、「民事審判實務與法律文書寫作」、「刑事審判實務

與法律文書寫作」、「醫事法律與實務專題討論」；而為因

應經濟金融發展、新興科技進步，本院近年來增開之跨領域

課程如下：「法律資料分析專題」、「當代國際金融法制專

題研究」、「金融科技法制與政策專題研究」。 

 此外，並結合 12 個學群課程 (英美法學群、智慧財產

法學群、企業暨金融法學群、財稅法學群、醫療法學群、國

際法學群、民事程序法學群、刑事法學群、基礎法學學群、

公法學學群、英語法學學群、日語法學學群)，系統化學習

特定領域課程，提升研究能力並結合論文指導，設立榮譽學

士學位學程。 

(3) 預期執行成效、績效與衡量方式 

本部分將以開設之課程數、修課人數與向本院申請核

發「專業學群證書」數作為績效衡量方式。此外並設立榮譽

學士學位學程，培育深具研究潛能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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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域人才培育 

  為因應社會多元發展、日趨複雜之法律規範，本院學

生除傳統法學知識，更必須學習其他專業領域，方能滿足新

世代法學需求。為培養跨領域素養之法律人，培育未來社會

領導人才，本院配合金融、醫學、土木營建等領域，規劃以

下具體作法，亦鼓勵學生藉由輔系、雙主修方式，學習法律

以外專業。 

(1) 推動目標 

  為本院將結合課程，培養跨領域素養之法律人才，培

養學生強化跨領域整合學習之能力。為培養跨領域素養之法

律人，本院配合資工、金融、醫學、動物環境等領域，共規

劃四大跨領域課程方向：1. 尖端科技與法律、 2. 商業金

融與法律、 3. 醫療與法律、 4. 動物、環境與法律。 

(2) 執行策略與架構 

 首先在尖端科技與法律方面，因應社會變遷、經濟金

融發展、科技技術進步，開設有「計算機概論」、「法律

資料分析專題」、「當代國際金融法制專題研究」、「法

律數據分析與實証研究」課程，透過各式公開的數據，使

用資料分析工具，預測案件結果，培養同學解決問題的能

力。於此同時，亦探討國際間新興之議題，如金融科技、

區塊鏈、人工智慧等，期望能夠培養相關人才，繼而完善

現行法規。其次在商業金融與法律方面，開設有「經濟學

原理」、「財務會計」、「財務報表分析」、「金融科技

法制與政策專題研究」課程，未來更預計開設「稅務會

計」、「金融機構管理」等課程，能使學生掌握會計、財

務、稅務等金融背景知識。其三在醫療與法律方面，本院

與醫學院合開「醫事法律與實務專題討論」，協助學生在

法律視角之外，能以醫病雙方之視角，檢視醫療案件背後

各種複雜之因素。109-2 本院亦將與心理系合開「身心障礙

者的法律能力與決策跨領域專題」，透過法律、心理雙領

域老師共授，以及雙領域學生組成團隊參與討論，培養法

律系學生在進入職場前，具備靈活而協調之思考方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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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動物、環境與法律方面，開設有「動物與法律」、

「環境法」等課程。透過各類實務課程與跨領域課程的結

合，將能培養跨領域法律人才。 

另本院亦採行專業學群制度，自本院及本校所設相關課

程中，組合出 12 個專業學群：英美法學群、智慧財產法學

群、企業暨金融法學群、財稅法學群、醫療法學群、國際

法學群、民事程序法學群、刑事法學群、基礎法學學群、

公法學學群、英語法學學群、日語法學學群，培育特定法

學專長領域人才。 

(3) 預期執行成效、績效與衡量方式 

本部分預計以開設之課程學分數、雙主修、輔系人數

與跨域專長之數量作為績效衡量方式。 

3、 教學國際化 

本院以深化法學英語專業課程、培育具有國際化視野

的人才為目標，延聘國際學者來院開設密集課程，並提供達

勝中嘉獎學金、堉璘獎學金以鼓勵學生赴國外深造機會；而

眾達獎學金則提供學生至國際性律師事務所實習機會。雙聯

學位之規劃，提供學生提升國際競爭力、增進與國際人士合

作機會。另外，本院並加入 THEMIS Networkm、 Asian Law 

Schools Association 與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印度、香

港、中國等共 27所法學院校加強交流聯繫。 

(1) 推動目標 

為促進學生對國際法學社群及法學發展趨勢的認識、

增加本院國際生（學位生、雙聯學位生及交換生）的課程選

擇，強化本地生的專業英語能力，本院延聘各國頂尖學者來

院擔任客座教授，開設外語授課之集中課程，並加入國際學

術聯盟、開拓國外律師事務所實習機會。 

(2) 執行策略與架構 

每學期均延聘外籍學者擔任客座教授，開設英語授課課

程；此外，分別以「公法組」、「基法組」、「民法組」、

「商法組」、「刑法組」等領域，有系統、有邏輯地規劃整

理課程，邀請世界頂尖學者專家來院教授多元課程，不但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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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國際生修讀碩博學位，創造在台大即可使用英語學習法律

專業之學習環境，更提供本院師生與國外學者進行交流之機

會。110年度預計邀請 28位客座教授，分別以視訊或親自

來台方式授課。 

  此外，本院以達勝中嘉獎學金提供優秀系友赴美國一

流大學攻讀商事財經法 LL.M.或 J.D.學位，更提供在校學生

於暑假期間申請至香港律師事務所實習之機會。眾達國際法

律事務所亦提供本院兩名名額，至眾達海外事務所實習。 

為促進學生投入國際學術研究，本院近年亦積極推動國

際學術交流，迄今已與 10 所國外大學院所簽訂雙聯學位之

合作計畫，合作範圍包含碩士與博士雙學位，並提供大學部

學生畢業後至國外修讀碩士學位之跨級雙聯學位計畫。 

另外，本院並加入 THEMIS Networkm 與歐亞洲共 13 所

院校簽約，並加入 Asian Law Schools Association 與日本、韓

國、泰國、菲律賓、印度、香港、中國等共 27 所法學院校

加強交流聯繫。 

(3) 預期執行成效、績效績效與衡量方式 

  在本院採取的相關措施下，持續與國際學界相連結、

並產生對話，進而招攬國際學生，同時使本國生能產生國際

化的意識。預計此部分以修課人數、開設之課程數、教授開

課領域與國籍分布作為績效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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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數位學習教學創新 

資訊科技之進步，使得教學媒介益趨多樣化，憑藉新

工具傳達知識，使得講課不受時間、空間之限制，本院將因

應科技發展，推動數位學習等相關教學變革，提升教學成效，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並可適時將具有台灣特色之課程推

向國際。 

(1) 推動目標 

本院因應科技技術進步，於 Open Coureware、視訊平

台開設課程，突破時空限制，並培養學生資訊素養能力。此

外，隨著機器學習演算法、自然語言處理及資訊科學發展，

法學之研究也應對技術之進展而提升，運用高端電腦進行研

究。 

(2) 執行策略與架構 

未來將鼓勵教師與客座教師開設數位課程，除法學課

程外，另將增設資訊科技類課程。為執行本計畫，將購置視

訊、遠距教學相關器材，使學習無距離，無時間與空間之限

制。此外，並設置數位教室、未來教室、購置高端電腦、平

板電腦、加強網路接收訊號，提供教師可以直播或預錄課程、

開設數位及科技課程。      

(3) 預期執行成效、績效與衡量方式 

110年邀請之部分客座教師，已規劃以遠端視訊上

課，如比利時魯汶大學教授講授之「歐洲社會安全法」、德

國海德堡大學教授講授「議會民主與基本權利」、澳洲墨爾

本大學教授講授「國際勞動法」，另有來自美國的教授講授

「白領犯罪」與「反托拉斯與競爭法進階議題」。本院教師

講授之「民法總則」、「台灣法律史」、「大法官釋憲與人

權保障」、「智慧財產權法導論」、「法學入門」、

「Taiwan Law in Focus: Economy, Society and Democracy」等課

程，也於 Open Coureware開放學生點選聽課。 而本院開設

與台灣法律相關課程「Taiwan Law in Focus: Economy, Society 

and Democracy」，邀請 6位教授分別以英語講授台灣之法制

歷史、民主歷程、家庭與社會結構變更、人權、經濟等，並



37 

 

於 NTU MOOC公開課程，使全球點選觀看該課程之各地同

學，不必來到台大校園就能理解台灣相關法律規範。而「法

律資料分析專題」、「法律數據分析與實証研究專題」，則

利用課程透過各式公開的數據，使用資料分析工具，與法實

證研究的基本原理，建立法律數據分析的概念，培養解決問

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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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構完善溝通教育課程 

(1) 推動目標 

為使學生於大學或研究所畢業前能對實務工作有基本

認識及掌握，本院與法官學院合作開設實務相關課程，由

法官學院推薦優秀之法官講授實務課程。 

(2) 執行策略與架構 

108-1學期開始，邀請法官講授「行政訴訟實務」課

程，以模擬行政訴訟個案為媒介，經由講座經驗分享及模

擬卷宗的分析、報告與研討，協助同學瞭解行政訴訟審判

工作的實際情形。「民事審判實務與法律文書寫作」課

程，以民法與民事訴訟法於實務上的應用為主，每週以實

務上常見的訴訟類型為主題式介紹，從程序如何進行到法

律見解的詳細剖析。「刑事審判實務與法律文書寫作」課

程，以模擬刑事個案之卷宗為教材，與刑事審判實務接

軌，課程內容為刑事程序法與實體法之交錯適用、研析整

理案情爭點、製作裁判書類等，並以法律實務狀況方式

（如：撰寫裁判書等），協助同學統整刑事觀念與知識，

減少法學理論與實務的落差，並深入瞭解法院刑事審判工

作。 

(3) 預期執行成效、績效與衡量方式 

豐富實務經驗之資深法官或律師開授相關實務課程，

不僅可以補充原本理論課程之不足，且可以讓本院課程更

加多樣化，學生也可以享有更多元之學習選擇，開設以來

相當受到學生的歡迎與肯定。透過「法律實習(與專題研

究)」、「刑事審判實務」等課程，學生進行公益訴訟，包

含撰狀、會見客戶與出庭應訊等體驗，累積實際執行司法

實務之經驗與能力，並藉由撰擬不同類型法律文書，學生

深入分析事實、了解如何適用法規，並陳述完整的法律意

見與建議，對於法律論理邏輯的建構有很大的幫助。本院

並鼓勵、協助轉介學生暑期至事務所、民間組織及弱勢團

體從事實習或志工工作，讓學生有機會同時接觸社會的實

際脈動，並自主養成關懷社會的胸襟。在服務單位上，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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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臺灣更生保護會、兒童福利聯盟、人本教育基金會、婦

女新知基金會及世界展望會等等。於此，加強學生與社會

及司法實務界的互動，不僅能提升學習效果，也有助於其

未來的生涯規劃。此部分以修課人數、開設之課程數作為

績效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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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院自訂項目 

(1) 推動目標 

本院將與業界、法官學院和政府機關合作，本院將以

提升學生競爭力、了解社會新興議題，培養思考、提出策

略、解決問題之能力為目標，並採取開拓學生國際視野，

啟發學生學術研究，增加學生實務能力為策略。 

(2) 執行策略與架構 

為使理論和實務能有更緊密的結合，本院仿照美國法

學院 Legal Clinic 制度，規劃法律實習課程，進一步以從

事實際訴訟運作之方式，教導學生實務訴訟技巧，培養學

生法律分析能力。本院邀請具有豐富實務經驗之資深法官

或律師開授相關實務課程，不僅可以補充原本理論課程之

不足，且可以讓本院課程更加多樣化，學生也可以享有更

多元之學習選擇，開設以來相當受到學生的歡迎與肯定。

未來將與業界人士，開設「產業法律與政策專題討論」課

程，提供學生接觸政府機關、事務所、市場實際脈動，了

解社會新興議題，培養思考、提出策略、解決問題之能力。 

(3) 預期執行成效、績效與衡量方式 

「產業法律與政策專題討論」課程，將規劃以「產業

制度與法律人」「產業實務與法律人」、「產業法律與法

律人」三個主題，分別邀請政府機關、業界人士、法律事

務所創辦人，深度探討政府運作、金融監理、財經犯罪與

法律之間的關聯。三個議題涉及國際經貿、科技創新、企

業併購經營權爭奪、能源與生技， 

此部分以修課人數、開設之課程數作為績效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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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0年績效指標執行目標 

高教深耕計畫 

推動面向 項目 質化指標 

衡量基準 

(計算公式) 

110年目標值 本計畫參

考 

頁數 
109-2 110-1 

(項目一) 

課程精進 

1-1 建立課程地

圖 2.0 (新增，此

為質化指標，請

以文字敘述) 

系所通盤檢討

課程地圖並界

定領域專長 

系所通盤檢討後之整體課程

架構之成效描述 

 42 

1-2 設置領域專

長 

(新增) 

系所界定所屬

領域專長類別 

完成設置領域專長之系所學

位學程數 

12 12 42 

完成設置領域專長數 12 12 42 

修習領域專程模組課程之外

系學生人數 

  42 

1-3 實作(實驗)

或實習制度之規

劃，強化實務教

學模式(部訂) 

實作課程規劃

及學生學習成

效 

開設實作(實驗)之課程數 2 1 43 

修課學生總人次 150 70 43 

實習學生之安

全維護、實習

輔導及實習成

效確保 

開設實習之課程數 0 0 43 

修課學生總人次 0 0 43 

1-4 開發實務與

創新兼備之高階

課程(研究與教學

授課品質與學

生學習成效 

開設高階課程數 5 1 43-44 

修課學生總人次 175 50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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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 

1-5 以課程專業

解決社會重要議

題 

課程品質與學

生學習心得 

開設課程數 2 3 44 

修課學生總人次 50 80 44 

服務對象滿意度 4.2 4.2 44 

1-6 鼓勵教師採

用探究式教學法

(新增) 

探究式學習課

程規劃及學生

學習成效 

參與課程數 0 0 - 

修課學生總人次 0 0 - 

1-7 推動學士榮

譽學程(新增) 

授課品質與學

生學習成效 

成立學士榮譽學程數 1 1 - 

取得學士榮譽學程學生數 0 0 - 

1-8 推動未來教

室教學模式 (新

增) 

課程品質與學

生學習滿意度 

參與課程數 0 0 - 

修課學生總人次 0 0 - 

(項目二) 

跨域人才培育 

2-1 以學院為教

學核心、跨系所

整合之課程模組 

授課品質與學

生學習成效 

跨系所整合之課程模組數量 12 12 44 

修課學生總人次 - - 44 

2-2 鼓勵學院開

設及學生修習學

士班跨域專長課

程(部訂) 

授課品質與學

生學習成效 

學士班跨域專長設置數量 4 5 45 

修課學生總人次 345 255 45 

2-3 鼓勵學生跨

域學習，增加系

外選修學分 (部

訂) 

學院對學生跨

領域學習獎勵

措施 

雙主修學生人數 30 30 45 

輔系學生人數 35 35 45 

畢業條件中系外選修之學分

數 

23 2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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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對學生跨領域學習獎勵

措施 (請以文字敘述) 

  45 

(項目三) 

教學國際化 

3-1 全英語專業

課程品質(部訂) 

授課品質與學

生學習成效 

基礎或通識(A1)英語授課課

程數 

1 1 45-46 

修課學生總人次 56 34 45-46 

模組(A2) 英語授課課程數 4 1 46 

修課學生總人次 120 30 46 

高階(A3) 英語授課課程數 9 19 47-48 

修課學生總人次 180 380 47-48 

數位或遠距英語授課課程數

(新增) 
0 0 

48 

修課學生總人次 0 0 48 

3-2 增加與國外

學者交流(部訂) 

授課品質與學

生 學 習 成 效

（實體、純數

位、實體數位

混成教學、遠

距教學或其他

類型）以及學

習成效評估和

檢核作法 

與國外學者共同開授課程數

(含短期課程、暑期課程、實

體課程、線上數位課程、遠

距教學課程、MOOCs等課程) 

9 19 47-48 

修課學生總人次 180 380 47-48 

3-3 規劃國際實

習(部訂) 

國際實習規劃

與運作機制 

國際實習簽約計畫數 6 6 48 

國際實習學生人數 0 0 48 

(項目四)  4-1 開設基礎學 課程之數位化 純數位/數位實體混成課程數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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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教學創

新 

科數位課程 (部

訂) 

類 型 （ 純 線

上 、 混 成 教

學、或者其他

類型）、數位

化方式、以及

學習成效評估

和檢核作法 

純數位/數位實體混成課程修

課學生總人次 

0 0 - 

採計線上基礎學科數位課程

學分數(Coursera) 

0 0 - 

4-2 運用數位教

學平臺進行混成

學習 

課程之數位化

類 型 （ 純 線

上 、 混 成 教

學、或者其他

類型）、數位

化方式、以及

學習成效評估

和檢核作法 

純數位/數位實體混成課程數 0 0 - 

純數位/數位實體混成課程修

課學生總人次 

0 0 - 

4-3 科技融入教

學 

(修正指標定義) 

授課品質與學

生學習成效以

及學習成效評

估和檢核作法 

尖端科技與數位媒體教材融

入課堂之課程數 

5 1 48 

修課學生總人次 
165 30 

48 

4-4 開設可彰顯

臺大學術成果或

具臺灣本土特色

之課程 

課 程 之 類 型

（實體、純數

位、實體數位

混成教學、或

其他類型）以

實體/純數位/數位實體混成

課程數 

0 0 48 

實體/純數位/數位實體混成

課程修課學生總人次 

0 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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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習成效評

估和檢核作法 

(項目五) 

建構完善溝通教

育課程 

5-1 開設數理邏

輯思考與運算思

維課程(部訂) 

授課品質與學

生學習成效 

開設數理邏輯思考與運算思

維(程式設計)課程數 

2 1 49 

修課學生數(唯一化)/占全院

學生百分比 

55 30 49 

5-2 強化學生寫

作溝通能力 (部

訂) 

開設學術寫作

課程及學生之

修課成效 

開設學術寫作之課程數 2 1 49 

學術寫作課程之修課人次 150 7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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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109年經費執行情形 

全 

院 

計 

畫 

總 

經 

費 

經費項目 核定數 實支數 執行率 

經常門 

人事費 1,416,000 1,392,183 

94% 國外差旅費 0 0 

業務費及其他 1,934,000 1,766,069 

資本門 
設備費 1,950,000 1,928,641 

99% 
圖書費 500,000 498,000 

總計 5,800,000 5,584,893 96% 

 

 

陸、 110年經費需求總表 

 

全 

院 

計 

畫 

總 

經 

費 

費 

經費項目 需求經費 

增減百分比 

(與 109年

比較) 

小計 

經常門 

人事費 1,416,000 0 3,446,700 

國外差旅費 0 0 

業務費及其他 2,030,700 5% 

資本門 
設備費 209,33,00 7% 2,643,300 

圖書費 550,000 10% 

合計 6,0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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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件一 109執行成果 

附表 1 (項目一) 基礎(A1)英語授課課程、雙聯學位之英語授課課程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

師 

修課學生

數 

108-2 法律系 LAW2120 英美法導論 張文貞 73 

 

附表 2 (項目一) 模組(A2)英語授課課程、雙聯學位之英語授課課程 

 

 

 

 

 

 

 

 

 

 

 

附表 3 (項目一) 高階(A3)英語授課課程、雙聯學位之英語授課課程、 

與國外學者共同開授課程(英語授課)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修課學生

數 

108-2 

法律所 LAW5615 
國際投資法與投資

仲裁專題討論一 
林彩瑜 15 

法律所 LAW5616 
國際投資法與投資

仲裁專題討論二 
林彩瑜 6 

法律所 LAW5345 
WTO 法律與實務專

題研究一 
林彩瑜 17 

109-1 法律系 LAW3370 英美侵權行為法乙 葉俊榮 49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修課學生數 

108-2 

法律所 LAW7511 法律人類學 費雪若 23 

法律所 LAW7514 
中國與東亞法律的

經濟發展 
陳維曾 33 

法律所 LAW7339 
實證觀點下的刑事

司法與罪惡管制 

齊姆林 

蘇凱平 
29 

法律所 LAW7394 歐洲與國際刑事法 艾瑟 22 

法律所 LAW7395 超國界法律 傅任琪 19 

109-1 

法律所 
LAW7434 

貧移原民：全球化

下的弱勢人權 

羅牧 12 

法律所 LAW7432 比較醫療法 雷福特 12 



48 

 

 

附表 4 (項目一) 碩士班/博士班國際學位生人數 

107-2 108-1 108-2 109-1 

8 11 11 12 

 

附表 5 (項目一) 簽訂雙(多)聯學位數 

編號 學校 

1 日本一橋大學法學院 (雙碩) 

2 日本東北大學法學院 (雙博、雙碩) 

3 日本大阪大學法學研究科 (雙博) 

4 日本九州大學法學院 (雙碩) 

5 荷蘭奈梅亨拉德伯德大學法學院 (雙碩) 

6 德國魯爾波洪大學法學院 (雙博) 

7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法律學院 (雙碩) 

8 英國倫敦瑪麗王后大學 (雙碩) 

9 德國漢堡大學 (雙博) 

10 韓國延世大學法律學院 (雙碩) 

 

 

附表 6 (項目一) 自 107年度起，累計取得雙聯學位學生數 

107-2 108-1 108-2 109-1 

0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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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項目二) 高階尖端課程 

 

 

附表 8 (項目二) 實作/實驗課程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修課學生

數 

108-2 

法律所 LAW7137 法律資料分析專題一 黃詩淳 15 

法律所 LAW7625 
當代國際金融法制專題

研究一 
楊岳平 23 

法律所 LAW7626 
當代國際金融法制專題

研究二 
楊岳平 7 

法律所 LAW5241 
當代國際金融法制專題

研究三 
楊岳平 3 

法律所 LAW5242 
當代國際金融法制專題

研究四 
楊岳平 2 

109-1 法律所 LAW7317 
金融科技法制與政策專

題研究一 
楊岳平 32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修課學生

數 

108-2 

法律系 LAW5535 
刑事審判實務與法律文

書寫作 
何俏美 25 

法律系 LAW5534 
民事審判實務與法律文

書寫作 
邱琦 46 

109-1 法律所 LAW5536 
醫事法律與實務專題討

論 
王皇玉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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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項目二) 實習課程 (以下課程不計入教育部畢業門檻) 

 

附表 10 (項目三) 學士班跨領域專長課程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修課學生

數 

108-2 

法律系 LAW4282 法律實習二 陳瑋佑 3 

法律系 LAW4283 法律實習三 陳瑋佑 1 

法律系 LAW3402 法律實習一下 林明鏘 36 

法律系 LAW3402 法律實習一下 許士宦 22 

法律系 LAW3402 法律實習一下 陳瑋佑 34 

法律所 LAW7037 法律實習專題研究一 林明鏘 4 

法律系 LAW4116 法律實習專題討論 陳瑋佑 1 

109-1 

法律系 LAW3401 法律實習一上 林明鏘 26 

法律系 LAW3401 法律實習一上 許士宦 43 

法律系 LAW3401 法律實習一上 陳瑋佑 52 

法律系 LAW4282 法律實習二 陳瑋佑 1 

科法所 LawILS7000 法律實習專題研究 陳瑋佑 2 

法律所 LAW7037 法律實習專題研究一 林明鏘 1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修課學生

數 

108-2 

法律系 LAW5328 計算機概論 張傑帆 36 

法律系 LAW3350 環境法 葉俊榮 255 

法律所 
LAW4118 

商學基礎概論–財務會

計 
繆文娟 54 

109-1 

法律系 LAW5328 計算機概論 張傑帆 28 

法律系 LAW1094 經濟學原理 張清溪 57 

法律系 LAW5435 財務會計 廖文娟 54 

法律系 LAW5443 財務報表分析 黃承祖 30 

法律系 LAW1041 動物與法律 林明鏘 86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A0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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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項目三) 跨系所整合之課程模組 

 (法律學院專業學群一覽表) 

 

附表 12 (項目四)  基礎學科數位課程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

師 

修課學生

數 

108-2 

法律系 LAW2120 英美法導論 張文貞 73 

法律系 LAW3085 財稅法 葛克昌 75 

法律所 LAW4069 社會安全制度與法律 孫迺翊 75 

法律所 LAW5224 家事事件法 許士宦 78 

法律系 LAW3260 刑事訴訟法 蘇凱平 80 

法律系 LAW4050 法律史 陳韻如 83 

法律系 LAW2055 刑法分則 周漾沂 89 

法律系 LAW2068 民法債編總論一 吳從周 96 

法律系 LAW4050 法律史 陳昭如 96 

法律系 LAW3282 民法身分法 陳韻如 97 

法律系 LAW3308 海商法 蔡英欣 99 

法律系 LAW2068 民法債編總論一 陳聰富 101 

法律系 LAW2054 刑法總則二 薛智仁 105 

法律所 LAW5030 證券交易法 林仁光 105 

法律系 LAW3160 行政法 林明鏘 106 

法律系 LAW3010 商標法 黃銘傑 107 

法律系 LAW3272 民事訴訟法甲下 陳瑋佑 109 

法律系 LAW3281 民法債編各論 徐婉寧 110 

英美法 

Anglo-
American 

Law 

智慧財產法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企業暨金融

法 

Business and 
Finance Law 

財稅法 

Tax & Fiscal 
Law 

醫療法 

Medical Law 

國際法 

International 
Law 

民事程序法 

Civil 
Procedural 

Law 

刑事法 

Criminal Law 

基礎法學 

Philosophy, 
History and 

Social Studies 
of Law 

公法學 

Public Law 

英語法學 

Law courses 
in English 

日語法學 

Law Courses 
in Japanese 



52 

 

法律系 LAW2087 票據及支付工具法 邵慶平 111 

法律系 LAW2069 民法債編總論二 顏佑紘 116 

法律系 LAW2090 國際公法 姜皇池 119 

法律系 LAW3272 民事訴訟法甲下 許士宦 129 

法律系 LAW4050 法律史 王泰升 131 

法律系 LAW1077 民法物權 黃詩淳 134 

法律系 LAW2089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 楊岳平 148 

法律系 LAW3301 保險法 蔡英欣 149 

法律系 LAW3230 刑事政策 謝煜偉 161 

法律系 LAW4270 醫療法律責任 陳聰富 161 

法律系 LAW2054 刑法總則二 王皇玉 169 

法律系 LAW3020 專利法 李素華 171 

法律系 LAW3240 監獄學 李茂生 179 

法律系 LAW3161 行政救濟法 李建良 223 

法律系 LAW3350 環境法 葉俊榮 255 

 

附表 13 (項目四) 尖端領域數位課程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修課學生

數 

108-2 法律所 LAW7339 
實證觀點下的刑事

司法與罪惡管制 

齊姆林 

蘇凱平 
29 

108-2 法律所 LAW7137 法律資料分析專題一 黃詩淳 15 

 

附表 14 (項目五) 邏輯思考與運算思維(程式設計)課程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修課學生

數 

108-2 
法律系 LAW5328 計算機概論 張傑帆 36 

法律所 LAW7137 法律資料分析專題一 黃詩淳 15 

109-1 法律系 LAW5328 計算機概論 張傑帆 28 

 



53 
 

 

捌、 附件二 110計畫 

 

1-1 建立課程地圖 2.0 

系所通盤檢討後之

整體課程架構描述 

本院對未來整體課程規劃，共有四大方向： 

1.解決社會現實問題：本院將持續開設「法律實習」、「冤罪

救援實務」等課程，使學生得以運用所學，實際接觸社會問

題。  

2.法律理論與實務兼顧：本院將持續開設「醫事法律與實務專

題討論」等理論與實務兼顧之課程，使學生更加熟悉法律實務

運作。 

3.增進學生表達溝通能力：本院將持續開設「刑事審判實務與

法律文書寫作」、「民事審判實務與法律文書寫作」等法律文

書寫作課程，培養學生撰寫法律文書之能力，並增進學生研究

興趣。 

4.增進學生資料分析能力：本院將持續開設「計算機概論」、

「法律資料分析專題」等資訊相關課程，培養學生運用資訊科

技進行資料分析之能力。 

 

1-2 設置領域專長、系所學位學程 

英美法 

Anglo-

American 

Law 

智慧財產法 

Intellectua

l Property 

Law 

企業暨金融

法 

Business 

and Finance 

Law 

財稅法 

Tax & 

Fiscal Law 

醫療法 

Medical Law 

國際法 

Internation

al Law 

民事程序法 

Civil 

Procedural 

Law 

刑事法 

Criminal 

Law 

基礎法學 

Philosophy, 

History and 

Social 

Studies of 

Law 

公法學 

Public Law 

英語法學 

Law courses 

in English 

日語法學 

Law Courses 

in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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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實作(實驗)或實習制度之規劃 

實作/實驗課程 

 

 

 

 

 

 

 

 

 

實習課程 (以下課程不計入教育部畢業門檻) 

 

 

 

 

 

 

 

 

 

 

 

 

 

 

 

 

 

1-4 開發實務與創新兼備之高階課程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109-2 

法律所 LAW7137 法律資料分析專題一 黃詩淳 

法律所 LAW7625 
當代國際金融法制專題

研究一 
楊岳平 

法律所 LAW7626 
當代國際金融法制專題

研究二 
楊岳平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109-2 

法律系 LAW5535 
刑事審判實務與法律文

書寫作 
何俏美 

法律系 LAW5534 
民事審判實務與法律文

書寫作 
邱琦 

110-1 法律所 LAW5536 
醫事法律與實務專題討

論 
王皇玉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109-2 

法律系 LAW4282 法律實習二 陳瑋佑 

法律系 LAW4283 法律實習三 陳瑋佑 

法律系 LAW3402 法律實習一下 林明鏘 

法律系 LAW3402 法律實習一下 許士宦 

法律系 LAW3402 法律實習一下 陳瑋佑 

法律所 LAW7037 法律實習專題研究一 林明鏘 

法律系 LAW4116 法律實習專題討論 陳瑋佑 

110-1 

法律系 LAW3401 法律實習一上 林明鏘 

法律系 LAW3401 法律實習一上 許士宦 

法律系 LAW3401 法律實習一上 陳瑋佑 

法律系 LAW4282 法律實習二 陳瑋佑 

科法所 LawILS7000 法律實習專題研究 陳瑋佑 

法律所 LAW7037 法律實習專題研究一 林明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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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所 LAW5241 
當代國際金融法制專題

研究三 
楊岳平 

法律所 LAW5242 
當代國際金融法制專題

研究四 
楊岳平 

110-1 法律所 LAW7317  
金融科技法制與政策專

題研究一 
楊岳平 

 

1-5 以課程專業解決社會重要議題 

 

 

 

 

 

 

 

 

 

 

 

 

 

 

 

 

 

 

 

2-1 跨系所整合之課程模組 

英美法 

Anglo-
American 

Law 

智慧財產法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企業暨金融

法 

Business and 
Finance Law 

財稅法 

Tax & Fiscal 
Law 

醫療法 

Medical Law 

國際法 

International 
Law 

民事程序法 

Civil 
Procedural 

Law 

刑事法 

Criminal Law 

基礎法學 

Philosophy, 
History and 

Social Studies 
of Law 

公法學 

Public Law 

英語法學 

Law courses 
in English 

日語法學 

Law Courses 
in Japanese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109-2 法律所 LAW7422 冤罪救援實務 羅秉成 

109-2 法律所 LAW7149 
社會國與社會安全制度

專題研究一 
孫迺翊 

109-2 法律所 LAW7150 
社會國與社會安全制度

專題研究二 
孫迺翊 

110-1 法律所 LAW7149 
社會國與社會安全制度

專題研究一 
孫迺翊 

110-1 法律所 LAW7150 
社會國與社會安全制度

專題研究二 
孫迺翊 

110-1 法律所 LAW7159 
社會國與社會安全制度

專題研究三 
孫迺翊 

110-1 法律所 LAW5444 全球疫病與身體管制 葉俊榮 

110-1 法律所 LAW5091 勞工法專題研究一 
王能君/ 

徐婉寧 

110-1 法律所 LAW5092 勞工法專題研究二 王能君 

110-1 法律所 LAW5093 勞工法專題研究三 徐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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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士班跨領域專長設置 

 

 

 

 

 

 

 

 

 

 

 

 

 

 

 

 

2-3 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 

雙主修學生人數： 

 

 

 
輔系學生人數： 

 

 

 

畢業條件中外系選修學分數:23學分 

 

學院對學生跨領域

學習獎勵措施 

對於修畢本院 12個學群(英美法學群、智慧財產法學群、企業

暨金融法學群、財稅法學群、醫療法學群、國際法學群、民事

程序法學群、刑事法學群、基礎法學學群、英語法學學群、日

語法學學群)中任一學群課程，且成績符合標準之學生，本院

將頒發專業學群證書，以資獎勵。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109-2 

法律系 LAW5328 計算機概論 張傑帆 

法律系 LAW3350 環境法 葉俊榮 

法律所 LAW4118 
商學基礎概論–財務會

計 
繆文娟 

法律所  
身心障礙者的法律能力

與決策跨領域專題 

黃詩淳、

趙儀珊 

110-1 

法律系 LAW5328 計算機概論 張傑帆 

法律系 LAW1094 經濟學原理概論 張清溪 

法律系 LAW5435 財務會計 廖文娟 

法律系 LAW5443 財務報表分析 黃承祖 

法律系 LAW1041 動物與法律 林明鏘 

107-2 108-1 108-2 109-1 

38 30 30 27 

107-2 108-1 108-2 109-1 

38 36 36 26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A0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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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全英語專業課程品質 

基礎(A1) 英語授課課程、雙聯學位之英語授課課程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109-2 法律系 LAW2120 英美法導論 張文貞 

 

 

模組(A2) 英語授課課程、雙聯學位之英語授課課程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109-2 

法律所 LAW5615 
國際投資法與投資仲裁專題

討論一 
林彩瑜 

法律所 LAW5616 
國際投資法與投資仲裁專題

討論二 
林彩瑜 

法律所 LAW5345 WTO 法律與實務專題研究一 林彩瑜 

法律所  
身心障礙者的法律能力與決

策跨領域專題 

黃詩淳、趙

儀珊 

110-1 法律系 LAW3370 英美侵權行為法乙 葉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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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A3) 英語授課課程、雙聯學位之英語授課課程、與國外學者共同開授課程 

編號 109-2 教授  所屬學校 

1 Oran Doyle Trinity College Dublin 

2 Camilo Pé-Bustillo University of Dayton Law School 

3 Robert B Leflar University of Arkansas 

4 Hsiao-Ming Wang  University of Houston Downtown 

5 Sean Cooney Melbourne Law School 

6 Hanno Kube Heidelberg University 

7 Peter Windel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8 Danny Pieters University of Leuven 

9 Bob Kuo Washington Group & Associates  

編號 110-1 教授  所屬學校 

10 Rick Grove Rutter Associates LLC. CEO 

11 Marc-Philippe Weller Heidelberg University 

12 Mark Zoller University of Munich 

13 Martin Franzen University of Munich 

14 Milan Kuhli Universität Hamburg 

15 Amir N. Licht Harry Radzyner Law School Israel 

16 Thomas Ch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7 Jody Lyneé Madeira Indiana University Maurer School of Law 

18 Paul Bovend' Eert 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 

19 Grace Tsz Yan Cheng 
Field Court Chambers, 
Pupil barrister, Tenant 

20 Thomas Pfeiffer Heidelberg University 

21 Felix Chang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22 Carlos Esplugues Mota 
University of Valen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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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國際實習簽約計畫數 

加入 THEMIS Network 學術聯盟，與歐亞 12 個國家之院校簽署學術合作協議；並有眾

達獎學金提供學生至國際性律師事務所實習機會。 

 

4-3 尖端科技與數位媒體教材融入課堂之課程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109-2 法律所 LAW7137 法律資料分析專題一 黃詩淳 

 

 

 

 

 

 

 

 

 

4-4 運用數位教學平臺進行混成學習 (開放式純數位課程，不計入學分) 

 

 

 

23 Panthip Pruksacholavit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24 Hiroto Dogauchi Tokyo University 

25 Laurent Mayali UC Berkeley 

26 Jianlin Chen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7 Masabumi Suzuki Nagoya University 

28 Robert Hillman UC Davis 

Hsiao-Ming Wang  University of Houston Downtown 

Sean Cooney Melbourne Law School 

Hanno Kube Heidelberg University 

Denny Pieters University of Leuven 

Felix Chang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學期 開課單位 課名 授課教師 

109-2 

NTU 
MOOC 

Taiwan Law in Focus: Economy, Society 

and Democracy 

葉俊榮、陳韻

如、黃詩淳、

張文貞、蘇凱

平、楊岳平 

NTU OCW 刑法總則一 王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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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數理邏輯思考與運算思維課程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109-2 
法律系 LAW5328 計算機概論 張傑帆 

法律所 LAW7137 法律資料分析專題一 黃詩淳 

110-1 法律系 LAW5328 計算機概論 張傑帆 

 

5-2 學術寫作課程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109-2 

法律系 LAW5535 
刑事審判實務與法律文

書寫作 
何俏美 

法律系 LAW5534 
民事審判實務與法律文

書寫作 
邱琦 

110-1 法律所 LAW5536 
醫事法律與實務專題討

論 
王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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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外學者共同開授課程列表  

1. 國外學者係指非本國籍之外國學術教育人士來臺交換（包含短期交換及長期交換）或交流訪問期間，所共同開授之課程

數（含實體課程、遠距教學、線上數位學習、MOOCs等課程），例如獨授、合授、課堂講演、專題演講等。 

2. 請各學院以文字補充說明「與國外學者共同開授課程」之認列方式。 

 

(必填，本表對應教育部共同指標，且目前本校課程檔中無相關欄位註記，請各學院協助填報 107年度第 2學期至 109年度第

1學期資料)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課程形式:

實體/線上/

遠距

/MOOCs

等 

授課教師 國外學者 修課學生數 

國外學者參

與情形:獨授

/合授/課堂

講演/專題演

講/其他(請

說明) 

107-2 法律學系 LAW5212 英國及歐洲

公司法(舊課) 

 

實體 Joseph Lee Joseph Lee 11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學系 LAW7080 歐盟中私法

與國際私法

間之調和 

 

實體 Carlos 

Esplugue 

Carlos 

Esplugue 
18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學系 LAW7606 德國憲法導

論 

 

實體 
Hanno Kube Hanno Kube 

18 客座 

密集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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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學系 LAW7279 司法行為 

 

實體 
Lee Epstein Lee Epstein 44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學系 LAW7254 
美國勞動法 

 

實體 Kenneth G 

Dau-

Schmidt 

Kenneth G 

Dau-

Schmidt 

17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學系 LAW7354 

歐盟法觀點

下的歐盟與

亞洲貿易關

係 

 

實體 Isabelle 

Bosse-

Platière 

 

Cecile 

Rapoport 

 

Isabelle 

Bosse-

Platière 

 

Cecile 

Rapoport 

 

14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學系 LAW7274 比較民事訴

訟程序:美國

與拉丁美洲 

 

實體 

Á ngel R. 

Oquendo 
Á ngel R. 

Oquendo 

10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學系 LAW7264 

國際私法之

三分法 

 

實體 Marc-

Phillppe 

Weller 

 

Chris 

Thomale 

 

Marc-

Phillppe 

Weller 

 

Chris 

Thomale 

 

13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學系 LAW7280 智慧財產權

的法律與商

務 

實體 

Jyh-An Lee Jyh-An Lee 

26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學系 LAW7278 比較憲法 

 

實體 
Bovend' Eert Bovend' Eert 

16 客座 

密集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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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學系 LAW7253 歐洲法導論 

 

實體 Jörg 

Ennuschat 
Jörg 

Ennuschat 

18 客座 

密集授課 

108-1 法律學系 LAW7197 轉型中的金

融市場結構 

實體 David 

Donald； 

 

David 

Donald 

24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學系 LAW7199 破產法 實體 Reinhard 

Bork 

Reinhard 

Bork 

29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學系 LAW7218 德國民法舉

證責任之基

礎 

實體 Tilman 

Repgen 

Tilman 

Repgen 

15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學系 LAW7243 英國契約法 實體 Hugh Beale Hugh Beale 20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學系 LAW7242 從法律、社

會觀點談人

工智慧 

實體 Robert van 

den Hoven 

van 

Genderen 

Robert van 

den Hoven 

van 

Genderen 

20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學系 LAW7220 美國產品責

任法 

實體 Robert B 

Leflar 

Robert B 

Leflar 

11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學系 LAW7290 比較法觀點

看法律、政

策與 

實體 Eric Adam 

Feldman 

Eric Adam 

Feldman 

30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學系 LAW7244 比較仲裁法 實體 Wei Xia Gu Wei Xia Gu 12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學系 LAW7284 國際商業仲

裁概論 

實體 Benjamin 

Hughes 

Benjamin 

Hughes 

48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學系 LAW7289 普通法之信

託概論 

實體 Ying Khai 

Liew 

Ying Khai 

Liew 

26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學系 LAW7621 法律經濟分 實體 Jian Lin Jian Lin 22 客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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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Chen Chen 密集授課 

108-2 法律所 LAW7511 法律人類學 實體 Sara 

Friedman 

Sara 

Friedman 

24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所 LAW7394 歐洲與國際

刑事法 

實體 Robert Esser Robert Esser 22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所 LAW7339 實證觀點下

的刑事司法

與罪惡管制 

實體 Franklin 

Zimring 

Franklin 

Zimring 

29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所 LAW7514 中國與東亞

法律的經濟

發展 

實體 Weitseng 

Chen 

Weitseng 

Chen 

33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所 LAW7395 超國界法律

Transnational 

Law 

實體 Renske Nina 

Vos 

Renske Nina 

Vos 

20 
客座 

密集授課 

109-1 法律所 LAW7434 貧移原民：

全球化下的

弱勢人權 

實體 Camilo 

Perez 

Bustillo 

Camilo 

Perez 

Bustillo 

12 
客座 

密集授課 

 法律所 LAW 7432 比較醫療法 實體 Robert B 

Leflar 

Robert B 

Leflar 

11 客座 

密集授課 

(請自行增加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