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議程： 

(一)日期：105 年 10月 6日（星期四） ～ 105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 

(二)地點：國立交通大學光復校區電子資訊研究中心國際會議廳、第四會議室、第一會議室 

(三)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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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陳惠馨教授 
       (政治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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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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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與智慧財產
權研究所) 

 
 

 



之理論背景 
主講人：翁燕菁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政治學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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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華大學財經法律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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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題：太魯閣族身分認定

調查研究 
主講人：鄭川如助理教授

(輔仁大學法律學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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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大學科技法
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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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ion 

Administration 
Integrity Before 
Taiwan 
Democratized: 
The Role of Pol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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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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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澳洲經
驗 

主講人：古楨彥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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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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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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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準備的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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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題：從語言學觀察商標

淡化— 論產地證
明標章之立法妥適
性 

主講人：陳思宇碩士(交通
大學科技法律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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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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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鋕雄副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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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egal Scholarship, Medical Error, and Defensive 
Medicin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法社會學、醫療錯誤與防衛性醫療：國際比較的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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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鋕雄副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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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台灣法院判例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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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談人：張嘉尹教授(世新大學法律學系) 
 
與談人：郭書琴副教授(成功大學法律學

系)  
 
與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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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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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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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 
 
講  題：從權利到政策：個

別研究結果向參與
者的提供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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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法之觀點 

主講人：張兆恬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
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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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跨太平洋夥伴

協定 (TPP)對我國
食安法制之影響
──以輸入食品規
範為中心 

主講人：薛景文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國際經
營與貿易學系) 

 
 

律研究所) 
 
講  題：非典型爭議行為之

法地位初探—從
德、日之比較法的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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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會會員之勞動

爭議權研究—以同
盟外之人為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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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題：臺日民事醫療訴訟

實務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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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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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家碩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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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摘要 

由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所主辦的「全球化下人才流動與勞動法制研討會」於今年 10

月 6日至 10月 7日假國立交通大學光復校區電子資訊研究大樓舉辦，21世紀正值臺灣法學研

究的重要轉型時期，在臺灣民主政治由轉型期邁向鞏固期、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全球化衝擊的

背景下，法學研究肩負回應社會需求的任務，亦同時面臨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挑戰。本研討會以

法律科際整合為核心，廣徵採用法與社會觀點、具備跨領域性質的論文，並邀請各子議題具有

代表性的研究者與會發表或座談。透過法與社會研究方法的演繹，以及跨領域的思維，呈現臺

灣法學研究的新典範。藉由法與社會的結合，本研討會得以從法釋義學外的觀點探討臺灣法秩

序的重構，思考和審議當今法律與社會所面臨的各種理論和實踐問題。 

本研討會分為兩天進行，其中共有四場大會演講，主題包括「法學與勞動正義」、「法學與

性別平等」、「醫療人權」、「法學教育的典範創新」，於法學與勞動正義之場次，本研討會有幸邀

請到黃程貫教授及劉志鵬主持律師針對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的現在與未來進行學術與實務之

經驗分享；於法學與性別平等之場次，則成功邀請張文貞教授及陳惠馨教授等性別平等法學權

威，以蔡英文時代之性別、權力與法律為題，針對我國女性參政權於行政權中與立法權落實之

差別進行分析，並對於被壓迫者之角色為定位，探討現今社會階級翻轉及改革之方向；於醫療

人權之場次，本研討會成功邀請阿肯色州大學法學院 Robert Leflar教授，跨海針對法社會

學、醫療錯誤與防衛性醫療進行演講，並強調跨領域研究方法數據完整之重要性，秋元奈穗子

助理教授並提供日本法關於醫療處置錯誤之觀點，對於醫療錯誤之法律研究提供了另一扇比較

法之大門，對於我國人權於醫療領域之省思有亟大之助益。 

除此之外，各場次演講皆有國內頂尖法學專家共襄盛舉，主題涵括：性別與政治權力、憲

法、自由貿易與健康人權、社會權、族群、勞動平權、科技人權、刑事正義、法學之創新與本

土化等，無一不是台灣社會當前與民主人權有所相關之議題，學術與實務之間的交流成果豐

碩。 

期許本研討會之摘要及成果可供對各議題發展高度關心之人發展更多新的思維，也提供其

他實務人士做為參考，促進我國未來之民主與人權發展，提供政府進行法制改革之學術基礎。 

 

 

 

 

 

 

 

 

 

 



三、研討會概述 

法與社會（law and society）一直是國際學界所關注的領域。法與社會的研究者試圖跳脫

純粹法釋義的觀點，認為法律不僅彰顯於官方文書的文字上，也存在於人們如何理解規範、主

張權利，以及國家或其他權力如何執行。再者，法律與其他領域的互動，例如法律如何形塑社

會關係，或者法律與來自習慣、文化的對抗等，也是法與社會所關注的層面。法與社會尋求動

態的法律觀察，且對來自於不同學門、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具有包容性，已普遍為北美

以及世界各國廣大的研究者所採行。法與社會的研究方法，在民主憲政與人權法制的研究上，

更具有重大意義，不僅在於探求全球憲政與人權發展的普世價值，更在於探討此普世價值在各

不同社會、經濟文化下發展的異同。 

本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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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過去基礎法學社群的基礎法學年會之傳統，並且進一步擴大涵蓋的議題與研究方

法，試圖提供不同領域、新舊研究方法的整合平臺。主辦單位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下稱交

大科法學院）之師生長期投入法與社會研究，過去多年皆參與美國法與社會學會（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於北美舉辦之年會，更是美國法與社會學會下之「東亞法與社會研究小

組」（編號 CRN-33）的活躍成員之一。2015年亞洲法與社會學會（Asian 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成立，交大科法學院亦名列創始成員，並被選為 2017年第 2屆「亞洲法與社會

學會年會」（Asian 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的主辦校（第 1屆

2016年之年會主辦校為國立新加坡大學）。2017年的年會，預計將會聚集數百名各國研究者，

不僅是臺灣本土少見的大規模國際法學研討會，作為第二個年會主辦校，也具有重大象徵意

義，意味著臺灣在亞洲法與社會研究中的一席之地。而在進行國際交流之前，勢必先凝聚本土

學界之力，是以本院於 2016年先行舉辦本土之「法與社會研討會」，信能成為國內法與社會研

究的重要平台之一，並作為明年國際研討會之前哨。 

主辦單位交大科法學院過去有豐富承辦大型研討會的經驗，尤其是科技法學、實證法學，

而此次更進一步將過去所累積科際整合與實證研究的能量，將觸角擴及於法與社會的研究，許

多場次更特別關注台灣人權與民主政治的發展。主辦單位自 1997年以來每年舉辦「全國科技法

律研討會」，迄今將邁向第二十年，2015年與會人數達 800人次，也是國內最有代表性的科際

整合學術會議；而在法學方法上，於 2006到 2011年之間，亦曾舉辦六屆「全國法學實證研究

研討會」，是少有針對重要法學議題，提供實證角度加以檢視之論壇。而此次研討會承襲過去主

辦單位之優良傳統，為國內的科技、社會與法律研究，注入新的觀點。 

研討會於 2016年 10月 6日、10月 7日假國立交通大學新竹光復校區電子資訊研究中心國

際會議廳、第四會議室、第一會議室舉行，其中於大會專題部分成功邀集 10位學者專家共襄盛

舉，其他場次則共有 49位學者專家參與、口頭論文發表者 25人，其中並有壁報發表 7篇，國

內知名之學者及實務工作者雲集，除此之外，本研討會也採取國內法學界罕見的公開徵稿，共

計募得來自各界的稿件 38篇投稿，而從中選出部份優異者成為上述口頭及壁報發表者，廣納各

領域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之參與。大會獲得各界熱烈迴想，第一天總計有 223位、第二天總計



有 172位與會人員共襄盛舉。在主題方面，本次研討會共進行四場大會演講，包括「法學與勞

動正義」、「法學與性別平等」、「醫療人權」、「法學教育的典範創新」；各子場次演講更有眾多國

內頂尖法學專家參與發表，主題涵括：憲法與社會變遷、自由貿易與全球化之人權議題、性

別、族群與勞動平權、科技發展與人權、刑事正義、法學教育與法學研究方法，以及其他法與

社會的重要議題，無一不是台灣社會當前最迫切之議題。 

 

 

 

 

 

 

 

 

 

 

 

 

 

 

 

 

 

 

 

 

 

 

 

 

 

 

 

 

 

 

 



四、研討會各場次摘要 

（一）大會專題演講 1：法與勞動正義 

本場次由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劉尚志院長主持 

1. 黃程貫教授（政治大學法學院） 

講題：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的現在與未來 

發表內容摘要： 

今天將就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的制度來向大家報告，勞動法要處理的是勞動市場上的

勞動關係，勞動市場的特徵是勞資雙方力量的不對等，跟一般商品市場不同。民法採取放任、

自由市場的原則，原因是供應者跟需求者具有對等力量，擁有對等議價能力，契約、自由市場

制度才能產生正義的結果。但是勞動市場並不存在這樣的前提，勞工和雇主的議價能力很不

同，故若在契約自由的名義下，將由強勢方主導契約內容。國家的責任就是要創造正義合理秩

序，所以國家必須透過勞動法衡平、介入勞動市場，達成公平正義。 

這個目的可以由上而下達成，或是由下而上達成，由上而下就是國家直接介入市場、干涉

契約內容、制定強行法規；而由下而上則是強化勞動方的議價能力，也就是讓他們組織工會、

賦予團體協商、爭議權等，使勞方集結起來以較強的議價能力去跟雇主抗衡。今日講題著重的

就是在由下而上的做法。 

不當勞動行為制度是在民國一百年開始實施，勞動三法立法過程從公元兩千年開始，歷時

冗長，因為爭議性較高。不當勞動行為制度首先要看工會法第 35條，禁止雇主因勞工行使勞動

三權而對其為不利益待遇、禁止雇主打壓工會，而拒絕協商也會被認為是不當的行為，不當勞

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主要就是在處理這些目的。 

 

2. 劉志鵬主持律師（寰瀛法律事務所） 

講題：法與勞動正義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的現在與未來 

發表內容摘要：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在五年前成立之初，黃程貫老師即擔任主任委員至今，運作平

順，而回應當時修法成立裁決會的初衷，修法當時雖參考美日，仍可見以台灣自己的實務發展

出的痕跡。以罷工發生後，雇主對工會及其會員提起損害賠償的訴訟之相關規定為例，即係參

照解嚴之初，桃園客運、苗栗客運以及高雄客運等西海岸客運業的罷工事件，訴訟成為資方律

師對付工會及其成員的鬥爭方法，致使勞方陷入寒蟬效應，因而在修法時便汲取教訓修正，以

保障勞方爭取權益。 

台灣的工會規模偏小，特別指涉台灣的企業工會，企業工會是台灣工會真正具有生命力的

地方，但是規模通常不大且財力不足，要在企業中從事工會活動有先天不足的限制。企業工會

最需要的錢從會費來，而會費的來源，根據集體勞動法，可由雇主按月將發給勞方的薪水部分



直接扣除發給工會，維持工會的生命。另一個可以在裁決會看出台灣特有實務的情形如下，使

勞資雙方已經有約定，或習慣上已經有代繳工會會費，裁決先例認為必須犧牲小我，不能允許

個別勞工要求取消直接扣繳改採自己繳交會費。 

工會法要求雇主對工會應提供的便利設施如工會會所、辦公室、辦公室等，且雇主對工會

發言有容忍義務、工會理事長及理監事並得請工會會務假（跟雇主約定每個月不超過五十個小

時）。在台灣實務中，常遇到雇主要求工會幹部具體告知雇主於其工會假從事的業務方可准假，

但裁決會以在勞資雙方關係緊張，準備罷工等事項時，具體告知雇主會影響工會的自主性，認

為只需釋明即應准假。 

裁決會對於培養勞資雙方長期良好的互動有重要幫助，但依目前規定，裁決會要在受理案

件的 128天內結案，在所有裁決委員都是兼職的情況下，要繼續經營勢必面臨困難。建議修法

把時限放寬，讓裁決委員有充裕的時間調查跟修正，並在裁決機制中加入和解。 

 

（二）大會專題演講 2：蔡英文時代之性別、權力與法律 

本場次由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林志潔副院長主持 

1. 陳惠馨教授（政治大學法學院） 

講題：蔡英文時代之性別、權力與法律 

發表內容摘要： 

自 1987年解嚴以來，我國現今之性別權力與法律關係仍深受過去的歷史影響。在性別議題

上，大家應秉持盡量不去埋怨以往或現今之法規範是多麼地不公平，反倒該探討是否能透過教

育，讓社會大眾有足夠的知識來面對各式各樣的挑戰。 

首要之務乃嘗試翻轉我們對事情的看法。首先，我們應認知到蔡英文總統得以順利當選，

是過去三十年來婦女運動及性別平等運動之成果展現。再者，將「女性總統之當選」與其「上

任後所任命之部會首長必定以女性居多」之思維，實在缺乏正當性之連結。此外，身為我國史

上首位女性總統，蔡總統在許多事上缺乏典範可循，不過其當選本身已非常具有指標性之意

義。 

性別平等運動發展至今，下一步不能只是女性、或其他被壓迫的少數性別參與其中，事實

上，我們更應該去重視那些因為受迫甚重以至於不敢發聲的那一環。畢竟被壓迫者的最大困境

往往是沒有適當的管道供其救濟並加以溝通。 

至於該如何以法律來修正或翻轉我國的權力結構，性別是一種切入觀點。然而，階級、種

族、城鄉之問題也不容忽視。司法改革必須首重面對我國長期繼受外國法之狀況，並試圖透過

新的規範來創造一個得以適用在本土社會的法律，以解決因法規範之繼受事實所導致多種價值

在這社會中彼此間之衝突。 



 

2. 張文貞教授（臺灣大學法學院） 

講題：女性執政的憲法意義：轉型與跨國的觀點 

發表內容摘要： 

自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時，提出了「兩性共治」的政策方向，此乃過去我國 30年來婦女

運動與性別平權運動的成果。然而，在內閣閣員的女性比例方面，自 2000年的 20%，如今卻僅

剩 14%。 

國會方面，儘管女性參選人的比例並未高於男性，但女性當選人的比例卻較高，顯出我國

在立法權性別圖像的表現比行政權好很多。閣員仰賴政治權力的任免，國會卻是來自選舉，性

別運動不見得只是獲得執政者之認同，反倒可以獲得大眾選民的肯認。司法權的部分，蔡總統

的 7位大法官提名人選當中（1位女性），加上現在留任的（由馬前總統所提名）3位女性，將

是我國憲政史上女性大法官最多的時期。 

整體而言，在法律上，我國立委的女性人數有憲法增修條文加以保障，但在內閣的性別比

例上仍缺乏相關規範。此外，蔡總統並非政治世家，亦非政治受難者、家屬或該世代之工作

者，因此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其政治資源之取得與獲得選民的認同，並非來自過去威權時代

在轉型之後的補償，因此她必須從頭奮鬥。 

附帶一提，反觀北歐等國家可以見到必須負擔家庭照顧責任的傳統女性在政治場域中出現（蔡

總統、呂前副總統、陳菊市長皆為單身女性），顯出我國在家庭的照顧、私領域的責任還需要再

加強，必須從性別運動、教育中加以努力。 

（三）大會專題演講 3：法學教育的典範創新 

本場次由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劉尚志院長主持 

1. 陳惠馨教授（政治大學法學院） 

講題：法學教育的典範創新 

發表內容摘要： 

主講人點出現況台灣法律人教育的問題，以三個主軸說明之。第一、台灣應促進多元法律

人的培養，並關懷其他多元管道的可能性，不應受國考的限制，而侷限法律教育，故國考制度

的錄取率應提高，通過司法官律師第一試者也應給與相當之肯定或證照，致更多法律人可以投

入社會中。之後司法官律師的培養訓練不該是個人興趣、藝術的培養，而是讓他們得以走進社

會、人權關懷。再者，律師的未來應開放其成立公司、獨任或合夥之其他可能，拓展法律人多

元的未來發展可能性。 

第二、台灣應創造新的法律人執業想像，即法律人可以當戲劇家、科技創新者、作家等其

他成為社會改造與社會創新的角色。同時應創造職業階梯，讓法律人得以從立法院國會、縣市

政府議會助理等一步一步往前走，訓練必須要循序漸進。 



的三、法律系的課程應該回應社會的需要，台灣的法律應試著找回自己的傳統，以此為底

並創造新法律的能力，不應僅會一直是抄美襲日、抄德成為跟班，應不斷一直超越自己，並跟

台灣社會需要、現代世界為比較、結合。從法律在地化之法理學、法社會學、法制史等課程，

迎接全球化的挑戰，給與學生積極社會民主化發展的能力、 本土案例設計、對話式教學、理論

與實務結合課程的發展，讓台灣法律人得以跟著社會派動，做出創新的法律可能。 

 

2. 陳鋕雄副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題：價值衝突下的法學教育改革 

發表內容摘要： 

十多年前，我有一位朋友說:「跨危機即轉機」。台灣社會大約每隔十年就會有一波檢討教

育的浪潮，但是每一次的檢討都沒有太大的改變。算一算，我們現在的時間差不多又是一個十

年，但我想我們這一次真的可能會有些改變，因為我們的法學發展現在已經較為成熟。法界的

檢討多是國家遇上經濟困難的時候，比如韓國經濟走下坡時，發現沒有好的企業律師，如:加入

FTA後無法競爭、談判人才短缺、不會寫或讀國際契約，這時才發現需要透過法律人參與才能

促進發展。當我們法界沒有人出來領導改革，那就只能靠國家領導人來領導司法改革，而其中

應把法學教育當作方法之一。法界對於改革方向有很大的歧見，但是如果蘇聯可以解體、紐約

被攻擊，台灣法學教育為什麼不可能改變?我們不能從自己的利益去看價值觀衝突。律師們認為

學生總是 thinking like a judge、法學院沒有很多人想當律師，而法學院則認為為什麼要設

計律師課程。 

日韓美採取高學費政策，學費彈性開放，美國畢業後第一年年薪相當於三年學費總和，一

年後可以回收，前提是大家都能獲得律師資格。日韓的困難則是無法徹底改革。而低學費政策

下，學生分享到資源比較少，法學院須聽命於政府。我們國考制度其實就是科舉制度，其實有

他的公平性，但是報名費很低、出卷改卷品質低，應該要提高報名費讓品質提高。職前訓練把

通過考試的人訓練好，那律師的訓練誰付?應該要納稅人付錢?如果是自費，誰來監督品質?台灣

人曾經分享過在英國教書，是教到會為止，而德國則有實習課程。我們應該要去 Impower法學

老師，高等教育的改革應該是讓老師更有能量去投入教學。陳維新老師的五年期法學教育創新

計劃，老師本身有很好的技巧外，教科書採對話式。英國全國一百多個 E化教材提供給學生，

好多老師對一學生，而造福幾千萬學生。此外，法學院應直接提供法律服務，如醫學系附設教

學醫院。傳統上，實證研究多是研究判決案例，但比較間接。除了企業，小的法律需求也應該

要納入法學院提供之法律服務。對律師來說，中小型的個人事務所問題是如何找客戶，法學院

可以扮演中間的平台，降低成本。 

 

3. 施慧玲教授（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講題：全球化法學教育的典範移轉與創新 



發表內容摘要： 

因應現今 21世紀之全球化社會，法學教育除強調全球化之外，亦應強調全球本土化。主要

之目標包括輸出法律制度，例如日本民間團體較難推動國會立法，台灣人權法律輸出至日本，

可幫助日本人權法律之推動、為了大學之生存招收外國學生、培養學生之全球競爭力、創造全

球化校園等。然而在教育全球化部分卻常常止步於法學院。 

故近來「全球法」成為一個被積極推動之議題，尤其強調全球化帶來之跨境整合，透過國

際公約，發展超國界全球化多元發展之跨境法規，但仍應注重全球法律規則輸入時之在地實

踐。 

而就在地實踐部分，法律移植式之比較研究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環節，然而過去之經驗僅單

純從先進國家尋找學習榜樣，並直接抄襲他國法律條文，但未了解移植法之社會背景，且無法

因應在地社會需求，使在地人依照他國之制度經營生活。故現今之法規輸入與在地實踐應從在

地需求出發，考慮應如何學習全球法機制對於在地化較有好處，以及他國係如何學習外國法

律，以此進行比較研究。 

根基於此，法學視野之跨領域整合以及法學資源共享共創對於現今法學教育亦十分重要。 

在法學視野之跨領域整合部分，現今之法律學習切割部門，等於是切割個人之生命經驗，

然法律是關於人的學問，應以人權需求運作法律教育以及法律實務，且法律事實及其多元價值

之理論應來自不同源頭，如此才能落實法律與人權保障。 

在法學資源共享共創部分，則應積極推動跨域資訊平台建立以及跨域團隊學習。現今網路

發達、資訊流通迅速，自我培力之方式應遵循由資料轉變為資訊，進而將其精煉為知識、成為

力量之流程。故法律學習之方式亦應從自修轉移到團隊學習以及合作分享。而跨領域的整合應

著重於如何利用正確資訊產生知識、社會脈絡化研究等，故建立方便使用之友善之資訊平台，

例如施教授過去十年來積極建立之 Bilingual KWIC系統以及 law pact系統。 

而跨領域整合典範創新之最大挑戰正是在於，學校單位系統是否真的相信跨領域整合，其

中一個例證便是，跨領域課程只能透過院級單位提出，反之則只能是通識課程，在這方面難以

看見跨領域之新氣象。 

 

4. 邵瓊慧資深合夥律師（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 

講題：法學教育的典範創新 

發表內容摘要： 

現今的法律人面對各式各樣的挑戰，有些人會擔心找不到工作，其實社會有很多位置需要

更多法律人才的參與，例如企業界的法律人才其實很缺乏。而有時律師執照會造成某種限制，

好像你考到執照就一定要去當律師，其實反而限制了自己的職涯發展。同時行政體系也需要法



律專業人士的參與。但政府、企業的觀念需要改變，傳統觀念認為法務人才就是要來妨礙大家

做事情的，但沒有法務人才時，就會看到企業誤觸法網才發現已經釀成錯誤。而現在的行政體

系其實已經有律師參與其中，但因為民粹主義，往往使這些法律人發揮不了作用，所給的法律

意見不一定會被採納。 

另一方面，現今資訊科技也給法律業帶來挑戰，今年初 alpha go戰勝棋王、第一個人工智

慧律師在英國執業，以後法官有部分工作也可能被科技取代。雖然短期內法律工作還不會全面

被取代，但法律資訊將是隨手可得，具市場可近性，專業無法壟斷，法學產業將面臨衝擊。 

綜合以上兩大面向，我們要以終為師，用未來面臨的挑戰來看現在如何準備。以下提出兩

大方向： 

A、 思維、態度的培養(thinking, think like a lawyer) 

這裡的 lawyer是法律人才的意思，是廣義的 lawyer。台灣是權威式、考試引導教學，訓

練法律思維部分比較缺乏。但實務上跨領域、獨立判斷思考的能力很重要，對知識持開放的態

度才是重點，要把開放的態度，內化成自己的人格。 

B、 三個核心能力 

a.國際觀(多元文化理解、包容的能力)物聯網這個工具，讓我們要溝通的對象來自全

世界各地。因此對於不同文化的認知基礎絕對是一項重要的能力。 

b.語言能力(literacy, not language)，外語能力不是指英文能力，東南亞也有很多

種語言，但有些人卻不屑學習東南亞語言，這將會讓你錯失很多機會。其他例如資訊語

言、程式語言，也多少要懂一些，才能應付千奇百怪的案例。 

c.情感溝通表達能力：最近當紅電影，屍速列車的活屍，其實是一種象徵，代表人云

亦云，沒有個人情感、思考的人。律師要跟客戶建立信任關係，成為一個 trusted 

adviser是律師的關鍵能力，因此要了解人性、能跟人互動、要能表達溝通。這種能力要

不斷實作操練才能獲得，例如辦活動時跟其他人的互動，都是在幫你培養溝通表達的能

力。 

除了上述提到的部分，還要多多接觸一些基礎法學、思考性的學科，培養自己全方位的能

力。這些是我認為一個新時代的法律人應該學習的，我們的法學教育也可以朝向這些方向努

力。 

 

（四）大會專題演講 4：法社會學、醫療錯誤與防衛性醫療：國際比較的觀點 

本場次由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陳鋕雄副教授主持 

1. Prof. Robert Leflar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Arkansas) 



講題：Working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Puzzles: Examples from Comparative Health Law 

發表內容摘要： 

Leflar 教授首先講述美國跨領域學術研究的趨勢。幾年前，法律與經濟學的跨領域學術研

究在美國的學術界及某些法官之間開始流行。但法律與經濟學被批評見解具有局限性，因其係

基於人會進行理性選擇的假設，且研究幾乎完全集中在誘因激勵分析,及所謂“胡蘿蔔與大棒”之

分析，但人的行爲不一定都可被此原則解釋。最近在美國和英國的學術界中一個很大的趨勢係

法律與行爲科學的跨領域學術研究，其研究不僅限于誘因激勵分析，亦包括認知偏差、直觀判

斷法則、我們是如何基於不完整的數據做出決策、以社會政策如何將人“輕推”至進行對社會更

有益的行爲之方式等。這些法律與心理學的研究在美國法學界中越來越重要。 

Leflar 教授接下來稍微介紹了跨領域學術研究方法。學術研究的最初階段是文獻的閲讀。

關於實證研究，最困難的是前瞻性對照實驗研究，問卷調查方式在美國和日本都很受歡迎，但

其價值有限，因其無法提供該領域較爲細微的資訊。最近在美國非常流行的是回溯性數據分

析。Leflar 最常進行的研究方式則為訪談及回溯性數據顯示，利用社會、政治、制度及常識去

解釋數據。 

Leflar 教授最後提供了一些在他自己研究領域（比較衛生法）中的例子描述實證數據可能

會導致不同的結論和社會政策的問題。第一個例子為有關美國和日本的因醫療疏忽而死亡的數

據分析比較。美國的 Institute of Medicine 在 1999 出版了一篇文章叫“To Err is Human”，其中統

計分析估計大約四萬四千至九萬八千美國人每年因醫療疏忽死亡，但該數據被批評為太保守。

新研究指出因泌尿道感染而醫療疏忽導致死亡的美國人即已達一萬三千人。最近一個英國期刊

更估計大約二十五萬美國人每年因醫療疏忽死亡。反而在日本，依其官方説法，僅有一千三百

至二千日本人因醫療疏忽死亡，與美國的數量差距甚大。此差別非一定是因爲日本醫院較好，

更大的可能是因爲日本和美國的研究用的數據源不同。美國的 Institute of Medicine 用的係在三

個州的醫院隨機抽樣病歷，日本官方用的數據則係 18 個醫院自行提供的數據，此研究顯然有嚴

重缺陷。有學者則指出另一個可能係日本醫院進行較少困難且風險大但可能對病人有益的手

術，原因是美國醫生進行此種手術酬勞很高，而日本醫生進行相同手術的酬勞相對很低。 

第二個例子為日本的法院如何對待醫療疏忽的問題。根據日本法院數據，1970 年代每年有

約兩百個案件，而在 2004 年有一千一百個案件。而在 2004 年，原告得到賠償的案件約 40-

45%，之後降到 20%。但根據 Leflar，這些數據并不正確代表實際醫療疏忽糾紛的數量，因許

多案件均在還沒上法院前便已和解，且被告（醫院和保險公司）覺得可能會輸的案件通常都會

先和解，只有被告認為會贏的案件，才比較可能進入法院。 

第三個例子為在美國有許多對法院侵權制度的批評，一個原因為醫療訴訟疏忽糾紛大漲，

但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指出，其實醫療訴訟糾紛並未增加，反而在減少當中。 

以上幾個例子顯示數據完整性的重要性，不能僅因片面的數據便做出結論。 

 



2. 秋元奈穗子助理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題：Social-Legal Scholarship, Medical Error, and Defensive Medicin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Discussant 

發表內容摘要： 

How Japanese legal system deals with medical error? In comparing how legal or social system 

deals with medical error, I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who” expect “what” from “which” kind of system? 

There are three things we should consider after medical error happened. The first one is fact finding. 

Most of the injured person or the family members of the dead patient due to medical error were 

desperate to know what happened in the hospital to that patient. The second thing is regarding the 

future prevention of medical error. This is not just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hospital, but also for the future 

patients in the society. The third thing is certainly about the compensation. The families of the injured 

patient would like to look for compensation from the hospital or doctor. 

Also, we have several tools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of medical error. First one is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We can withdraw the license of certain division for instance. Second one is 

litigation, either civil litigation or criminal litigation. Third one is peer review. We should also concern 

for the association: who will help to conduc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ause of medical error. Actually, 

Japan didn’t build a good system for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to develop the quality, and the hospital 

didn’t have the good internal investigation system like the one in America. Therefore the families of the 

dead patient tried to use the litigation as a mean to find the fact, to know what happened in the hospital 

since the hospitals were reluctant to tell the truth. 

As professor Leflar just mentioned, the rate of criminal prosecution and civil litigation regarding 

medical error increased after 1990s, but actually neither of them were the good tool to pursue the 

purpose of fact finding or even for the future prevention of medical error. Moreover, the situation upset 

the medical society as well. Doctors are stress out due to the possible prosecution from the prosecutor 

or the lawyer of the patient.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predicament, we develop a new system, which launched in October 

last year. The new regulation requires the medical institution to conduct internal examination when 

medical error happens (especially when the patient died). Also, the hospitals need to be supervised by 

the third party, which should be an appropriate association (not necessarily a governmental 

association). After the hospitals conclude the internal examination, they are obligated to report the 

result to the patient’ families and the association as well. The association will then apply the result of 

the examination of medical error to contribute the future prevention. Looking into the number of the 

report for the past nine months, which is rather small than expected. However, the number depends on 

how hospitals follow the regulation and report their cases to the association. Hence, it’s hard to tell the 

small number as a successful result or whether the system works or not so far. 



 

（五）A1 法學方法：創新及本土化 

本場次由政治大學法學院陳惠馨教授主持 

1. 簡資修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講題：華文的法經濟學之必要 

發表內容摘要： 

華文的法經濟學必要之處不只創新，還有本土化殖民問題，因此法經濟學越顯重要。本次

講題主要包含寇斯定理、漢德公式、公地悲劇/反公地悲劇、財產規則/補償規則/禁易規則、外

部性/市場失靈，講者主張不應只是將主流法經濟學套用至本土法律問題，而是應該以經濟分析

為客體，認真對待法律。以下就法律經濟分析概念為辨正，說明被濫用之方式。 

寇斯定理：經濟的外部性理論並不正確，不一定有損害就要賠償。權利確定在實體法上要

同案依同案處理，不同案依不同案處理，以此證得權利確定的重要。權利確定是市場交易的重

要條件，因此，法學論文寫作方法就是確定權利的重要確認方式。 

漢德公式：現今通常放在民事財產法（尤其是親權財產法），屬於事後的損害賠償公式，漢

德公式內涵是要先找到如果不做該行為，因此失去的利益為何。 

 

2. 王曉丹教授（政治大學法學院） 

講題：權利意識研究：台灣經驗 

發表內容摘要： 

什麼是權利意識？老師採的是建構性觀點，也就是 90年代後比較主流的看法。其並非認識

或不認識法律，或具不具備法律意識，亦非認不認同法律以及公正與否等對法律的態度，以上

比較是 Law and society的看法。權利意識講的是 Law in society，亦即法律或是權利是否及

如何存在於人的認知思維、敘事與行動當中。權利與法律在這裡是概念、是歸類方式、是論證

模式，亦即在社會當中與人衝突時，如何思考發生什麼事，思考的時候有無用權利的框架來詮

釋與他人的關係。 

作者嘗試用法律人類學，去觀察如何解決糾紛的現象。規則是兩個人之間的平衡或衡平，

是面對衝突基本的方式，而必須談到文化的內容。在權利意識轉變的過程中，人們對於自我的

認同、國家社會的想像，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從建構性詮釋的觀點來看，在美國已經相當習

慣地用法律來生活，是全面性的滲透，滲透到大家的認知系統裡。反思台灣的經驗，通常是不

用權利做思考，而且通常還有情感層面的東西摻入其中。 

權利與具有規範意義的「情」：情有意味人與人之間友好關係，似乎意味要求人要依「情」

認知。而西方法律系統是將事實與法律截然二分，先建構事實再進行法律判斷，是西方獨有的



制度。權利、人我權威：Max weber認為民眾對於法律或政治權威懷有信念，有權統治導致人

民有義務遵守，而眾多個人信念的以集體產生社會現象，即使某個人無信念，也會誘發其遵

守，這就是「社會系統的效力」，不僅是理性的問題而已。公共性：人我之間主體與主體連結的

方式，及其中所塑造的「公共性」，這超越了理性主體的預設。 

在西方早已懷疑統一、自主、普世人性的主體預設，自我並不具備獨自性與統一性。因此

老師主張權利意識主體建構觀點即是在這個意義下，思索個體如何在情感、信念與慾望中思考

與行動，賦予日常世界意義與價值，不論是設定何種目標，都還能維持一種相互尊重的態度。 

 

3. 郭書琴副教授（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講題：法律民族誌研究者的多重角色 

發表內容摘要： 

以法律人的專家身分與來進行法律研究，經常產生因為過於專注處理被法律知識系統單元

化、片段化的紛爭，而無法顧及紛爭的整體脈絡對於具體紛爭的影響。而法律人類學注重考察

法律知識系統的特性，協助我們將紛爭中的人與事進行分類，逡巡觀察某一具體紛爭中，哪些

是法律「能」、與「不能」解決的問題。而法律人類學也可透過法律圈內人的角度，來思考圈外

人進入場域後，如何被描述，進入法院後如何被法律專家類型化，以及會遭遇什麼程序困難。 

用法律人類學的理論，以民族研究誌方法來進行研究時，如何才算合格的研究誌，若從研

究者和被研究者間的界線而言，有三種研究類型。第一種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界線明確，

被研究者成為「他者」。 

第二種是研究者對自身文化進行研究，且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共享一個外在的社會文化系

統。雖然研究者的對象為自身文化，但仍研究者保有與被研究者的距離，例如在如何切割田野

場域研究內從事民族誌觀察、何時結束田野調查，都有明確的界線，這種較像 IRB研究倫理想

像中的田野，比較理性文明，雖然共享文化但還是涇渭分明。 

第三種則是研究者對於自身所處的社群進行研究，因此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可能共享一個社

群文化、或使用相同的專家語言。此種研究充滿趣味，進出界線不明、難以結束的田野，仍有

存在的價值。就老師從事法學教授與調解委員的角度來看，透過在不同場域的多重位置經驗，

了解各工作場所對於當事人的意義，從這些法律故事來反思自己身在法律知識生產鏈的地位，

將法律開展為一個文化現象。 

 

（六）B1 法與社會變遷：社會權、國際人權之本土實踐 

本場次由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施慧玲教授主持 

1. 許碧純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講題：兒童權利公約教育權之研究 

發表內容摘要： 

教育權在《兒童權利公約》中，主要可見於第 28條與第 29條。第 28條所強調者，係指兒

童每個學習階段皆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並盡量降低輟學發生的可能性。此外，學校於執

行紀律時應注意是否符合兒童的權益。 

從實證研究可發現偏鄉與都會存在城鄉差距，例如父母對子女的期待上即有不同，而原住

民兒童入學的可能性亦較低落，輟學與文盲比率則相對較高，建議提供移動式學校或遠距教

學，並在偏鄉增加社區式學校；在體罰部分，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拒絕接受任何對兒童採用

暴力和污辱形式懲罰的理由，但例外必須使用時，應注意最小、必要、最短之程度。有些國家

因宗教因素或認為體罰文化符合兒童的最佳利益而難以配合，回到台灣相關之調查，可知體罰

問題也仍然存在。體罰禁止之落實，必須提高參與者的認識，並確保法律的運作應考慮受害兒

童的最佳利益，不應讓任何暴力行為合法化。 

第 29條係設定兒童教育之目標，針對兒童的人格、才能與精神、身體潛能等得到最大程度

之發展，並培養其多元文化觀，從課程、教學方法與教育環境上培養多元精神。然而考量「地

域性文化」的不同，例如我們常說的德智體群美，台灣往往僅側重智育，華人社會總認為唯有

讀書高，這對於兒童的身心發展將產生不利影響。另外，在台灣可以發現新移民常處於弱勢、

不識字的刻板印象，如此將對於多元文化的尊重產生不利影響。 

 

2. 林谷燕副教授（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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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內容摘要： 

台灣現在已進入高齡化社會，到 2025年，高齡人口預計將突破百分之二十而成為超高齡社

會。高齡者健康照護問題將隨著高齡化社會到來，成為社會法與社會政策研究者所關注的焦

點。長照是社會法與社會政策的一部分，而什麼是社會政策呢？為了解決與預防社會問題，我

們對此提出的原理原則方針。什麼又是社會法呢？社會給付和社會政策有關，當一個人無法負

擔在社會中生活的支出，發生失衡的情況時，希望可以透過政府的社會政策填補社會不公平、

失衡的現象；我們可以說社會法是社會政策的重要工具，而社會法是社會政策的一部份。社會

政策可透過社會法去調整，但社會政策現在碰到最大的問題是「錢在哪裡？」 

長照三部曲發展至今，長照 10年計畫 1.0，轉換到長照 10年計畫 2.0，新的版本嘗試調整

了舊版的問題，1.0版本服務的對象較少，且長照十年計畫目前真正使用者只有 40%，2.0版本

希望推廣其他 60%也能使用，所以擴大服務對象、增加服務項目、掛牌。 

長照服務法的內容主要在於機構管理與人員管理，過去 5年 120億的財務規劃亦以機構管

理與人員管理為投入方向；依長照財務來源目前之設計是採取稅收制度，所以錢很少，但如果

採保險制度，相對於健保因為每年可能有新興療法、藥品，導致財務使用充滿不確定性，長照



所提供的服務比較穩定，故更可透過精算方式進行規劃。事實上哪種制度都有人採用，德國採

用社會保險制度，而奧地利採用稅收制度，但考量獨立性與穩定性，保險制度相對於稅收制度

可能更加合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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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Welfare a Business of Fairness as Justice? 

發表內容摘要： 

由公平和社會正義之角度出發，社會福利已成為公共服務和社會安全框架下不可或缺的一

環，其不僅是基本人權保障的體現，也是民主社會的體現標的之一，在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現代化的社會福利更著重於強化機會平等

與維持最基本之人類生存條件，惟社會福利本身究竟是福利還是人權，仍值得吾人討論，而在

加入經濟學的觀點下，社會福利究竟是否應加入商業考量亦是本發表探討之重點。 

如釋字 739號解釋蘇永欽大法官意見書即提出: 所謂社會福利應非僅由經濟學之角度看，

若由人權觀點觀之，則更需著重於給予福利之正當程序及平等。而現今之社會福利有多種形

式，包含：慈善組織，如英國的社會福利就多以慈善組織去做、社會保險、個人化之福利。而

最社會福利效用之流程乃是由自我利益為始發展，至壓力團體、利益團體，在經由社會利益團

體最終發展惟公共的社會福利。 

最後，關於社會福利之公平與正義，公平是否即屬於正義，亦仍頗有爭論，此攸關社會公

平與個人之 well-being，政府所給予之社會福利亦需符合當事人需求方得發揮作用。而現今當

紅之社會企業即屬於介於公平與二者之間。 

 

4. 翁燕菁助理教授（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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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內容摘要： 

在現今全球在地化之時代，臺灣陸續內國化聯合國幾個核心人權公約,尤其以規範具有可裁

判性之公民政治權利公約為代表。 

一般而言，國際公約內國之適用，多由法官依職權適用或當事人視情形而主張適用，傳統

上會以法律位階去理解，即究竟特定公約之法律位階為何，但如此之方式在國際上很難適用，

如聯合國自己內部的委員會所做出之幾個公約，其彼此也非完全合致，以此切入即可說明縱使

以法律位階去理解，將公約至於特定位階，仍可能有同位階衝突之問題。國際法之存續地位主

要在於內國法，若內國文化與國際公約衝突，則可能毫無在國內適用之功能。而在國際公約的

體系中，台灣位置之所在究竟為何？是否因特殊之國際關係而非議約國即被排擠?其實，在亞太

社會中，臺灣的國內公民社會尤其活絡，應可以透過積極與國際社會對話以取得一席之地。 



而關於合公約性審查，本發表之見解是不應該要拉到合憲層次來檢視，因為如此將使合公

約性之審查與憲法審查一樣困難且高門檻，法官作為最了解國內法之人，由法官來做何公約性

審查將使國內法更能細緻的與公約對話，即以對話為規範目的，以法官議價彌補我們並非締約

國之缺陷，並藉此於亞太國際法之參與中取得一席之地。 

 

（七）C1 法與社會變遷：臺灣非典型勞動法律問題 

本場次由銘傳大學法律學院劉士豪教授主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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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內容摘要： 

近年來，數位化工作環境的產生，帶給傳統勞動法領域不少新的衝擊。如此非典型的勞動

型態，比起過往，著實難以定義。 

為因應數位化，勞動法面臨以下問題（1）要不要進行法規調整？（2）傳統法規被影響的

層面如何？（3）現行法是否能應付此種工作環境的改變？（4）職場通訊數位化，如何貫徹勞

動法保護？ 

以電傳工作者工作屬性觀之，職場通訊科技化，勞動者可自己決定工作時間，比起以往在

辦公室的傳統工作型態，有了很大的變動。這樣的工作型態轉變，模糊了以往對傳統勞動的基

本印象。舉例來說，職業病的認定，更為不易，在勞保法第 34條：以往職業病、職業傷害、通

勤當中視為職業病/傷害，而新型態的工作者，因職業時間劃分困難，進而難認定何者為職業災

害，更不論新工作型態的產生所造成的保護漏洞。在沒有辨公室的公司，可以自我記載工工作

時間，學者建議工時計算最好是事先約定。而工時以外的問題也不容忽視，例如多國勞工共組

團隊，則涉及多國勞動法；集體勞動法如何訂定團體協約等，有待各方學說與專家，一齊思考

解決。 

 

2. 郭玲惠教授（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講題：部分工時工作者勞動權益之保障 

發表內容摘要： 

近年來，我國非典型雇用者的法律問題，層出不窮。從部分工時的勞動者權益保障，到學

生兼任助理爭議，由非典型雇用者所延伸出的法律問題，儼然成為急需解決的目標。 

所謂的部分工時，為一種正常工作型態，而非傳統認知是過渡性質的勞動型態。透過這樣

的認識，對於從事非典型工作的勞動者，立法者對於部分工時勞動者的保障，應該等同於全職

勞動者，適用均等原則，與全職勞工相同。以工資而言，基於平等原則，在無特殊性的情況



下，工資的計算應與工作時間等比利計算之；而工作年資，亦類推適用全職工作者。惟如此的

工作型態並非毫無特殊性，因此又會衍生基於特殊性而生的立法爭議。 

以職業災害來說，便不得依比例原則適用之。勞工職災補償，便應該等同全職工作者，不

得依工時長短有所縮減；而近日引起關注的勞動者休假爭議，例如紀念日等勞動節日是否應放

假或補休；女性勞動者的產假或育嬰假，是否等比例計算之；各種議題爭論不休，也尚未凝聚

共識。由此可知，部分工時權益勞動者，基於平等原則與特殊性原則的拉鋸戰，會成為立法上

最重要的問題。 

 

3. 陳建文副教授（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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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內容摘要： 

勞動法本質係追求勞動關係文明化的明文化，故應先了解「文明」，再思考勞動法的面貌；

勞動法學則是關注如何讓勞動環境的辛苦少一點，人性多一點。欲讓勞資關係更加和諧，應先

認知勞資雙方是互相需求的——傳統勞動法學從勞方出發，思考「勞工」作為一個人最基本的

需求為何；於此同時，亦須思考經營者受到產業牽動，對於勞工的需求為何。非典型勞動即是

在產業變動下，雇主藉由去管制、彈性化所創新的勞動型態。 

從典型到非典型，欲保障勞工權益，應找出勞動法的核心（包括充足工時工資、職場安

全、保險等等），方能以不變應萬變。因此，對於非典型勞動型態的立法管制，應參考典型勞動

型態法規，並依據非典型勞動的特性做不同規範。例如，派遣不只是雇用者與使用者分離、勞

動法與事業法分離的問題，亦有經濟不平等、公平貿易領域的問題。加盟業者本身是否為勞

工？即為非典型勞動因其特性而生、未解決之爭議。另外，雇主為了降低經營、人事成本而大

量使用非典勞動之同時，是否亦製造出外部成本，而應透過課稅、徵收就業安定費等等手段，

將成本內部化？除了成立工會之外，鑑於勞資間關係以及消費者與商品製造者間關係皆存在著

經濟、資訊不平等之特性，是否可以參考消費者保護法成立「護民官」，俾能使勞權保障更加確

實？ 

 

（八）A2 法與文化：原住民族法學 

本場次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林三元法官主持 

1. 蔡志偉副教授（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講題：論原住民族法主體─法與社會研究取徑 

發表內容摘要： 

我國原住民族法制內含兩項基本理論與原則，其一為文化整體性與自治、其二為有效參與

式的密切投入關係。依原住民基本法之內容，無一不以「原住民族」、「部落」為核心，因部落



為原住民族生活與文化的核心，也是原住民族各族傳統基礎的治理單位，惟現行各項法規定未

詳細規定原住民部落之法主體性及相關權利主體內容，講者以法與社會研究取徑之方式，解釋

原住民部落之文化內涵於憲法多元文化之價值，建構原住民族文化內部與外部之法律關係。 

去年立法院規定原住民基本法第二條之一，原住民如由中央機關之核定即可為公法人，惟

法人的定義與規範內容無法讓原住民族人得以理解，且並無相關規範實質之法人權利，致現況

下並無實踐。又依歷史的演進，原住民族帶有弱勢族群與負面之蕃人概念，不應透過台灣政權

之角度看待，應從四個面向歷史、文化顯著性、政治經濟的角度、集體性與主體性的建立，還

給原住民社會上之地位，更需要特殊的世界觀與社群認同，以去歧視之概念，將種族之色彩被

排除。 

解釋原住民族基本法，應利用其文化的生命與理解，而部落應利用人跟區域的概念定義，

並由原住民自治提供其地方性組織，不應透過中央政府之肯定而給予其權利。惟現況下之組

織、性質、相互之法律關係、如何行使權利並未有詳細之規範，故文化之重建與整合相當重

要，應尊重原住民其祖靈祭團、血緣關係和氏族交互作用，並討論其權利主體於法律上之定位

與保障。 

 

2. 林三元法官（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講題：文化抗辯與法律之文化解釋：當原住民遇到國家法律 

發表內容摘要： 

從歷史的演進，原住民為社會上之弱勢族群，除了失去原本賴以維生的土地管理權之外，

在部落長久運行的傳統習慣，亦因國家法律的制訂實施而逐漸失去其規範正當性，例如原住民

屢因狩獵、採集等行為而遭到起訴、判刑。當原住民因其遵循部落文化、gaga而觸法，原住民

應如何主張、國家立法應如何規定、司法又應如何解釋適用為主要討論之議題，主講人以「文

化抗辯」之可行性來落實並保障原住民權益之基本精神。 

視全國的態度，美國、加拿大、教宗、聯合國等皆開始還給原住民一個名分與文化的尊

重，乃至台灣對於原住民日之訂定。接著開始進一步為原住民的文化、教育、衛生、人權、環

境及社會和經濟發展等領域所面臨的問題，以滿足民主社會公正和符合國際人權義務。惟對於

非主流文化與主流文化的衝突，現今仍是原住民困擾的問題，亦即面臨遵循自己文化與遭受刑

事處罰的兩難困境。依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及法律適用一致性的原則，應尊重各種多元文化，原

住民得以利用「文化抗辯」致司法體系應該屏除「文化歧視」、法律規範應消除「文化障礙」、

民主社會的每個公民皆有選擇「文化歸屬」的權利及法治社會應尊重個別的「文化經驗」，才得

以保障多元文化價值之目的。立法機關制訂法律或司法機關進行個案審判時，應審視「容許文

化實踐所帶來的利益及價值與造成其他法益侵害」兩者之間對於尊重多元文化所帶來的影響。

但文化抗辯亦有其主張之限制，即侵害他人生命、身體法益之行為不得主張之，且應視三個要

素，即是否為群體的一員、是否有這樣的文化及是否會造成其影響。 



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國家法律之間相互平衡，應利用文化抗辯與法律之文化解釋，讓多元

文化價值得以實踐。 

 

3. 鄭川如助理教授（輔仁大學法律學系） 

講題：太魯閣族身分認定調查研究 

發表內容摘要： 

研究背景：鄭川如老師剛回國時發現太魯閣族村子裡的有趣現象，其堂姐與一個漢人結

婚，並收養一個女兒。後來堂姐死亡後發現女兒無法繼承，且女兒從未領過任何優待性措施。

當鄭川如老師回頭看原住民身分法，才發現其實是違反性別平等原則的。最有趣的地方是，誰

是太魯閣族人，竟然是由漢人制定之法律去認定的。但從比較法來看，其實大部分國家都是由

原住民自行形成法律，再由政府核定優惠性措施。 

研究方法：鄭川如老師採用觀察研究以及深入訪談兩種方法。為何不用利益抽樣？鄭川如

老師表示其實是因為原住民教育程度懸殊很大，且部落中很多是頭人政治。所以必須要重新確

認其文化狀態，才能夠選用適切的研究方法。 

研究成果：採取之身分認定標準因以年齡層區分（一）40-60歲的人採「純粹血緣主義」

或「純粹血緣主義兼採認同主義」。只要祖先當中曾經有人是太魯閣族人，應該就可以認定為太

魯閣族人。另外，若自願歸化並認同太魯閣族人應可認定為太魯閣族人。（二）20-30歲的人採

「血緣主義兼採認同主義」，如果是 1/2血緣以上即可認定。另外，如果是 1/2血緣以下就必須

在該人 15-16歲左右由部落頭目去確認其是否認同為太魯閣族人。探求其原因，可能是因為

20-30歲的人擔心都市原住民可能會稀釋其可以獲得的優惠性措施，對於部落原住民並不公

平。 

 

（九）B2 法與科技：自由貿易與健康人權 I 

本場次由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倪貴榮教授主持 

1. 楊培侃副教授（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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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內容摘要： 

楊培侃副教授講述貿易自由化之趨勢下制定食品安全檢驗與動物防疫檢疫措施之規範，如

何兼顧貿易與保護公共健康之目的。尤其巨型自由貿易協定雖可增加貿易自由化，但亦會增加

更多所謂的 WTO-plus的義務，並限缩會員國處理公共健康及食品安全的政策裁量空間。 

近期食品安全管制有明顯的趨勢，標準變嚴格，涵蓋的範圍變大，標準變高，從結果管制

轉為過程管制，將管制義務轉給業者或相關食品周邊的業者。此趨勢與巨型貿易協定欲增加貿



易自由化的衝突該如何調諧為重要的議題。 

楊培侃教授接下來講述 TPP協定（美國主導之巨型自由貿易協定，其有 12會員國，包括澳

洲、越南、馬來西亞、墨西哥、加拿大、日本等）之 SPS專章，該協定重申 WTO/SPS協定之多

變承諾，並規定了 SPS-plus的規定，其中包括： 

（1）規定進口過應建立認定區域化條件的程序機制 

（2）規定進口國應建立認定同等效力的程序機制 

（3）强化科學原則與風險分析 

（4）明訂進口國至出口國進行查核的權利，并建立程序機制 

（5）強化進口檢查的機制與正當程序要求 

（6）明訂發證的標準、應遵循之規範要求及證書資訊之記載 

（7）規定更細緻的透明化義務 

（8）明訂採取緊急 SPS措施之規範要求 

（9）合作技術諮商與爭端解決 

臺灣如欲參加 TPP，應思考管制的困難，我國法規是否存有規範落差，此等規定對我國國

民健康、產業發展或政策彈性產生的影響。 

 

2. 江浣翠助理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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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內容摘要：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協定）歷經數年談判，12個締約國於 2015年 10月 6日正式達成

協定。我國政府目前已有加入 TPP協定之既定政策，在談判結束、我國僅有全盤接受談判結果

的情況下，其中智慧財產權專章對於藥品專利法制與我國醫藥產業可能產生的衝擊，為台灣醫

藥與專利法界所密切關注。 

然而，TPP協定下的智慧財產權專章將是製藥產業我國之契機抑或將產生窒礙? 江浣翠老

師於本場次演講中為聽眾帶來其研究的心得：江老師首先說明，欲了解 TPP協定智慧財產權專

章可能造成我國製藥產業與相關法制的衝擊與變革，需先從我國製藥產業的特色切入，並列舉

實證數據說明部分 TPP參與國與台灣製藥產業的情況。由於製藥產業為高知識密集的產業，技

術進入障礙高；雖然成本高風險高，但產品市場大、生命週期長、獲利高。在此前提之下，製

藥產業先進國家，重視對智慧結晶的保護，並希望透過國際協定使各國均提升至所期待之標

準；另一方面，在新藥專利保護期間經過之後，如何使學名藥快速上市，亦為各國所關切。 



最後，江老師逐一詳述本次 TPP協定智慧財產權專章中，可專利性要件、專利權期間延

長、資料專屬權與專利連結制度部分協定結果提出介紹；最後並就協定結果與我國專利法制與

藥政管理與製藥產業可能發生之衝擊提出評論。 

 

（十）C2 法與社會變遷：憲法與社會改革 

本場次由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張文貞教授主持 

1. 蘇彥圖助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講題：Election Administration Integrity Before Taiwan Democratized: The Role of 

Pole Workers 

發表內容摘要： 

本場演講係論文發表前對於論文內容之研究規劃。一直以來，台灣被世界各國認為是透過

選舉達成民主化的範例，惟台灣實至日治時期（1935年）才有第一次較為全面性的普選。現今

台灣選舉文化縱使蓬勃發展，未消停的做票行為依舊使選舉的公正性受有挑戰，因此對於為何

在過去威權時代的選舉能達到現在所沒有的公正性，是本次研究的思考方向之一。 

本次研究將聚焦在選舉行政的公正性，透過歷史性與制度性的研究分析，藉由比對過去的

發展來瞭解現在的制度如何形成，來討論威權到民主的轉型過程的選舉制度，判斷台灣的選舉

經驗應適用何種理論。目前對於選舉制度之功能解釋上有兩套理論：ㄧ是一個威權政體之所以

舉辦選舉，是因為考量到直接指派統治者對於控制民意上的不利益會大於透過正當選舉選出威

權領導人；二是選舉實際上是可以被監視與觀察的，但做票的後果不只在於法律層面，其重點

是選民的反彈，故做票其實是在沒有任何其他方法能贏得選舉時的最後手段，原則上舉辦選舉

依舊有其必要。惟若換位思考，也有某些政權會利用公然做票操作選舉，藉此向人民展現他們

的威權統治是無可匹敵的。 

選舉不一定會導致民主化，甚至有可能只是維持威權的手段之一，因此，公眾對於選舉公

正性態度上的轉變也是探討的議題之一，透過將台灣做票事件作個案討論，有別於過去強調誘

因與反誘因的研究，現倘若將選區的因素納入考量，結合最基層人民對於自身在選戰中所扮演

的角色的認知與基層文化，或許有助於讓選舉公正性獲得一定的信任。 

 

2. 官曉薇助理教授（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講題：同志家庭權運動之法律動員:看見有實無名的家庭 

發表內容摘要： 

本次的研究將藉由深度訪談同家會、同性伴侶（大龜與周周）、同性伴侶的雇用律師，以及

立法院溝通會議等來作為研究之材料，針對同性收養的法治與社會層面的問題，以及家庭全何

以在有婚姻平權運動興起的此時一同出現做為討論議題。 



同志平權運動相較於婚姻平權運動向來較少被人注意，對於同志平權的爭取通常是由社會

組織發起，利用法律社會案件來促成法律動員。其中同家會提倡的親子面向，不只是針對同性

婚姻，更挑戰同性伴侶收養的法律動員。 

同家會一開始的建立在於討論同性伴侶要如何扶養小孩才不會被歧視，不同於伴侶盟打破

婚姻限制之訴求，同家會也提倡同性伴侶的人工生殖，惟因目前人工生殖在我國現行法中只得

於不孕狀態下為之，使該構想受到法律上的阻礙；此外同家會認為同志的收養權不應受到歧

視，這項主張卻與台灣不反對單親收養但反對同志收養的意見相左。目前可以利用的是近親收

養，但卻在「同性間不得有婚姻」的障礙上被強制排除收養的可能。 

截至目前為止向法院爭取進行收養的同性伴侶無一對被核准，為此本次研究揀選個案「大

龜周周」同性伴侶家庭作剖析。該案中大龜與周周主張他們為事實上夫妻，得類推適用繼親收

養之規定，合法收養一對子女，惟於 2015年遭士林地方法院駁回，認定收養一定要有婚姻關係

且「夫妻」必須符合文義，也就是傳統上的夫為男性，妻為女性。該案遭最高法院再度駁回，

目前考慮聲請釋憲。最後，要如何克服有名無實的同性家庭於現實中親子關係的建立困難，也

是本次研究主題之一。 

 

3. 林建志助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講題：Modernization as a Judicial Function in East Asia 

發表內容摘要： 

本講者著重於法院功能之探討。傳統認為，司法與行政各自獨立，然而講者認為法院並不

是只有裁判功能，其與行政、政治間仍有若干關聯，大法官會議更是如此。法院除裁判功能

外，可能之功能還有鞏固政權功能、促進經濟功能，如司法院釋字第 31號即為適例。 

另外講者提出，法院還有促進國家社會「現代化」之功能，且若採此見解，將會對現有憲

法議題的討論產生若干轉變。講者提出，行政法院就是現代化功能之體現，且我國行政法院之

運作尚屬積極，另外，世俗主義（如：國家不設立國教、不特別支持特定宗教）亦可能是現代

化的表徵（但仍有爭議），法院在做出解釋時，引用進步國家之法律見解也帶有促進國家現代化

之意函。而法院在移植外國法時有兩說，一說認為不可能完全移植，必定會帶有本土之特色；

另一說認為可以完全移植，但講者認為，法院在適用外國法時，會有意識的挑選適合本土國情

者。最後，法院是有能力引起社會變革的，因法院見解多少反映出當時之時代精神，故法院所

採取之態度可代表國家是否現代化並促進社會之進步。 

 

（十一）A3 法與社會變遷：法社會學與實證研究 

本場次由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邱羽凡助理教授主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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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騷擾防治法制制定之法律實證研究 

發表內容摘要： 

跟蹤騷擾案件時有所聞，惟近來隨著新聞媒體大幅報導被害人遭跟蹤騷擾求助無門，甚至

演變成重大傷亡案件，引發國人對於跟蹤騷擾行為犯罪化、法制化之討論。而跟蹤騷擾行為犯

罪化已是世界各國之趨勢，方法有兩種──制定專法抑或在刑事法律中增加條文。因應時代之

趨勢、人民安全與婦女人權之保障，跟蹤騷擾防治法令之修訂乃必要之途，透過質性和量化的

研究方法進行實證研究，使法律之修正符合社會之需求。 

跟蹤騷擾為心理變態之行為，僅透過警方逮捕無法根本解決問題，此舉可能會使加害人反

應激烈化。我們採行兩種研究方法：比較研究法(將各國之跟蹤騷擾防治法制加以對照並分析)

和焦點訪談法(針對專家學者進行訪談，了解第一線實務工作者之需求)。文章中分析了美加、

歐盟、澳紐、亞洲國家及英國等；焦點訪談對象多元且於各工作領域中具代表性，亦有注意性

別比之平衡。 

結論分就三個層面提出建議：在法制面認為台灣短期應針對跟蹤騷擾行為先修法，長期目

標為制定專法；執行面上建立跟蹤騷擾資料庫、定期進行跟蹤騷擾犯罪分析統計調查、建立危

險分級處理機制；防治面上成立跟蹤騷擾犯罪研究中心。法律效果為行政罰搭配刑事罰，且應

採行配套措施，例如：保護令、禁制令、加害人心理治療及設立跟蹤騷擾犯罪支援服務網站並

提供被害人保護扶助措施。 

2. 古楨彥助理教授(萬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講題：國家中立原則運用在勞資爭議之妥當性：台灣與澳洲經驗 

發表內容摘要： 

勞資爭議是勞資雙方間無可避免的衝突，可能帶來僱傭關係或勞動條件的調整，但爭議的

擴大可能會增加社會成本。台灣勞資爭議仲裁制度內容包括自願仲裁和強制仲裁，澳洲勞資爭

議強制仲裁制度內容包括強制性斡旋和仲裁。國家中立原則係指國家有義務對於勞資爭議之當

事人採取中立之行為，尤其是不得經由公權力措施單方給予爭議當事人限制或特權，從而藉此

將爭議行為導引至特定方向。 

台灣勞資爭議處理時，一旦仲裁人作出決定，即屬終局確定，雙方當事人皆無法聲明不

服。有學者謂主管機關認為情節重大有交付仲裁必要時，得依職權交付仲裁。何謂「必要時」、

「情節重大」皆無明確客觀標準，令人質疑是否能符合國家中立之要求。而台灣的勞資爭議案

件以協調方式處理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採調解方式有將近百分之二十，僅有極少數的案件訴諸

於仲裁程序。 

關於澳洲的勞資關係委員會，其擔任主席的條件必須是法官、律師，且須符合一定資格。

主席為全職工作，不像台灣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是兼職無法全心處理。而且澳洲勞資關係委員

會是一個準司法機關，直接向國會負責，其裁決及工作方向等不受政府影響，該委員會所作出

的裁決常使澳洲政府不滿。 



最後，澳洲勞動爭議處理機制之特色有：仲裁中強調勞資雙方的友好合作、兩裁終局加強

了仲裁的權威性、斡旋人和仲裁人由同一人擔任以及澳洲勞資關係委員會和州勞資關係委員會

併存，各自管轄範圍清楚。 

 

3. 毛松廷法官(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講題：馬政府時期人民參與審判政策之研究︰政策準備的觀點 

發表內容摘要： 

首先對於發表中所包含之名詞進行定義及解釋，先由理論著手，公共政策乃是「政府機關

為解決某項公共問題或滿足某項公眾需求,決定作為或不作為以及如何作為的相關活動；政策執

行則是一種動態過程,包含三種要素（1）一個政治單元的目標、目的與承諾（2）實現或達成這

些目標的選擇的方法（3）方法適用後所產生的效果。而機會窗的概念，源自垃圾桶決策模式，

一旦問題流政策流政治流三流匯聚機會就會開啟，促成機會窗開啟的推手就是政策企業家和政

策中人。 

人民參與審判之始源為人民對法院之不信任，但目前人民對觀審制中所謂鳥籠式之參審亦

不滿意，故實務政策上仍無法達成。人民參與審判政策源於 99年白玫瑰運動發生後，馬前總統

二度宣示司法不能悖離人民期望，並於隔年由司法院成立人民觀審制度研議委員會，直至 101

年 5月司法院院會通過人民試行觀審條例草案，而後又有參審及陪審制度相關草案陸續的提

出，時至今年 9月，司法院院長許宗力亦表示參審制較為可行。 

在分析檢套政策的相關效應外，結論與建議上，認為應問題建構訴求共鳴、設計回應情理

法勢、橫向溝通型塑共識、步調一致避免對立、事前協商避免耗損、多元協力避免轉彎。 

 

4. 黃任顯律師（律達法律事務所） 

講題：論法律變遷的動力來源及其探究方法 

發表內容摘要： 

在憲法-法律-命令的傳統位階圖下，法律與社會的二元結構中，社會的重要性常遭忽略，

然正如 Holmes之名言，法律之生命在經驗，不在邏輯，在法規影響社會亦或社會影響法規之難

題中，存在應然面與實然面之差異。因此本發表將討論法律與人、與社會之互動及循環，並聚

焦於其中人的地位。就人與社會法律之關係，有個體論與總體論的區分，講者並評論不應以外

部行為去解釋人之行為，而應以內部行為之動機去解釋其行為，以捷運電扶梯靠左之慣行為

例，搭乘文化係由政府宣導而來，而該文化進而引發人們行為，是故現在若禁止此一行為則難

以達到相同效果。 

依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的詮釋哲學，受法規的每-個人均其個人經驗、觀念、價

值觀所構築的「視域」，與法律文本所蘊藉的視域(來自其訂定的空脈絡及當時的思維、時代)產

生「視域合」，進而獲得個人對法律的詮釋與理解。而在每個人每日和社會互動中，都會不斷主



動、被動地與法律及社會生互動並在過程中重新解釋、詮釋法律，在此過程中，個人的理解、

詮釋亦將使個人產生新的行為，再進而影響社會及其他人，而此過程即可能促成法與社會的變

遷。但是，這過程必須再透其行為來滲透、影響更多人，當影響力達到一定程度時，法的變遷

才會水到渠成的發生。以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為例，就轉彎機車是否應禮讓直行機車先行，近年

法院作出異於早期交通部之見解，此即為社會中之個人，對於法律產生新的詮釋與理解，進而

成為變遷的動力。 

因此法與社會的變遷，應以人為中心出發，以經驗來理解法律，並以實證來擴充研究者的

視域。 

 

（十二）B3 法與社會變遷：跨領域研究 

本場次由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張兆恬助理教授主持 

1. 翁欣怡社工師（中華民國觀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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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內容摘要： 

本場次的講者翁欣怡社工師首先提出其所曾接觸的個案：「頌平在青少年時期，由於家境不

好，在學期間常遭遇同儕欺負，幫派此時給予其歸屬感，而後頌平沾染了吸食毒品的惡習。」

透過該項個案的說明，講者點出學校同儕與家庭成員在青少年建立自我價值的過程中，將扮演

重要的角色，而這些重要他人的評價將深刻地影響青少年未來的發展。 

事實上，青少年藥物濫用的主要原因，可源自於個人與家庭、學校、社會與國家，在青少

年時期，正是尋求自我價值的時刻。講者指出，若此時遭遇困難，吸食毒品的惡習將趁虛而

入，甚至讓青少年誤以此為抒發方式；幫助青少年戒除毒品，必須立足於安全與歸屬，陪伴他

們找到自我價值，從生活中的時事作為引導的工具，在建立其主體性後，陪伴他們重新認識這

個世界。事實上現在的毒品戒治工作，多數必須仰賴當事人的自主意識，否則成功機率非常

低，換言之，協助青少年進行毒品戒治，必須透過建立其主體價值，依其主體意識而為之。 

回顧過去教育體制之目的，係為篩選國家菁英，但這樣的教育制度同時也導致了資源分配

偏重，菁英享有多數資源，欠缺照顧而誤入歧途的青少年卻必須獨自面對警察與司法。 

青少年吸食毒品有複雜脈絡，包含家庭、學校、社會等，這個議題的解決，需要各界的關

注與合作。講者最後呼籲：我們或可考慮在青少年吸食毒品等相關事件中，以社工取代警察的

角色，透過多元課程與營隊活動，聆聽少年意見，讓他們把自己的故事表現出來。在現代社會

發展的過程中，司法的功能逐漸轉向謙抑，而成為社會控制的最後手段，我們期待行政先行透

過積極的作為，擔負起國家應弭平社會不公義問題的責任，給予這些需要幫助的青少年們信

心，而非身處於司法體制之前感覺疏離、屈服於權力，使其在民主社會中生長出屬於自己的主

體性。 



 

2. 楊子瑩碩士（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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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內容摘要： 

優生保健法有六項事由可進行合法的人工流產，但若是未婚之未成年人，須經監護人的同

意，否則都算墮胎。但依照質性訪談看，部分婦產科醫生會私下為未成年人行使人工流產，目

前有近十位醫生被依墮胎罪起訴。現況造成批評，認為剝奪未成年人自主權、並未考慮家庭實

際狀況，本研究探討未成年人究竟有無生育的自主權。 

未成年本身的決定權與父母的監護權，目前出現拉鋸。美國法規範：可透過父母同意的方

式；若未成年人想跳脫父母同意，可透過分析最佳利益、未成年人已擁有自我意識的權力，以

上兩點論證。我國實務者認為未成年仍須保護，另一觀點則認為父母決定權影響孩子一生，似

不妥適。 

至於究否以年齡當作人工流產合法性的區分，實務反對替代程序(由其他親屬同意)、由健

康專業人士判斷之方式，認為由委員會決議雖可行，但可能會有運作問題。 

我國發展出的替代方案：法定代理人沒有行使同意權時，能經社政機關決定。但批評聲浪

認為社工不足且表現有疑慮。 

講者建議由法定代理人同意，不能行使同意權或有停止親權或監護權之事由時，原則上還

是應經監護人同意，如果不行則經社政機關，社政機關不行的話再經後續的程序進行人工流

產。 

 

3. 陳思宇碩士（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題：從語言學觀察商標淡化— 論產地證明標章之立法妥適性 

發表內容摘要： 

產地證明標章代表產品具有一定品質、且經過認證、可與別的產品做區別。我國將產地證

明標章放在商標法下，但兩者的限制主體、使用上皆有不同。基於差異，目前立法規劃稍嫌粗

糙。商標淡化之要件不明確，且商標法過度保護產地證明標章。 

從語言學角度觀察商標淡化，來源域及目標域的結合與顯著性有關，而顯著性也就是商標

所要保護的。 

商標淡化的意義係與公眾混淆誤認之虞相關情事都會該當商標侵害，若有減損著名商標或

標章識別性即為商標淡化。即使是不同領域產品，仍可能會導致商標跟來源之間分散、減弱。 

我國實務的操作認為商標淡化保護的是著名商標、且相同的市場。司法院在智財法律座談

會探討商標淡化是否只關於同領域的產品，結論是否定的，其認沒有必要再區分市場是否相



同。 

講者認為淡化要件應為著名商標，且運用在商品不具競爭關係的市場。在我國商標法下，

並沒有一般商標淡化的適用，歐洲有搭便車的功能（侵害註明標章傳遞資訊的功能、不考慮消

費者是否造成消費者的誤認）。講者認為，實務上淡化要件應該要規範清楚，基於產地證明標章

與一般商標性質並沒有相關，應禁止同類同型同風格，另增加搭便車的政策。 

 

（十三）C3 法與科技：資訊社會與法律 

本場次由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王敏銓副教授主持 

1. 謝國廉教授（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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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內容摘要： 

資訊保護權之討論中很少提及兒童。循其爭議之脈絡，謝教授首先區分與兒童有關之資訊

為兩類：第一類為兒童私領域之資訊，例如兒童就醫資料、兒童接受諮商輔導之記錄等。從謝

教授之看法，隱私權其實是西方國家之泊來品，我國其實沒有正確看待與落實。第二類則是兒

童於公領域所能接觸到之資訊。上開兩種資訊類別，都為兒童權利公約第 16條（兒童隱私權）

及第 17條（兒童取得妥適資訊之權利）所涵蓋。第 17條中更包含進來大家比較關心之媒體中

之相關權利。 

查上開兩個條文，其所涉及之爭議其實是有所差異的。第 16條之部分涉及兒童隱私權與家

長管教權之權衡。其權衡方式往往不易判斷與劃分。有聲浪認為如果將兒童權利公約第 16條內

國法化，可能會導致家長無法繼續關懷兒童。反對者認為，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接觸此等權利，

有助於日後真正行使此等權利，且有助於他們日後於社會上之自我實現。但因其爭議性較大，

有部分國家在簽署兒童權利公約時甚至保留本條。本條中兒童「生活隱秘性」之保護也頗有爭

議，例如其在育幼院中、未成年犯罪者之收容機構等其實都沒有有效管理兒童之隱私權。更激

進之作為，甚至有學者採取育幼院應予關閉之結論。 

第 17條之爭議在於：在快速變遷之社會中，社會價值觀日趨多元化，使得特定資訊之妥適

性有時不易認定。其實根本問題在於：何謂「資訊妥適性」？其牽涉的是不同標準之採取與認

定。在歐盟法中可能排除猥褻資訊、有些國家採取分級之方式管制。 

另外，關於建立健康意識（health promotion）部分，兒童權利公約第 24條亦有規範兒童

健康與營養之資訊。甚至國家應該要有積極作為。另外對於香菸、烈酒之廣告應該要適當的限

制，尤其是在兒童節目中應該要特別管制。 

 

2. 廖緯民副教授（中興大學法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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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內容摘要： 

行政程序法、資訊公開法、資訊保護法等三項法制，乃構成自由民主與資訊社會的三大要

素，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已上軌道，政府資訊公開法則自民國 94年立法以來不斷推進，日漸完

善，為落實全民參與公共事務，政府建置了 e-government、open- data、i-voting等系統及網

站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對政府的信賴、監督。資訊法

乃從人民參與政府活動的法律轉變而來。 

民國 101年正式施行的個人資料保護法，為人格權之權利表現之一，所保護的資訊隱私

權、資訊自主權是 21世紀的基本人權，亦是知識經濟、資訊社會的核心元素。然而在政府資訊

公開法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適用之間必然存在衝突，這些衝突可藉由理論的釐清以及技術方案

上來探討。政資法與個資法兩者間有相異之處亦有相近之處，例如在保護對象上的相近、條件

相近、二者皆為世界型法制等等；兩者的相異之處表現在保護方法上。 

政資法攸關國家三權，個資法則攸關個人人格所受保障的法益，二者間孰輕孰重，何者應

優先，學理上未有定論。然而我國最高行政法院 105年度判字第 225號判決中，法官認為個人

隱私保護優先於政府資訊保護，講者認為個資與政資間的界線是無法切開的，該判決之結果也

不符合大法官會議的看法。然而因該案之政治性，為台灣政資法的開展投下極大的變數。 

按德國通說，若遇到這二者法律的競合問題，應著重公開、個案衡量，特別個資要保護，

而學者專家意見則必須公開。相關議題之後續發展值得關注。 

 

3. 張陳弘博士（美國美利堅大學法學院） 

講題：科技發展與個人資料保護 

發表內容摘要： 

新興資訊科技的發展，形成個資蒐集、使用的難以察覺與難以預測，對於個資保護疑懼的

案例漸出現，例如 Hello Barbie、三星智慧型電視的語音辨識、傳輸功能引發「監聽」的疑

慮，世界最大的社群網站 Facebook亦被質疑透過 APP竊聽用戶對話，使用戶頁面顯示與對話內

容相關的廣告。這些通訊採集科技具有兩項特徵：1.它會記錄通訊內容，而非僅是描述資料的

資料(metadata) 2. 它會將通訊內容傳送至產品製造商或其他第三人。 

個人資料的定義乃指任何資料，可以「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的人有關的、可以切實可行

地透過有關資料，直接或間接地確定有關個人的身分、及該資料的存在形式，讓人可切實可行

地查閱及處理有關資料。個資保護的核心為「通知與選擇」，也就是「告知後同意」的概念，通

知與選擇成為個資保護核心原則的理由如下：可確保個資主體的個資控制權限；為自由市場概

念；對個資使用人而言執行成本相對較低；對政策擬定者而言，是一個管制政治成本相對為低

的選擇。 



該原則在實施上所遭遇到的質疑，例如：提供個資的用戶可能未閱讀隱私政策說明，解決

方式為設計成必須閱讀隱私權政策的模式；或者提供個資的用戶雖閱讀了隱私權政策，但並不

了解其意涵，解決方式為要求隱私權政策內容應盡量簡單明瞭。該原則應不僅著重於收集個資

階段的告知後同意，亦著重於使用階段的告知後同意，並且使用階段的告知後同意已成為現階

段個資保護的重心。 

 

（十四）A4 法與歷史：臺灣法律史的新開展 

本場次由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陳鋕雄副教授主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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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界限－戰後台灣法律史研究的新開展 

發表內容摘要： 

傳統中國是否存在近代西方的法治的概念？社會規範、習俗文化中是否蘊含法律？先秦諸

子的思想或是各時期的律典規範等，多為過去研究傳統中國法的主題。從傳統過渡到近代的討

論中，繼受的相關議題尤受重視，如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成為典型的自主繼受國，整個東亞社會

也紛紛效法日本，繼受歐陸法（尤以德國法為主）；或以今論古討論民本是否為民主、訟師是否

為律師等議題；或探究資本主義、封建社會、奴隸制何時出現在中國，以中國法律史架構回應

西方社會討論。 

過去台灣社會曾被當作中國研究的替代品，然而隨著中國開放，台灣法制發展的特殊性逐

漸被開展。以探討源頭為例，台灣法律是繼受自多元多源的近代西方法，立法痕跡中可見德國

法、日本法、中國法、美國法等。且因為政治變遷，國民政府來台後，名義上的行憲卻伴隨著

長期的戒嚴，使社會停留在非常法治的狀態。戒嚴、動員戡亂、乃至於整個政府政策方向都以

臨時措施，將台灣當作反攻復國的基地為考量，都是研究戰後台灣史時的鮮明特色。另外，由

於過去長期處於穩固政權，過去研究戰後台灣史，都會受到特務關注，並非學者偏愛研究特務

議題，而是特務滲透到各領域，使鮮明的黨政軍特的特性成為另類研究台灣史的特色。 

 探究近代台灣的法治進程，先從法制法典的變革與適用檢討思考，後進到司法體制的研

究，審查審檢分立是否落實、司法獨立等。省籍對台灣的司法人員組成也有重大影響，北京政

府時期時司法獨立，南京政府時期則漸轉為黨化司法的路線，降低革命路程被司法阻擋的可

能，從特工中甄選「戰需檢察官」，後再轉任高院法官、檢察長，至今仍在檢察體系中舉足若

輕。最後就司法以外的法治實踐探討，如赦免、自新等制度。過去針對政治案件有許多特赦、

減刑，在台灣的操作中，也與特務系統密不可分：過去曾有印製假鈔的犯人因具有製作鈔票模

板的技術，獲得特赦被特務派遣至中國製造偽鈔。值得注意的還有戰後中國反省院的設計，在

國民政府來台後則融入教育體制中，形成反省院社會化的過程。 

 



2. 劉晏齊助理教授（輔仁大學法律學院） 

講題：童年作為一個分析範疇：談近年來童年與法律史研究 

發表內容摘要： 

本次主題圍繞在未成年人為何會被認為不夠成熟而不得決定自己的未來？以及年齡的僵固

化是否對於兒少權益有所傷害？ 

外國學者對於該議題多有著述：Joan W. Scott認為「性別」已經成為女人的代名詞，對

於性別的研究實無法根本撼動以男性為主體的當今社會，對此講者認為可以帶進童年作為性別

研究範疇之一，或可改變社會現狀；Philippe Aries也對於 1970年代百分之六十的小孩於十

七歲就已進入工廠工作，現在卻以直升機父母居多的現象作出分析；Leena Alanen以 1980年

代的社會學與地理學作提醒，認為早期人類學研究對於童年的定義就是成人的附屬品的論點應

有所反省；Barrie Thorne認在以女性研究為主體來改善社會的同時，往往忽略同樣弱勢的兒

童經常淪為成人的附屬品，故性別研究應加強從兒童觀點觀之；Gill Valentine也指出，社會

藉由各種法律與行為將兒童排除於各種公共空間，迫使家庭成為小孩唯一的公共空間，其中是

否妥當具有爭議。 

法律之所以會將兒童行為作限制，並以年紀作為成熟與否的判斷，實際上是社會的產物。

法律的規定僵化我們對未成年人能力的思考，例如先前的課綱運動，抗議者所持標題便稱「沒

有行為能力的人，請你/妳回家」；又未成年人年齡與其行為是否合法多被法律規制，如性交年

齡、電視節目之分級、進出網咖等；法律規範什麼才是「標準」的兒童，如亞斯伯格症患者被

貼標籤；尚有對於孩童應展現之模樣的規制，如著制服一定要配白鞋等。兒少福利法在實務上

多用在弱勢家庭上，原因是將孩童留置家中經常是源自收入的匱乏。最後發表人針對有關兒童

的法律規範之歷史的相關著述作出介紹與分析。 

 

3. 陳宛妤助理教授（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題：日治台灣法院判例小考 

發表內容摘要： 

判決意指，法院於個別訴訟案件中，進行事實認定以及法律適用，課予當事人一定行為或

不行為義務。而判決中經最高法院選定為判例者，除了具有前揭內容，亦在事實上具有拘束下

級法院判決之判決先例性質，下級法院應就相似事實案件做出與判例相同的法律見解，判例也

因此間接地對其他個案產生規範的作用，引導社會大眾從事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就此事實上效

果而論，判例可謂最高法院拘束下級判決的「判決規範」、誘導社會行為活動的「行為規範」。 

日治時期的「台灣總督府法院」自日本在台灣進行軍事占領、移植民治維新司法改革至二

戰後政權移轉於國民政府以前，一直扮演民、刑事案件終審法院的角色，深刻地影響日治時期

台灣人民的法律生活。詳言之，日治時期的法院判決雖然就國民政府而言相對陌生，然其承襲

了歐美的司法經驗，並針對台灣當時的風俗民情從事相應的調整，這些法律原則也貫穿了整個



日治時代的台灣社會，成為引導人民行為的社會規範。無論就比較法的分析、國民政府遷台前

的台灣社會的法規範運作與整併、當代人民就法治的理解等角度觀之，日治時期覆審法院、高

等法院的眾多判例見解，則應受到我國司法實務適度考量與尊重，是能因應社會的發展脈絡，

作為法律與社會溝通的橋樑。 

今日，為確保司法審查的獨立性，避免不當涉入個案判決、或推遲法律見解革新等理由，

最高法院已不再選定更新的判例。最高法院的做法是否會影響法律的續造，目前尚無法知悉。

然，日治時期的法院判例應可在法的延續上提供相當的指引與借鏡。 

 

4. 邱大昕教授（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講題：身心障礙與法律—以 1945-1980視障就業為例 

發表內容摘要： 

一般普遍誤解，按摩為盲人的主要職業，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政府對台灣盲人保障的

結果。然而事實上，日本殖民政府並沒有給予盲人較為特別的保障，由盲人壟斷按摩產業。日

治時期以及國民統治時期對按摩業者的管制方法大有不同。在日本政府遷離台灣後，國民政府

則以立法明文要求僅有雙目失明者得從事按摩業，至此，按摩業才正式成為保留給盲人的職

業。 

按照日治時期的法令，按摩技術考試可分為修畢四年以上按摩技術的非盲人考試以及修畢

兩年以上按摩技術的盲人考試兩種考試型式。另外，能提供按摩技術的場所只有盲人學校。欲

學習按摩技術之一般人，則必須前往日本學習，因此一般人取得按摩師執照的難度較盲人為

高。諸如此類的限制不盡然是為保障盲人從事按摩職業，反而可能是為了確保日本按摩師來台

執業的機會，故日籍盲人一度為當時全台按摩等職業人數的大宗。不過，就收入水平而言，按

摩業似乎已成為盲人謀生的主要產業之一，而延續至嗣後國民政府時期乃至今日。 

於日治時期以及國民政府時期，盲人從事的行業主要有按摩、走唱、占卜、針灸等，由於

工作性質，盲人的工作機會極容易受到一般人掠奪，日本政府離開台灣後，國民政府便陸續開

始著手對殘疾人士的保障工作。1950年代，國民政府廢除日治時期的按摩職業規定，為體恤盲

人謀求生計的困苦，不僅對於非法執業之盲人較少進行取締，亦酌參民間盲者權益組織的意

見，制定相關法令保障從事按摩業之盲人，避免非盲人的侵入。 

從台灣史角度觀之，對盲人工作權益的保障有各自時代意義。如加以對照現今社會，從事

按摩業的盲人比例並未因為教育的普及化而升高，反而較國民政府時期還要低。此一現象的成

因、背景等，仍有待相關研究持續考察。 

 

（十五）B4 法與哲學：「法理學有用嗎？」--論法理學與各部門法之關係 

本場次由世新大學法律學系張嘉尹教授主持 



1. 張嘉尹教授（世新大學法律學系） 

講題：無用之用，是為大用--一個法理學者的狂想曲 

發表內容摘要： 

大會本場次的主題為「法理學有用嗎？」，講者之講題「無用之用，是為大用」出自於莊

子，而此句話正是對大會主題的回應。 

法理學和法學的關係為何？法理學和法學都有一些原罪讓雙方互相攻擊。法學專家可能會

認為法理學是非科學的法學、是在學術場域中被邊緣化的法學、且法理學根本沒有被包含在法

治內。而對於法學，亦可能會有法理學者認為法學只是應用學科，只是法釋義學的現實，且質

疑法學的科學性質在哪裡。 

這樣的對立觀點應該如何解套？講者認為法學多元化是最佳良藥，法學多元化是法學復興

和健康的條件。至於法理學是否為能使法學健康的要素呢？法理學在法學的邊緣化是否為法學

的病徵？講者並沒有肯定的答案，但若欲解決法理學被邊緣化的問題，最佳方案也正是法學多

元化。 

那麼法學多元化是什麼呢？複數法學並不是指民事、刑事、行政三類，而是指法學 A+法學

B+法學 C，或是內在觀點+外在觀點+批判觀點的法學，這是由顏厥安教授提出的屋頂理論

（dach theorie），講者相當認同。 

要讓部門法學和法理學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方式，是讓部門法學與法理學談一場戀愛，

談戀愛的良方為：釐清誤會、相互尊重、真誠相待。釐清誤會的方式就是要破除權力關係命

題，而相互尊重亦即要承認法理學與部門法學各自的主體性，真誠相待就是雙方要保持真摯的

溝通、互相幫助成長。 

 

2. 郭書琴副教授（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講題：民事程序法的 Law and Society 

發表內容摘要： 

法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常引起廣泛討論，而法理學，除無用之用視為用外，其提供更多

理論和工具，即作為掌握法律的工具，而思考和經驗則是法律人的任務。故法理學者在身分上

雖常有身分認同，但其就算非雙核心，也是 in-between，協助我們發展出認識論、方法論、議

題與策略，做為雙邊的幫手。 

而在研究的部分，以從法律人類學看民事紛爭解決之訴訟觀的演進：以家事紛爭解決為

例，如當事人之紛爭如何在法律系統中被呈現，進而分析、解決即是法理學可以存在之空間。 

在教學的部分，從非法律人到法律人的知識學習之路：以民事程序法為例，應去觀察的是

法律的格式、類型與法律技術，如民事訴訟法則應以不同之研究方法來研究其圖像，但並不否

認其在實定法上，做為一個法應具有的可預測性，如法院有提供訴狀範例，並有一定需要填寫



的格式，此即法理學協助部門法之一個體現；又如支付命令，該紛爭係一動態過程，不須在作

程序上的特別區分。 

又在法研所的教學方面，從 Law and Society學習民視程序法：從公益與私益在民訴裡的

地位談起，從審級介紹到美國法介紹，會帶領學生去看公益原則如何帶入民事訴訟法，及在現

今社會中，民事訴訟法如何乘載社會需求。從這個角度看，法理學就有它的意義，可以體現他

如何讓雙方都變得更好，更促進理解。 

 

3. 鍾芳樺助理教授（輔仁大學法律學院） 

講題：法理學對公法學研究的意義 

發表內容摘要： 

靜態的法學是一找法之學，動態的法學則是論爭與論證，法理學與部門法學之間應該不只

是單純的戀愛關係，其二者應該彼此相互互動，很難去想像部門法學的研究上不需用到方法論

或是釋義學。而在研究跟教學的過程中，也發現在對於部門法的研究上，法理學的背景確實更

有助於理解一個部門法上的問題。 

而法學研究中的多種矛盾上，從法律的一般性和個案正義之間衝突，脈絡〈歷史與在地〉

和普遍正義的矛盾、社會生成的正義和法官自主客觀的正義上的衝突、政治的法律與法治（提

供政治標準）的法律之間的衝突、對外來法律的排斥與普遍化國際化的法學社會，我們需要立

體的法學研究來處理多種矛盾，法理學提供我們處理部門法學個別在這些領域所產生的衝突，

透過方法論及釋義學的分析，我們更能去認識了解部門法學。所謂立體的法學研究包括，從歷

史的:角度出發，詮釋學的/法歷史的分析；社會的，如社會學下對自律與環境因素的探究；政

治的，如民主之法與法治國民主；脈絡的，如比較法下的法學史與國際法探究，或規則的普遍

性與個案正義的協調；批判的，如法學知識的條件與防止偶然的絕對化。 

故結論上，法理學不外於法學，其不可能過度抽象，而獨立於法學所存在，而法學亦不外

於法理學，透過法理學去理解部門法學，我們才更能去了解它背後的原因，如德國法的繼受過

程或背景。 

 

（十六）A5 法與科技：生醫研究倫理 

本場次由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陳鋕雄副教授主持 

1. 陳仲嶙教授（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題：從權利到政策：個別研究結果向參與者的提供近用 

發表內容摘要： 

研究參與者想透過參與研究，發自其單純的好奇心以了解家庭譜系或族群身分或其結果得



以幫助其健康狀況，而問題在研究參與者對於研究結果是否有近用權。以研究參與同意書之討

論，目前實務上無法落實同意書，亦無法提供研究參與者結果資料，惟對於個別研究參與者有

健康上的意義，例如發現特定疾病基因等。而近用權的申請是否於研究倫理上有相當之容許

性，因大量的近用申請可能對研究者造成額外的負擔，例如造成參與者落入治療誤解、陷入焦

慮或不斷從事無必要的檢驗、拖延研究的進展等，但從實現個人對其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權、

對人的尊重之倫理法則、行善與救助義務之倫理原則和互惠原則，應認為研究參與者應有此權

利。現況下的政策也是兩極，有任何情況皆不提供資訊、皆提供資訊或肯認在某些狀況個人得

以或得資訊。而我國並未有明確之規範，僅得依個資法第十條及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十

條，我國採的是中間立場，亦即於科學有效性 (確保科學上的正確性)、臨床重要性(資訊對於

健康的影響足夠重大)、治療可獲得性(有方法可以避免或預防結果的發生)、參與者的同意(不

應該讓他強迫獲得資訊)，此四項要件才得以允許。就同意之範圍則應採廣義解釋，亦即由蒐集

者生產出來之當事人個人資料，例如檢驗結果、醫療診斷結果及本身當事人蒐集得來之個人資

料。如有同意書約定不提供個人資料之閱覽、複製，依個資法第三條規定，效果應採無效，以

保障參與者之近用權利。惟討論此完整保障參與者之政策，應考量參與者得偏好、隱私保護、

科學有效性、臨床重要性、行動可能性、治療誤解問題、參與者對資訊的理解與使用、對研究

的負擔和對醫療體系的負擔。而執行架構應考量告知後同意內容、確認程序、生物資料庫脈絡

下生物資料庫與個人研究者的角色、通知方法、義務期間、IRB參與、委員會和基因疾病或症

候之清單，以體現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03號解釋，保障參與者的隱私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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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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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內容摘要： 

我們法律的界限是否已過度管制呢？法律逾越比例原則而限縮學術自由。林媽利案想探討

葛瑪蘭族與漢族之基因不同，但是抽血會有侵入性風險，所以使用唾液檢驗，最後被國科會認

定違反倫理，銷毀所有檢體。葛應欽案，長期研究泰雅族人痛風基因，以此申請美國專利，後

來因被抗議而撤回申請。美國還有一個案子，本來以為是要研究糖尿病，結果拿去研究人類起

源、思覺失調症、近親通婚等，最後亞利桑那大學被判賠錢，究竟是不當得利還是侵權行為？

過去台灣研究原住民的缺失： 

A.條碼化:沒有進入部落，造成未能確切了解原住民。 

B.泛原住民化:每個部落文化不同，但擴大統一解釋全部之原住民。 

C.好大喜功:將原住民相關研究結果擴大宣傳以獲經費。 

D.未做到知情同意。 

E.各自為政：許多計畫可能都需要抽血，造成每隔一個禮拜就被抽血，使原住民生活受

擾。 



F.汙名報導:過度強調基因研究的成果，造成某些部落或村被貼上標籤。  

G.跨國採樣。 

然而，文化價值觀的差異:細胞、染色體、DNA等，如何解釋分子生物學呢？科學家的研究

與部落的祖靈信仰是否衝突？群體諮詢、同意機制才為非主流(原住民)之保障。原基法施行細

則為原委會與為福部討論四年才確定。將研究送至原住民委員會審查，結果也要一段時間。現

行原住民研究法律適用，法律行為？台灣高度形式主義，法制化氾濫，過與不及都是不好狀

況。 

 

3.張兆恬助理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題：檢視人體生物資料庫倫理委員會之角色：比較法之觀點 

發表內容摘要： 

biobank是要做什麼呢？是要審查個別案到底該不該通過嗎？其實審查事項很有限，大部

分都在審查個別案，但通常都已經先通過本來機構之 IRB，那 biobank還能說別人不能用嗎？

非醫療專業背景，對於數量、檢體等無法判斷考量，可以交由業者本身決定嗎?英國的

biobank(EGC)一直是我國仿效對象，但是兩國一樣嗎？ 

我國 2010通過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整合了中研院的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以及各醫院

學校的資料庫，可以使用對象為各個醫療院所。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五條:對於委員會的

組成非專業的比例是比較高的，而且應該要有一定的計畫再經過層層檢驗。在台灣，倫理審查

總共有三個單位:自己的 IRB、衛服部的倫委會、Biobank(REC)。IRB、REC皆有倫理之權責。那

單一、生物資料庫之區別?會不會每次探討都太流於討論個案?英國 EGC為 EGF(Ethics 

Governance Framework)的守護者，職責是向大眾報告，使 EGC公開透明，作為獨立監督者角

色。而 UK biobank通過大多不用再去申請別的，只做定期 review，不應該對個別申請提供建

議，應該扮演橋樑，應為外部之監督組織。英國與我國之比較，我國 biobank主要任務在條例

第五條規定下較為廣泛，並且台灣對於個案申請太過重視，為技術性、資源分配問題，而事實

上越多次的審查不會越倫理。不過有趣的是 2015年 biobank(EGC)認為不該提供公眾諮詢，似

乎 EGC重新認定角色。 

 

（十七）B5 法與科技：自由貿易與健康人權 II 

本場次由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倪貴榮教授主持 

1. 吳全峰副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講題：食品安全的守門人：從美國食品稽查制度談起 

發表內容摘要： 



食品安全治理方式為三級檢驗體系：業者自主品管、第三方驗證、政府稽查抽驗。我國在

此三種措施間規範不甚明確，美國之食安稽查制度足資借鏡。 

美國制度分為稽查與認證。稽查為 FDA之管轄範圍，實施稽查時，由於稽查對於隱私、居

住自由等權利侵害較搜索小；若無脅迫情事，亦無違反憲法第四修正案之虞，故法院認為只需

要申請行政搜索令。台灣亦採類似制度。發現違規產品時，美國之處置方式可嚴厲至藐視法庭

動議、罰金與有期徒刑，台灣目前無類似處置方式。認證為私人民間機構發起，參酌 FDA發布

的指南，對各種食品設置檢驗標準。此種措施可彌補官方資源之不足，我國目前則規定一定規

模之廠商須自行送驗。第三方驗證則由經 FDA認可之認證機構（外國政府或私人機構）對外國

進口產品實施，合格產品得加速食品進口程序。 

我國檢驗體系之母法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細觀此法，概念混淆不清，指涉之範圍、權

責界定、實施主體有所重疊，在實踐上有利益衝突之虞（例如受委任之私人得否實施現場查

核？）；政府公權力之行使與私人檢驗機構如何脫鉤？武器平等方面，對於拒絕受稽查之廠商如

何有效強制？皆不清晰。與 TPP相關制度比較，台灣目前制度大致符合 TPP要求；同等性效力

方面，則有他國不承認我國驗證機構之疑慮。 

 

2. 薛景文助理教授（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講題：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對我國食安法制之影響──以輸入食品規範為中心 

發表內容摘要： 

SPS專章關於 WTO進階的規定包含七項較大原則，與相同的保護標準與進口方採取相同目

的。新增查核、進口查驗與證書之細部規範：SPS更具體的規定，但沒有規範主管機關，只規

定最後須讓對方表達意見，但仍可做出自主認定。 

關於進口貨物如何檢查無明文規定，只規範不要增加不必要的遲延。最後採取的測試標示

要跟國際實驗室的相同，且須附理由及科學合理性。期待認證能進化成電子認證，或能承認外

國認證機構取代政府認證，有推動認證的意識。 

加強透明化義務：TPP希望政府的對造皆能取得相關資訊，以納入考量。SPS強制多了至少

六十天的書面提供期，將資訊公諸於世，可提升食安管制的透明性。細緻化區域性條件之適應

認定及新增緊急 SPS措施之規定：SPS新增緊急措施，可提前發動保護，風險評估可以先省

略，提供主管機關即時反應的時間，但時間到了還是要解釋。 

合作諮商與 TPP的爭端解決：合作技術諮商當作爭端解決的管道，如果合作諮商無效，就

要進行爭端解決。國內法：主要參照食安法，系統性查核辦法並未提供輸出國對結果表示意見

之機會，但沒有給予表達意見的管道。進口計畫與進口檢查頻率必須有相關風險考量基礎：食

品衛生輸入查驗辦法基於安全衛生的考量，給予主管機關很大的裁量權，主要委由主管機關的

決定。要求檢驗操作與國際實驗室標準一致:問題在於沒有及早通知（只有寫 15日內通知）。 



結論與建議：輸入相關法規部分沒有太大的問題，不會對食安有不良影響，但習慣委由專

業審查，所以主管機關疏於對外界說明理由。 

 

（十八）C5 法與社會變遷：臺灣非典型勞動爭議行為 

本場次由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張鑫隆助理教授主持 

1. 張鑫隆助理教授（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講題：非典型爭議行為之法地位初探—從德、日之比較法的觀點 

發表內容摘要： 

我國勞動法主要是受德國和日本影響，而這兩個國家就爭議行為的理論有很大的不同。日

本繼受德國，兩者皆為同盟國而性質相當，但日本戰後受到美國影響。集體主義的思想，特別

反映在集體勞動法領域，德國是集體勞動法理論的代表。罷工就是工會要簽訂團體協約，但是

因為與資方決裂，因此付諸爭議行為的罷工。 

在德國爭議行為由德國獨佔，工會罷工必須由工會主辦，因為罷工對於社會或企業是非常

具爭議的衝突，其影響必須控制在合理範圍內。在法國則有個人主義思想，罷工就是勞工獨立

的權利，不用得到工會同意，只要勞工數人向資方爭取權利，不用得到工會同意即可，個人、

臨時性團體皆可以構成罷工。日本有勞動三權保障，罷工是專屬於勞工權利，但因為憲法沒有

規定，因此實務上認為工會法上的工會只是政策的選擇，非工會也被認為有實施爭議行為的權

利。台灣在 2011年修正爭議行為定義，似採個人主義。 

非典型爭議行為，相對於典型爭議行為，如其主體非工會、非以訂立團體協約為目的、非

以罷工為主要手段。非典型爭議行為之發生，在於工會功能式微、非典型勞動增加、勞動尊嚴

意識上漲等因素。在我國，法律上於 2011年修正勞資爭議處理法，承認非工會主體的爭議行

為，及承認團體協約以外目的之爭議行為，於實務上亦出現非工會主體的爭議行為，如華航三

分會的抗議行為。 

然而，典型爭議行為設定的勞資關係與我國現狀不同，勞資爭議處理法雖已承認非典型爭

議行為，但爭議權理論的概念仍未清晰，因此非典型爭議行為其權利內容尚待未來觀察實務運

作。 

 

2. 林良榮助理教授（政治大學法律學院/勞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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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內容摘要： 

台灣之工會以企業工會為主，因人較少資金來源亦較不足，於勞資關係緊張時無力反擊資

方，故以較小成本獲得較大成果之勞動爭議行為對雇主施壓。此種非罷工之勞動爭議行為便稱



為非典型爭議行動。惟應注意者係非典型行動之下又分為爭議行為以及工會活動，而爭議行為

下又有所謂非典型爭議行為，例如非罷工之爭議行為。而非典型爭議行為之手段行動往往是研

究上之熱點。 

台灣目前之典型行動，例如罷工，因法律之規定以及社會現實而被空洞化，故所謂非典型

之行動某種程度亦較難發展。目前台灣之非典型行動，往往與自力救濟之抗爭活動有關，例如

緊急受到裁員、或是工廠關廠等等。然而此種非典型行動之法律界線極度不明，其中甚至所謂

為順法鬥爭之手段，例如拒絕加班或是集體休假等，該種行動之爭議點往往在於，當合法律規

範之手段造成雇主實質上之損失，勞工是否應負法律上之責任。 

相對於爭議行為，工會活動不單純只有抗爭性，其更包括不具對立性之平常性工會活動以

及具有對立性之抗爭型工會活動，而在什麽範圍內是工會活動、而什麼手段行是在保護範圍

內，往往難以區隔，例如當勞工與雇主協商，與雇主協商通常具有互動關係，協商預備階段之

工會活動，為預備協商之目的而來，雇主有忍受義務，然協商之相關活動往往容易因雇主消極

態度激烈化，若雇主拒絕協商，則勞工會傾向採最後手段選擇罷工。又，工會抗爭活動常於協

商時開始進行，越接近罷工越激烈，最後可能被工會之爭議行為吸收或混合。 

 

3. 邱羽凡助理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題：非工會會員之勞動爭議權研究—以同盟外之人為對象 

發表內容摘要： 

最近幾年來台灣爭議行為量變多質量也改變，關於勞動爭議行為需要探討者為，究竟何為

非典型勞動爭議行為，而其重要性為何？因與歐洲國家的文化性差異，相較於歐洲國家常採取

之罷工，我國勞工較常採用非罷工之勞動爭議行為，例如臥軌等，近年來歐洲國家以亞洲國

家，尤其我國為借鏡，觀察有工會但現實狀況下無法罷工之國家，如何進行勞動爭議行為。 

而首先應釐清者為勞動爭議行為之定義。所謂爭議行為指行使本來在法律上認為爭議之行

為，但若行使者為其勞動爭議權之範疇，則其行為受到勞動爭議權保障，但仍有其行使之限

制。而勞動爭議行為包括罷工及其附隨行為（例如罷工時拉起封鎖線）、積極業務阻礙或干擾行

動（例如工會幹部之快閃購物行為）、公共團結行動（包括佔領與封鎖公共場所）、消費者杯

葛。 

因非典型勞動爭議行為之開放性，經常有同盟以外之人加入，而同盟以外之人則指非工會

會員進行勞動爭議活動，例如聲援團體、會務人員、律師等，但問題在於，非同盟人是否受勞

動爭議權之保障。關於此點應回歸最基本問題，即勞動爭議權之歸屬主體，關於此點眾說紛

紜，本文採雙重基本權理論，亦即勞工以及工會皆有勞動爭議權。採此說法將有利於解決工會

霸權之情形，將問題之解決回歸權利衝突之衡量，認為個別勞工於例外情形法益較工會之法益

高，而可行使勞動爭議權，而非一昧否定工會之權利。 

又，工會行使勞動爭議權之手段屬工會權利之一部，據此，同盟以外之人依據工會之規劃



佈局加入工會進行之勞動爭議行為，亦應屬工會之勞動爭議權一部分，而同盟外之人受勞動爭

議權之保障界限亦附隨於工會之勞動爭議權界限，例如誠信原則、可辨識性、可控制性、不能

毀滅雇主、對抗可能性等。 

 

（十九）A6 法與科技：醫療糾紛的新觀點 

本場次由台中榮民總醫院吳俊穎醫師主持 

1. 陳鋕雄副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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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內容摘要： 

醫療訴訟比例佔全國訴訟比例不到千分之一，但十幾年來民刑法學者卻積極參與醫糾論

戰，由此可見其重要性。目前消保法適用性論戰、醫師去刑化論戰，以及醫糾法論戰，為台灣

有關醫糾的主要三場論戰，其中均存在醫療訴訟之處理方式的爭議。 

自債務不履行與契約的締約自由的層面來看，健保制度下的締約自主卻因地域、醫院對於

病患不得拒絕，以及契約的對價與內容而受有限制，彰顯出契約自由在醫療行為的干預之下建

構的不完整。 

台灣醫療產業在病床數及大型儀器採總量管制(Certificate of Needs)，使健保在不同層

級的醫院出現相異的給付價格，與平價提供充分醫療的目的產生根本性的衝突。 Medical 

Exceptionalism 主張醫療事件按本質的不同，處理上應與一般事件採不同規範標準。近年來

(1990~2010年代)，美國開始傾向滿足被害人情感需求，藉由對於醫師的不咎責與病患的匿名

來彰顯對於病患安全的重視，並鼓勵醫院及早與病患和解而有了“I am sorry” laws的出

現。 

大醫院自留風險基金的類型化也是近年爭議之一。自留風險基金係指於糾紛發生前扣除每

位醫師部份薪水成為準備金，於危險發生時按過失比例來決定挪用醫糾準備金抑或向醫師求

償，但目前該制度未達完善，且遭遇大型賠償金時依舊存在賠償額不足的問題，實務上仍有待

推廣。 

對此發表人提出具體建議，認為對於醫糾問題應以醫療機構而非醫師作為制法對象，由醫

院承擔品管責任，利用營業利益來有效提高醫療品質。醫療機構更應具備教育的功能，著重人

才培育並分散風險，將大型損失交付於強制責任險，透過過失比例作責任分配，而小型損失則

交由醫療機構內部處理，是為一可行的方針。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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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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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內容摘要： 

對於醫療糾紛，國外提倡病人安全運動以及訴訟外途徑，以促使醫病關係更和諧，如

apology laws的出現、Joint Commission and Full Disclosure Policy 要求只要醫院發現有

傷害就必須揭露，以及 The Michigan Model密西根模式：揭露、調查、道歉，及和解等，都彰

顯外國以發現真相為其主要訴求。然而在台灣，「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與「病人要的

是錢不是真相」使病患與醫院間認知上出現落差，則實務上該如何依循，並且研究真相在我國

醫療訴訟制度上的重要程度及不同理解是否導出不同差異等即成為本次研究的重點。 

本研究採質化分析，以訪談為主，對象分別為醫法雙修人士、純法律背景人士、雙北醫學

中心工作人員、雙北醫院醫糾與醫療品質相關主管，雙北與台中醫糾調解人士等。資訊的公開

其實有助於管理訴訟的曝險，惟台灣對於真相的論辯不夠完全，且縱醫療師顧的真相有釐清之

可能，醫療機構卻對於真相的發現力有餘而心不足，故認現行實務上的調解仍以和解為目的，

對於真相也只有選擇性地揭露。 

醫學上所認定的真相為客觀前後因果關係以及事件的時間序列，並由醫糾檢討會及醫品部

門去管理不完善之處；病人想像的真相卻是關鍵是醫事人員是否負責，重的不是真相是有責任

歸屬；而自法律的角度，則著眼於事故是否滿足過失責任構成要件以及賠償額度的計算，這方

面就責任歸責的面向反而與病患所追求的較為接近。 

病患情緒性地看待意外導致咎責的期待，進而對於醫事人員產生犯錯之確信。形成犯錯確

信的時間點往往不是當下，並以道歉或賠償作為想看見的結果。發表人對此建議法院於判斷過

失上應結合醫學上真相認定的方法，藉由拓展證據方法來改善醫糾排解的處理。 

 

3. 邱琦法官（臺灣高等法院） 

講題：臺日民事醫療訴訟實務比較研究 

發表內容摘要： 

比較台灣與日本兩國在醫療訴訟方面的數據，可以發現日本的醫療訴訟和解率明顯高於台

灣（東京約 55％、大阪 58％、雙北加桃園總共約 7％）、鑑定率則明顯較低。以下將以講者實

際訪問東京、大阪法院法官之經驗及其所蒐集之數據，分別探討有哪些因素影響和解意願及鑑

定與否之意願，期望能了解兩國和解率差異的原因。 

在和解意願部份，醫界方面，由於醫師責任保險制度較為完善，只要糾紛金額是保險所能

涵蓋，醫師即有意願與病家和解；由於醫師獨立開業成立小規模醫院的比例較高，醫師與醫院

間關係較為緊密，有糾紛時院方往往主動出面解決、兩者密切合作，不會有互相卸責、兩者皆

不願出面賠償的情況。在法界方面，律師費為必要訴訟費用且職前、在職訓練較為完足，律師

較有意願且有能力承接醫療糾紛，並能妥善處理。 

在鑑定意願部份，醫界方面，係因資訊較為公開——有較高比例的醫生願意「具名」針對



紛爭個案提出醫學意見，增加其意見的可信度；各地亦有許多由醫師、律師共同組成的諮詢團

體提供意見。病家在起訴前、訴訟中皆有管道能夠得到充足資訊，即不會輕易興訟；即使起

訴，也不會過度依賴法官指定鑑定人。 

觀察到上述現象後，須思考台灣是否有相同條件？講者認為我國地狹醫師少，較無法期待

醫師具名提供意見。可努力的方向是：改變法律人才教育方式，加強要件事實認定、ADR的訓

練；提高鑑定費用，使醫師有更高意願貢獻其專業知識，參與事實面的爭點整理；創設法院聘

請醫事相關專門委員的法源；推動擬定「醫療訴訟辦案實施要點」，跟律師公會合作，制定醫療

訴訟的 SOP。期望法院能成為促使醫學進步的地方，而不是懲罰醫師的地方。 

 

（二十）B6 法與科技：心理學與刑事正義 

本場次由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金孟華助理教授主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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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內容摘要： 

刑事訴訟法的兩個基本設定：這篇論文旨在拋磚引玉金孟華老師在撰寫過程中的一些想

法。在刑事訴訟法中有兩個基本設定，其中一個設定是法官之決策環境，也就是所謂的自由心

證主義，刑事訴訟法第 155條第 1項定有明文。但在同法第 47條、第 155條第 1項但書、第

156條第 2項、第 4項皆為此項原則之例外。第二項設定是，證據都是獨立的，也就是所謂的

「證據排除法則」。 

自由心證主義的法制史演進：自由心證的內容非常空泛，其實就只有「不違背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這些標準而已。從法制史的觀點來看，是中古世紀的「神裁法」演進的，最初其實

受到宗教的影響，因為他們並不認為人可以審判人。後來演進到法定心證主義，變得非常嚴格

證明，如果是重罪，則必須有兩個目擊證人或是自白才能定罪，一旦成罪，才採取 blood 

sanction作為處罰之方式。最後則變成自由心證主義，其實本質上是對於法定心證主義的反

動。整個演進過程，其實反映的是刑事司法理性化的過程。詳言之，從中古世紀認為只有神才

能審判，到最後完全相信人也可以審判的過程。 

對於理性決策之質疑：接著，金孟華老師提出對於理性決策之質疑，也就是認為人們在進

行決策時，會受到各種情緒、刻板印象、認知錯誤、思考捷徑等因素影響。具體化而言，包含

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最後通牒賽局（ultimatum game）、隧道視野（tunnel-vision）

等。上述其實都是行為經濟學領域對於理性經濟學的反思。但法律領域似乎沒有相關論述出

現。 

將所有證據皆視為獨立證據？在 Old Chief v. United States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證據不能只單獨判斷，其可能有擴散式的影響。 



「被前提影響」的認知錯誤：從心理學的論述中，金孟華老師發現其認為自白之質量很

重，其會造成其他證據實質上污染之效果。自白同時也會影響鑑定人（測謊人員、指紋鑑定人

員等）最後的判斷。也因為證據間會互相影響，對決策者而言，證據之間很容易形成相互補強

之假象。 

 

2. 趙儀珊助理教授（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 

講題：對殺人罪案件之證人、證詞及指認之可信度實證調查 

發表內容摘要： 

過去在歐美其實有非常多相關的研究，但我國似乎比較欠缺。本研究主要用比較量化的方

式去討論這個議題。 

首先，趙老師提到佛山台商案（杜氏兄弟案）。本案中，有一個證據非常有問題。案件事實

是有一對兄弟被懷疑用殘忍的手段殺害五個人。隔天有一個計程車司機到警察局作證，原本證

述載到兩個台灣人，下車買了「西瓜霜」跟「止痛膏」。但後來改稱是買「西瓜刀」以及「米黃

色乳膠手套六套」。對於認知心理學家這個證詞其實是非常可疑的，因為： 

A. 計程車司機怎麼會知道後面的乘客是台灣人？ 

B. 怎麼會記得乘客到底買了什麼？ 

C. 從記憶而言，西瓜刀跟西瓜霜這樣的聯結其實是很奇怪的，其形成虛構記憶的可能性

很高，但究竟是故意還是真的忘了？一審被告被判決無罪，但後來上訴後本案死刑定讞。 

有許多文獻指出，實務上法官會以錯誤的因素作為判斷可信性高低之依據，例如以是否有

創傷反應來判斷。 

關於「證人可信度」而言，趙老師引述 Bala可信性評估的四個面向，其中包含誠實、記

憶、易受暗示性、溝通能力。誠實的部分，檢警必須自行判斷，例如當事人是否對於人事時地

物有故意隱匿，或是其與被害人關係的隱匿。記憶部分，則判斷案件中之當事人是否有足夠的

記憶能力記得案件之細節？這是正確性的部分。至於完整性則判斷當事人到底能提供多少案件

細節。易受暗示性部分，則判斷證人記憶是否受到他人污染？有時候是檢警可能誘導訊問而污

染證人證詞。最後，在溝通能力部分，則判斷當事人是否有溝通能力表達出這個案件的內容，

這部分相較起來比較簡單，因為心理學有許多方法可以執行。 

Bala另外提出理論論述法官與陪審團如何判斷一個當事人證詞之證明度。其包含：第一，

「證人之證詞是否有矛盾？」、第二，「證人作證時之行為舉止，如肢體行為、講話方式、信

心」其中，信心的部分，心理學發現，信心與可信度無關甚至是負相關。第三，「判斷證人之陳

述是否一致或有矛盾？」第四，「證詞是否 make sense？」。第五，「證人信用名聲如何？」，即

他人對證人是否有「誠實」或「不誠實」的評價。 



本研究中以網路問卷為研究方法，問卷拆成三個部分，第一是法官對證詞之看法、第二是

對證人特徵之看法（包含指認）、第三是讓法官分析筆錄之一小段，讓法官去判斷該訊問之問題

是否適當？從前導性研究結果（pilot study）可發現，法官認為，有信心的人的證詞比較可

信、用偵訊娃娃比用單純口頭訊問還可信、是否有前科與犯罪有關。但上述這些命題其實都與

心理學的理論不符。本研究之後可能會納入學習司法官為實施問卷之對象。 

 

3. 羅士翔律師、蔡晴羽律師（臺灣冤獄平反協會） 

講題：平反冤獄的運動策略：以「科學」作為進路 

發表內容摘要： 

蔡晴羽律師講述在平反冤獄的運動時所遇到的困難，及對以科學作為進路的期待與疑惑。

其首先介紹了個案救援的四種策略並討論哪一種策略最為有效。 

第一種策略為利用監察院，其好處是可以調查，但壞處是其對於享有審判獨立之法院而

言，基於權利分離，並不具有拘束力。第二種策略為非常上訴，但非常上訴有兩個困難問題，

其一為須說服檢察總長提起，其二為即便說服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仍可能駁回。

第三種策略為釋憲，目前唯一透過釋憲平反成功的案例為徐自強案。但即使釋憲后，更六七八

審仍曾被判有罪，知道更九審始改判無罪，可見釋憲並非好的平反進路，尤其釋憲結果無法預

期，且釋憲成功仍不保障平反成功，其對個案的幫助並不大。第四種策略為再審，以陳龍綺案

為例（冤案平反協會第一個平反成功案件），該案以 DNA鑒定申請再審，最後改判無罪。 

關於以科學新事證提起再審的部分，2015年新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規定，似乎

意味著以科學新證據提起再審將為平反冤獄的未來進路，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數據顯示，修法

前後的再審開啟數量大致相同。冤獄平反協會在個案中發現以科學新證據提起再審亦有許多困

難。在林金貴案中，指紋不符、測謊林金貴亦無反應，冤獄平反協會以監視畫面所顯示的嫌疑

人頭髮長度，與林金貴在案發前二個月的照片的頭髮長度作比較，以皮膚科醫生等專家作鑒

定，證明監視畫面的人不可能是林金貴，并以此申請再審，但法官最後仍以種種藉口駁回。 

蔡晴羽律師研究指出，法官對某類案件，較容易開啟再審，其中包括對與另案判決認定事

實之案件、另有真兇案件、法律適用前提事實有誤案件。 

蔡晴羽律師認為無法使法官傾向願意開啟再審的原因可能必須探究法官的內在審判心理問

題（法官可能能被潛在要求需要找到真兇，只說明一個人可能是被冤枉的不夠），並幫助法官跨

域此問題。 

 

（二十一）C6 法與科技：科學實作與訴訟實務的交會點 

本場次由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林宜平所長主持 

1. 陳信行副教授（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講題：台灣 RCA訴訟中的時間因素 

發表內容摘要： 

毒物侵權訴訟中，原告須面臨三大難題。第一，原告必須證明一般因果關係以及個別因果

關係，非常困難；第二個難題是揭穿公司面紗，很多公司都設在海外稅賦天堂；第三個則是法

律上的時效問題。 

民國 104年 4月 17號 RCA案第一審的勝訴判決中，在這三個方面都有重要的見解突破，講

者本次講題重點放在時效方面的進展。民法第 197條有短時效、長時效，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

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自有侵權行為時起十年消滅。本次判決見解認為，民法第 197條的

「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必須是專家出庭作證、把因果關係課題拿出來辯論之時，才算是

請求權人知悉，兩年時效應由該時點起算。並不是從請求權人身體出現任何狀況時起算，因為

身體疾病的成因複雜，難以要求請求權人在身體出現狀況時立即感知到毒物之導因。 

環保與職災保護體制在面對科學不確定性時，會造成對人民健康保護的漏洞。原因是我國

相關的立法，例如空汙法，多採負面表列模式，也就是無害推定原則，僅列舉出禁止的化學元

素類別。但其實科學是很無知的，美國化學文摘雜誌的化學品登記種類數已有 121,490,286

種，且約 1-5秒就增加一種。人類對於自己所創造出來的化學宇宙，所知非常有限，而一個化

學品被發明後，大概要十年才會被納入管制。 

毒物侵權訴訟中，原告若早提告，常面臨檢驗技術尚未發展完全、科學證據不足之難題；

而若待相關技術及病徵發展至一定程度才起訴，又可能已罹於請求權時效。故前述 RCA案一審

對時效起算點的見解算是較符合科學實作的現況。 

 

2. 林宜平所長（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講題：從動員到轉譯：RCA毒物侵權訴訟的科學與法律 

發表內容摘要： 

首先簡介 RCA案，RCA案在民國 105年 4月 17日一審判決勝訴，本案是關於三氯乙烯與四

氯乙烯環境汙染，在民國 97年工廠員工成立自救會，民國 93年起訴。被告公司聘請理律事務

所的律師辯護，前期一直針對訴訟程序點攻擊，致原告行使請求權困難重重。 

本案目前成功的關鍵之一是當初的法律動員，法律動員可以吸引潛在受益者加入運動，而

提起法律訴訟可以使訴求行動變得戲劇化，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RCA案中原告多是單一點

擊，不若被告擁有許多資源網絡，原告對抗被告就像小蝦米對抗大鯨魚。故講者分享本次原告

主張權利的過程，希望累積弱勢團體單一點擊的訴訟經驗，讓協助弱勢團體的信念律師、運動

團體與進行調查研究與出庭作證的學者專家等，增能為多次玩家，幫助未來環境健康運動進行

法律動員。 

整個案件因為涉及法律、化學、病理學等跨領域問題，且資訊龐大，在合作過程中，「轉



譯」是非常關鍵的環節。RCA訴訟中需要各種「轉譯」，包括異國語言、「夾槓」（jargon）亦即

不同領域各自的專業術語、圖像照片影音等非文字資料至文字資料的轉譯、原告身體經驗的轉

譯、相當因果關係、流行病學因果關係與疫學因果關係的轉譯。 

RCA案透過自救會、工傷協會、律師、公衛學者、病理學者等網絡合作，打贏了第一場訴

訟，就像英文所說的「A school of fish」一大群願意學習的小魚，形成了能與大魚對抗的魚

群。 

 

3. 湯家碩研究助理（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講題：雲林民眾告台塑: 以集體訴訟案挑戰空污管制失能 

發表內容摘要： 

從雲林六輕空污管制與健康風險談起，空氣污染的物質的種類繁多，除了傳統研究的硫氧

化物，到懸浮微粒 PM2.5，甚至是輕油裂解產生的揮發性化合物，根據研究至少高達上百種。

除此之外，也難以被歸納為單一的污染來源，無論交通工具排放、其他工廠的排放、火力發電

廠乃至於季風帶來境外移入的污染物質都有可能。此外本案不同於 RCA案件、中石化等工害案

件，係因為此案為地方居民提起而非工廠工人，因而在證明暴露在有毒物質的特殊性則更加困

難。 

其次為訴訟現場的觀察，本案進行不到半年，目前進行到第五次的地方法院言詞辯論庭。

每次開庭時，六輕廠方都會派出多名幹部到場，在被告律師答辯時助威、揶揄原告律師，在現

場製造氣氛上的壓迫感。由於目前爭點尚未凝聚，被告律師首先聚焦在法人是否有侵權能力等

非常前置性的問題，並就六輕廠的排放合法並有監控數據，以及如同 RCA案的被告主張原告應

證明特定物質造成疾病的流行病學上的特殊因果關係等相關問題做反覆爭執。從非法律人的眼

中觀察到法官的兩面性：既是中立的裁判者，也是網路鄉民，以普通人的角度理解案情及流行

病學的專業知識，使在訴訟進行需要「轉譯」。 

最後是對六輕訴訟原告的訪問結果，除效法 RCA案的精神，幫原告個案建立暴露跟人口學

上的資料，也是出於社會人類學的好奇，探究不惜負擔龐大的訴訟費用，仍主動投入對抗大型

企業訴訟的原告動機。相對 RCA案以及中石化案件，六輕仍然持續運轉，不僅意味著繼續製造

污染，同時也代表對於當地社會的影響力仍存，無論是人際公關或是政治網路。訪談內容以基

本人口資料、對六輕的污染認知以及訴訟參與的動機為主。從訪談中得知居民人口普遍高齡、

對六輕造成的污染認知有限，在對於污染情形一知半解時仍然願意參與訴訟的原因在於多數人

對於污染都有共同的體驗：臭氣、從地方人際網路感受到癌症蔓延。從受污染的家鄉感受認同

焦慮與危機意識，形成一種「有限但是可塑的能動性」來參與訴訟，甚至組成自救會，觀察到

在研究過程中學者也有了動員受害者的能力。 

 

 



五、研討會成果與效益： 

（一）研討會參與狀況 

在提供豐沛觀點與充分交流機會的環境下，各界人士參與意願極高，與會人士包括司法實務界

人士、各大律師事務所律師、各大學校教授與學生等等，第一天參加人數逾 223人次，第二天參加

人數逾 172人次，於大會專題部分成功邀集 10位學者專家共襄盛舉，其他場次則共有 49位學者專

家參與。在徵集論文之部分，本研討會以法律科際整合為核心，廣徵採用法與社會觀點、具備跨領

域性質的論文，成功徵集論文投稿 38篇，上台發表共 18篇，壁報發表 7篇，發表途徑多元，徵文

反應熱烈，可謂確實達到學術與實務交流激盪的目的，為法與社會學術研究立下一重要之里程碑。 

在問卷調查結果方面，與會者對於本研討會之參與程度很高，且有一定之滿意度及意見回應，

以下茲以圖表表示之： 

 

 

第一天問卷調查結果呈現高度知識進修需求及對於本研討會主題之興趣 

 

 

 

 

 

 



 

 

第一天問卷調查滿意度達 97.6% 

 

 

 

第二天問卷滿意度仍高，並認為本研討會對職場活動極有助益 

 

由上可知，藉由法與社會的跨領域研究主題，與會者得以從法釋義學外的觀點探討臺灣法秩序

的重構，思考和審議當今法律與社會所面臨的各種理論和實踐問題，此等具有跨時代、國際化、跨

領域性質之學術研究，信能有效促進國內民主與人權意識之提升。 



除此之外，本研討會並成功凝聚國內跨領域之學術研究，擴大研究成果之影響力於社會，使法

與社會之學理與實務得以在相同平臺互相檢證與回饋，強化法律結合社會科學領域知識之實戰價

值。透過本次研討會的主題，亦即跨領域的知識碰撞，使參加者得以了解法律在真實社會與文化脈

絡中的存在、運作與影響，進而思考、重視以證據基礎的法學研究方法，促進國內法學實證研究風

氣，提升法學研究與法學教育的品質；透過研討會過程中對於相關議題提出不同建言與批評，更得

以客觀的立場進行實質的討論，信能給予實務工作者處理法與社會相關議題一嶄新思維。 

最後，經過本次研討會之舉辦，本土研究之凝聚力已明白對外展現台灣對於促進民主與人權之

決心，除揭示台灣在自由民主環境下的學術生命力，更進一步將台灣法學研究之成果以及台灣作為

民主法治國家之跨領域研究經驗展現於國際；因此，本研討會並非僅具國內研討會之性質，更係將

台灣民主憲政與經濟發展之經驗，轉化為可貴之軟實力向國際發聲，此將促使台灣成為東亞國際關

係影響、甚至是全球發展中不可或缺之一環。 

 

（二）實務與學術對話的各場演講 

本研討會分為兩天進行，其中共有四場大會演講，主題包括「法學與勞動正義」、「法學與性別

平等」、「醫療人權」、「法學教育的典範創新」，於法學與勞動正義之場次，本研討會有幸邀請到劉尚

志院長、黃程貫教授及劉志鵬主持律師針對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的現在與未來進行學術與實務之

經驗分享；於法學與性別平等之場次，則成功邀請林志潔副院長、張文貞教授及陳惠馨教授等性別

平等法學權威，以蔡英文時代之性別、權力與法律為題，針對我國女性參政權於行政權中與立法權

落實之差別進行分析，並對於被壓迫者之角色為定位，探討現今社會階級翻轉及改革之方向；於醫

療人權之場次，本研討會成功邀請阿肯色州大學法學院 Robert Leflar教授，跨海針對法社會學、

醫療錯誤與防衛性醫療進行演講，並強調跨領域研究方法數據完整之重要性，秋元奈穗子助理教授

並提供日本法關於醫療處置錯誤之觀點，對於醫療錯誤之法律研究提供了另一扇比較法之大門。 

除此之外，各場次演講皆有國內頂尖法學專家共襄盛舉，主題涵括：憲法與社會變遷、自由貿

易與全球化之人權議題、性別、族群與勞動平權、科技發展與人權、刑事正義、法學教育與法學研

究方法，無一不是台灣社會當前最迫切之議題，學術與實務之間的交流成果豐碩。 

除此之外，在各個場次之後均有 10分鐘的 Q&A時間，與會人士積極提出建言與批評，並舉出自

身於實務工作時所遇見的問題或解決之道，可供對各議題發展高度關心之人發展更多新的思維，也

提供其他實務人士做為參考，甚或提供政府做為施政或立法時之建議，實為一場學術交流之饗宴！ 

 

（三）繼往開來，延續法律與社會跨領域議題之關懷 

我國法具有繼受法的傳統，法律社群積極向西歐、日本、美國等先進國家學習，然而法律除了

訴諸普世或先進價值以外，勢必亦反應的國家的社會、歷史與文化價值。法學是屬地性頗強的學術

領域，法律的詮釋、法學原理的探究到各種公共政策的辯論，本土議題永遠是法律人所關切的，經



由本次研討會，得以藉由法與社會的結合，從法釋義學外的觀點探討臺灣法秩序的重構、思考和審

議當今法律與社會所面臨的各種理論和實踐問題，透過法與社會研究方法的演繹以及跨領域的思

維，呈現臺灣法學研究的新典範；在問卷調查部分更可感受到與會人士對於本研討會之重視，對於

法與社會之研究，是為一重要之學術舞台。 

 

 

 

 

 

 

 

 

 

 

 

 

 

 

 

 

 

 

 

 

 

 

 

 

 

 

 

 

 

 

 

 



六、研討會活動照片 

 

 
開幕典禮與大會專題演講 1 交大科法學院劉尚志院長與黃程貫教授、劉志鵬主持律師 

 

 

 
大會專題演講 2 主持人交大科法學院林志潔副院長與主講人陳惠馨教授、張文貞教授 

 

 

 

 

 

 

 



 

 

 

大會專題演講 3 主持人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劉尚志院長 

 

 

 
大會專題演講 3 交通大學陳鋕雄副教授 

 

 

 

 

 

 

 



 

 

 
大會專題演講 3 中正大學施慧玲教授 

 

 

 

大會專題演講 3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邵瓊慧資深律師 

 

 

 

 

 

 

 



 

 

 

大會專題演講 4 主持人交通大學陳鋕雄副教授 

 

 

 
大會專題演講 4 主講人 Prof. Robot Leflar 

 

 

 

 

 

 

 



 

 

 

大會專題演講 4 與談人交通大學秋元奈穗子助理教授 

 

 

 
A1主持人陳惠馨教授與主講人簡資修研究員、王曉丹教授、郭書琴副教授 

 

 

 

 

 



 

 

 

B1 主持人施慧玲教授與主講人許碧純副教授、林谷燕副教授、林瑞發副教授、翁燕菁助理教授 

 

 

 

C1 台北大學郭玲惠教授 

 

 

 

 

 

 

 

 

 

 



 

 

 
A2 現場與會來賓熱烈參與 

 

 

 

B2 主持人倪貴榮教授與兩位主講人楊培侃副教授、江浣翠助理教授 

 

 

 

 

 

 

 



 

 

 

C2 臺北大學官曉薇助理教授 

 

 

 

A3 主持人交通大學邱羽凡助理教授與主講人吳聖琪副隊長、陳慈幸教授、古楨彥助理教授、毛松廷

法官、黃任顯律師 

 

 

 

 

 

 

 

 

 



 

 

 

B3 主持人張兆恬助理教授與主講人翁欣怡社工師、楊子瑩碩士、陳思宇碩士 

 

 

 

B3 楊子瑩碩士與現場來賓互動 

 

 

 

 

 

 

 

 

 

 



 

 

 

C3 高雄大學謝國廉教授 

 

 

 

A4 主持人陳鋕雄副教授與主講人劉恆妏副教授、劉晏齊助理教授、陳宛妤助理教授、邱大昕教授 

 

 

 

 

 

 

 

 

 

 



 

 

 

B4 主持人張嘉尹教授與兩位與談人郭書琴副教授、鍾芳樺助理教授 

 

 

 

A5 主持人交通大學陳鋕雄副教授與主講人陳仲嶙教授、何建志副教授、張兆恬助理教授 

 

 

 

 

 

 

 

 

 

 



 

 

 
B5 主持人倪貴榮教授與兩位主講人吳全峰副研究員、薛景文助理教授 

 

 

 

C5 政治大學林良榮助理教授 

 

 

 

 

 

 

 

 

 

 

 



 

 

 
A6 交通大學陳鋕雄副教授 

 

 

 

B6 主持人金孟華助理教授與主講人趙儀珊助理教授、蔡晴羽律師 

 

 

 

 

 

 

 



 

 

 
C6 世新大學陳信行副教授 

 

 

 

研討會現場座無虛席 

 

 



 

 

 

會場外壁報發表，來賓與作者意見交流 

 

 

 

會場外壁報發表，來賓與作者意見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