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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5日（周三）下午3時30分於城中R2123會議室，為感謝本院系專兼任教師

一年來對同學的教導與關懷，特舉辦「法學院敬師茶會」，當天共有36名專兼任師長參

加，會中洪家殷院長、林三欽副院長及王煦棋副系主任皆表達對師長們給予東吳法學院

每位學生教誨與教導之感謝，並請院友會榮譽理事長洪長岸學長代表院系同學與院友們

對老師們表達誠摯的感謝與祝福，全場透過詼諧幽默的感謝短片和音樂系同學的現場演

奏，氣氛溫馨與歡樂，在與會師長們一起合照中整場茶會畫下圓滿句點！

「法學院敬師茶會」

氣氛溫馨！圓滿成功！   

院  友  會  

新任理事簡介

禮聘大師~領受風範、師生福氣

顏慶章 講座教授

顏慶章教授，台灣大學法學士、法碩士，美國密西根大學法學碩士，曾任總統

府第一局局長、財政部政務次長、財政部部長、駐WTO代表團常任代表及元大金融

控股公司董事長。且顏教授於民國69年9月至民國85年7月曾在我院兼任授課，專攻

領域為國際經濟法、租稅法、關稅法，著作豐碩，理論與實務兼備；並獲有行政院

功績獎章、法國總統頒授騎士勳章、二等景星勳章等榮耀，不論學界或實務界均有

極高地位。

本院為借重顏教授學界與實務兼容之專才和開拓法學院師生之金融、財經視

野，於2013年5月30日(周四)下午3時30分於本院七樓1705會議室舉行禮聘茶會，特聘

顏慶章教授擔任嚴家淦法學講座教授，於102學年度舉行研討會一場及上下學期各舉

行講座一場，期能透過顏講座教授於學界和實務界之傑出成就，促進學術發展，嘉

惠東吳法律學子。

陳  冲 講座教授

陳冲先生歷任行政院長、副院長、金管會主任委員、永豐金控董事長、合作金

庫董事長、證交所董事長、財政部政務次長，今（2013）年初自行政院長一職卸任

後，轉任總統府資政，「東吳法商講座」為借重前行政院長、現任總統府資政陳冲

先生財經實務與視野，特禮聘擔任「東吳法商講座」教授，於102學年度於本校開

設《財經及公共政策論壇》課程。並於民國102年9月18日下午於城中校區舉辦講座

教授禮聘暨歡迎茶會，潘維大校長、法學院洪家殷院長、商學院詹乾隆院長及兩院

師生數十人都到場表達歡迎與感謝，陳講座教授將整理多年在企業界及參與政策的

寶貴資料與經驗，以分享「思考」的方式讓法商學院研究所同學選修，讓全校師生

都能親身感受「閣揆級」老師的風範與薰陶。 <摘自東吳校訊62期>

                                                                                                

陳和慧 學姊

56級大學部畢業
現任 財神會館負責人

游明同 學長

76級大學部畢業
現任 台灣房屋總執行長

黃鴻圖 學長

68級大學部畢業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法學碩士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
現任 大展聯合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王聖鴻 學長

100級碩士在職專班畢業
現任 元大國際資產公司業務部副總經理

2013年10月25日（周五）下午6時整假R1104會議室召開「法

學院第3屆院友會理監事會102年度第1次會議」，全體出席理監

事一致推舉增加56級陳和慧學姊、68級黃鴻圖學長、76級游明同

學長及100級王聖鴻學長擔任第3屆理事，並推舉李念祖理事長與

洪長岸榮譽理事長擔任「東吳大學法學院傑出院友遴選委員會」

院友會代表，會中洪家殷院長就研究、教學、學生輔導與院友聯

繫等各方面報告現有發展與未來願景，並與李念祖理事長和全體

理監事就民國104年建院百年暨第8屆院友會籌備事項進行討論與

規劃，在學長們踴躍表達和侃侃而談對母院的建議與期許下，氣

氛溫馨與融洽，為推展百年院慶暨第8屆院友會展開序幕。



本院法四D黨奕安、法四C高靖奇、法三D陳奕仁、法四B蔡昕穎、法三C蔡謦伊以及教練團法碩二劉容真、法碩一楊貴智、法碩三李濬勳、法碩四李柏翰等九位同學在何婉君  

老師的指導下，參加2013年「傑賽普國際模擬法庭辯論賽台灣區區域賽」脫穎而出一舉奪冠，本次比賽共有本校及台大、政大、清大、東海、台北大、文大、成大等多所

學校（共9隊參加），法三D陳奕仁及法四B蔡昕穎更獲得傑出辯士，本院代表隊代表台灣於3月27日赴美(D.C)參加2013年傑賽普世界盃比賽(Philippe C. Jessup International Law 

Moot Court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Round)，本院連續六年取得國家代表隊資格，表現特優，全院師生同感光榮！

本院系由黃心怡老師領軍，帶領法五A 牛嗣捷、法五A 莊清翊、法五A 林佳慧、法五A 邱千菱、法五D 馬叔平及企三A 謝宜臻等六位學生組成實力堅強的隊伍，經外交部嚴

格評選，獲得青睞，獲選外交部「102年國際青年大使」殊榮，暑假代表我國前往美國華府、紐約及波士頓訪問交流，協助政府推動活路外交。

林誠二老師、李玲玲老師、黃心怡老師榮獲本校100學年度「熱心導師」，並獲獎牌一座，而101學年度「熱心導師」則由蕭宏宜老師獲選，恭喜四位老師，也感謝導師們的

付出與貢獻。

本院系排球隊從16隊中脫穎而出，榮獲「2013大法盃排球錦標賽」三冠王佳績（男子組冠軍、女子組冠軍及校友組冠軍），表現十分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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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賽  競賽心得      

歡迎新血加入東吳法學院系大家庭～

NEWS

李春福 老師

我是李春福老師，非常榮幸與高興

能留在我們母校，為學弟妹們奉獻所

長！今年（2013年）1月，以非常上訴之

研究為題，而取得我們東吳大學法學博

士學位。也先後在：國立空中大學兼任

助理教授、以及兼任我們東吳大學法律

系、德霖技術學院、聖約翰科技大學等

講師，並曾服務於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

多年，致對刑事訴訟法產生濃厚興趣，

進大學時，抱持著一年參加一個大型活動的心態，不論是營隊、舉辦比賽等

等，沒想到真的四年都達到目標。在大四下學期，本來認為接下來有升學計畫，就

不會再參與其他活動，卻在學校公布欄看到理律盃的相關訊息，題目又是感興趣的

內線交易，再加以同學的鼓吹跟循循善誘，一頭栽進了龐大的模擬法庭世界。

 在組成競賽團隊之後，自暑假起我們從基礎知識出發，相互討論內線交易的要

件以及要如何適用在題目之中。內線交易博大精深，簡單的一個條文要適用在現實

案件上實在是難上加難，在討論的過程中，意見相互歧異的機會非常的多，言語的

交鋒非常之激烈。雖不免爭的面紅耳赤，卻也讓我們意外增加了練習口條跟邏輯思

考的時間，以及簡單的辯論技術。

 討論到一定程度，就開始著手寫論告書以及答辯書。從過往所看過的法院判

決、起訴書、一些學長姊提供的訴狀，本以為好像並不困難，沒想到真的寫起來之

後困難重重。看著那些邏輯嚴謹或是層層堆疊頗為完整的文書，再回頭看自己繕打

的文稿，實在是令人大嘆肚裡無墨、文采欠佳。另外，論告書以及答辯書皆是由隊

員分段擬稿而成，放在一起就會發現有重複跟矛盾之處，因而必須潤飾修稿，關

於這部份也是非常浩大的工程。特別是最後的逐字審校，真的是要做到「錙銖必

較」，體例、架構、一個字都不能出錯，加總將近四十頁的文稿審起來，精神都快

去掉一半，至此非常佩服出版業的審校能力。雖然倍感艱辛，不過最後當拿到印出

來，熱騰騰的論告書以及答辯書時，仍然非常的開心。

書狀完成之後，進入了練習當庭陳述的階段。模擬法庭的陳述要領在於要散發

出一股能使法官信服之氣勢，讓法官的心證能夠倒向我方。因此，能夠做出一番

流暢無阻礙的說詞，同時對於法官的提問可以適當的回應並引導到有利於我方的氣

氛，就是得以勝訴的不二法門。困難的地方倒不是在於如何為一番流暢的陳述，而

法五D 
張智程 

邱玟惠 老師

我於台大農經系畢業並取得日本國立筑波大學經營政策碩

士後，才進入由  李模先師創設的東吳碩乙組學習法律，由林

誠二老師的民總開啟了民事法的學習，繼之以孫森焱老師的債

總、朱柏松老師的債各、謝在全老師的物權、林秀雄老師的親

屬繼承、姚瑞光老師的民事訴訟、吳啟賓老師的專題研究、以

及張登科老師的強制執行，奠定了我民法學的基礎。在林誠

二老師與潘維大老師的指導下，於2008年取得東吳法學博士學

位。老師們令我感動的不只是精闢的學養，更有法律人對社會

的深切關懷圖像。

而與前大法官林國賢教授合著，百萬餘字的《刑事訴訟法論：上、下

冊》後，始進入我們東吳法研所博士班做進一步的學術研究。

我的興趣除了讀書、研究外，尚熱愛打坐、散步或游泳。其次，我

人生的信念是：

「尊重別人，對人友善，就是肯定自己。」

「人先要有自信，爾後，就能相信，每件事自己都可以做得到。」

從博二開始，學校就陸續安排我兼任民法、生物科技法、以及醫事法的教學，東吳城區部

雖小，但好處是穿梭於校園中，總是能輕易地捕捉到成永裕老師、楊奕華老師、林東茂老師、

李念祖老師、余啟民老師以及林三欽老師等其他碩乙老師們的身影，雖只是擦身而過，但熱切

地招呼總溫暖我的心；縱然不是授業師長，但李玲玲老師、鄭冠宇老師、鄧衍森老師、王煦棋

老師、黃心怡老師、何佳芳老師、蕭宏宜老師以及胡博硯老師們，每次遇上，也總是關心問候

而令我倍感親切，對我而言東吳法律系不僅是學習殿堂更是心中的溫暖家庭。

此次承蒙民法組老師的舉薦、洪院長以及東吳老師們的支持，使我有機會成為母校的專任

教師，除了須更努力地向老師們學習外，我願將東吳精神傳承與校園中的廣大學子。

是在檢辯角色轉換時，自身的想法如何轉換的問

題。身為檢方的說法到了辯方就會完全相反，這

種對立的角色轉換，就毫無辯論基底的人而言，

著實非常不容易。此時就要感謝隊長的雄厚實

力，在我們感到難以變換時，給予我們極大的協

助，幫助我們成功的轉換角色，不致於角色錯

亂。

眾所周知，練習跟比賽絕對是兩種不同的世界，練習再怎麼拼命，一到比賽還

是有可能風雲變色。第一場比賽，從坐上選手座位的時候心跳之快，口乾舌燥，講

話的時候還差點講不出來，緊張兮兮，還好最後還是取得了勝利。進入了複賽之

後，首先遇上數年冠軍的隊伍，實力真的堅強。最後雖然被擊敗，不過學到了非常

多的技巧，見識到了他們的熟練度跟應變能力，使我們獲益良多，也間接使我們能

夠在季軍賽時能夠取得好成績。    

最後，要感謝指導老師洪秀芬、何婉君老師，兩位老師在學識以及實戰的部份

都給予我們非常大的協助，在繁忙的時刻陪著我們一起討論書狀、模擬比賽實況，幫

助我們修正所有的缺失。以及我們請益過的許許多多的老師，像是在刑事法部分給予

諸多實用建議的朱石炎老師、王乃彥老師、蕭宏宜老師；提點辯論方法，使我們加強

口說實力的黃心怡老師、何佳芳老師，在此略表誠摯的感激之意。同時，感謝籌辦比

賽備極艱辛的賽務團隊以及指導老師林三欽老師與侯瑞瑗老師，把比賽打理的有條不

紊，能夠順順利利的落幕。

感謝隊員們，大家半年來一起努力達到如此的成就，真是銘感五內。其間的歡笑

與淚水是言語所不能表達，待此情此景留於腦海，傳遞知識、回憶於學弟妹們。



法四D 
黨奕安 

法四Ａ 
魏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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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up Taiwan 2013傑賽普國際

模擬法庭辯論賽心得

國際人道法比賽參賽心得

張璧學姊同學會

法學院在日前迎來了兩位熱情的學姊，她們

細心的詢問有關購買法學院專屬紀念品的相關購

買事項，在交談中得知原來學姊們是要為她們班

上畢業三十年的同學會做事前準備工作。學姊們

知道現在法學院推出了專屬的法學院黑白兩色T恤

還有書袋及資料夾等等紀念品，為了使這場畢業

三十年同學會的活動更加豐富精彩，因此特地撥

空前來購買。

畢業三十年(72級)學長姊

於法學院崇基樓門口留影紀念

餐會合影紀念

到了華盛頓特區經過國際賽的洗

禮，成長了不少，而2013傑賽普的正

式賽程也結束了。心中念念不忘的是

東吳傑賽普之所以強大的原因，即是

苦心為了下一屆學弟妹辛苦奔波的學

長姊，非常感謝所有人努力的付出，

大家一起為這個團隊，不計較功過，

努力向前。

學長姊的熱心一直是東吳傑賽普的超珍貴資產，也是一股強大的助力，支持我

們從一開始國內賽的訴狀撰寫，還有辯士口頭練習，一直到贏得國內賽冠軍後，去

美國去打的國際賽。學長姊們總不辭辛勞跟著我們一起作邏輯辯論與文題的推敲，

更在為我們分析各個國際法的議題時，融入他們當年實戰經驗的智慧結晶，常常我

們自己闖半天悟不出的道理，在學長姊的指點下就全部融會貫通了。

而不僅僅是學術性層面，精神層面也是學長姊們苦苦在經營的，一心一意的想

讓我們這些學弟妹瞭解東吳傑賽普的精神。後來才深深了解到，確實，在苦悶的比

賽準備過程，及壓力來襲時，這種精神的體會與灌注就相當重要，怪不得學長姐口

中常常提醒我們要體會東吳傑賽普的精神。

到打了國際賽才真正是開了眼界，真正去見是到世界的廣大，與國際法的博大

精深，更重要的是能夠遇見來自全世界各個國家的國家代表隊，全部都是國際法的

好手，我們所有在場的人都一起見證了傑賽普這一個大社群為了國際法的未來所散

發出的熱忱。

但更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便是國際賽的法官們，幾乎都是實際在應用國際法的

實務人士，更有著多年與傑賽普的美好回憶，他們所散發出的更是強大的能量，在

每一場比賽結尾勉勵我們的時候，那種對國際法的愛都震懾了在場的大家，他們總

是提醒我們要keep in touch, get involved with Jessup，而東吳傑賽普的精神也正是以這

樣的堅持在持續著。

從眾多論點中篩出最核心也最致命的攻擊。

最終比賽結果，由於低估了書狀撰寫的難度，事前在時間安排過於緊促，使得

書狀分數實在慘不忍睹，也因為賽制的計分方式，即便評審們對於我們的言詞辯論

讚譽有加，比賽結果仍慘遭逆轉。

這趟旅程，辛苦、疲憊，對於結果更是難以釋懷。

但是過程中得到的回憶以及成長，我 很 滿 意 ！

自2012年四月傑賽普國際法模擬法庭後，我和

現在已經畢業的兩位隊友(謝欣宴&黃雨柔)便緊接

著投入準備紅十字會所舉辦的國際人道法比賽(IHL 

Moot)。由於從前年準備傑賽普開始，我們三人就

幾乎天天膩在一起，也因此培養出極好的團隊默

契。除了自己本身必須全心全力投入準備、不斷的

閱讀、蒐集資料、訓練英文口語表達能力及臨場反

應之外，團隊合作在比賽中更是關鍵。 因為沒有

teamwork，就很難有辦法拿到好成績。這些比賽都

不是一個人可以撐起的，必須靠隊友們協力完成。

這也是學長姊們一直以來的叮嚀。

東吳之所以能長期在傑賽普和人道法模擬法庭

比賽中獲得佳績，不是因為隊員個人有多優秀，而

是因為整個團隊聚集起來的力量。這個團隊不只是

指隊員們，更重要的是歷屆的學長姊。他們好多都已經畢業、在念研究所或已經在

執業，但卻不惜花時間回來東吳協助我們準備比賽。他們無私的回饋和經驗的傳承

都是東吳能夠奪冠的原因。

很遺憾我們未能代表台灣前進到國際賽的複賽。但這次難得的經驗，讓我們了

解更多超越書本的知識、國際人道法的相關議題和時事，也再度見識到來自各個國

家的佼佼者並瞭解自己的不足。

非常感謝一路上幫助我們的師長、學長姊及學校的支持。

希望學弟妹們也能有機會參與這些比賽，相信對於學業和人生都會因此有不同

的體會。

據活動主辦人之一張璧學姊表示，這場同學會非常的成功且氣氛熱烈，會場中

除了邀請當年的授課老師楊鴻基老師到場與同學們共同回憶當年的學習生活之外，

活動最後學長姊們還各自主動貢獻出了多項禮品進行了一場意外的摸彩活動，這場

摸彩活動便成了整場同學會的最高潮，除了把酒話當年之外，大家還抱得禮品歸，

歡聲笑語不斷，大家均是滿心開懷。張學姊表示，同學會的最後的活動安排是重回

法學院回憶當年的校園生活，因此餐會還特地安排在學校附近的飯店舉行，餐後學

長姐們重回法學院校園合影留念，足見學長姊們對於東吳法學院的懷舊之情不變，

在學姊與我們交談的氣氛中，我們充分感受到了學姊熱情又幹練十足的活力，也感

染到這場難得又具有紀念意義的三十年同學會有多麼的可貴。

 同為東吳人，相信各位學長姊在畢業之後無論在任何地方，只要遇到同為東吳

畢業的院友，必定都能同樣感受到這份熱情，共同回憶著我們這雖然很小但是卻充

滿著許多回憶的校園，談論著當年許許多多的學習趣事，回想著那些可愛可敬還有

部分讓人想起來又有點害怕的老師們，無論如何，東吳法學院都是我們生命中無可

取代的重要角色，這裡的人事物，這裡的點點滴滴，都是永不忘懷的人生足跡。歡

迎各位學長姊有空多回來走走，民國104年，將是東吳法學院建院百年院慶，屆時法

學院將會舉辦百年院慶活動，邀請各位學長姊們一同來參加，一起品味在這校園中

的一切回憶。(本文特別感謝張璧學姊提供照片)。



捐款日期起訖：2013.04.16-2013.11.16

捐款用途：法學院暨法律學系發展專款

 總計：新台幣134,500元  捐款總人數：18 

感謝所有院友們的熱心捐輸，因篇幅限制本表僅列出法學院系發

展專款捐款芳名錄，其他各項捐款名目請詳見『東吳大學捐款年

報』。

東 吳 法 學 院 訊
Soochow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Newsletter

姓名 身份別 畢業年度 捐款金額

邱六郎 校友 52 6,881

林誠二 校友 56 7,000

方國輝 校友 60 6,881

王文士 校友 63 6,881

余崇洲 校友 69 13,762

沈恆德 校友 71 6,881

章忠信 校友 71 6,881

熊克竝 校友 72 6,881

陳清進 校友 72 6,881

姓名 身份別 畢業年度 捐款金額

黃徹文 校友 73 6,881

馮俊郎 校友 81 6,881

章勁松 校友 85 6,881

張宗琦 校友 86 1,474

郭快美 校友 71 6,881

俞柯有 校友 71 6,881

陳炳林 校友 83 13,762

洪家殷 校友 61 6,881

林東茂 教職員工 61 6,881

* 捐款快訊 *
東吳大學法學院捐款用途及感謝方式

為妥善運用院友們的熱心捐款，法學院特別制訂「東吳大

學法學院暨法律學系發展基金專款設置與管理辦法」，規劃以

每年募得的款項，扣除保留百分之十作為長期發展基金，其

餘募款則以「三、三、三、一」之比例運用。30%提供獎助學

生；30%用於學術活動；30%獎勵教師研究；另外10%補助行政

支出。本項捐款推動多年以來，捐款金額約達伍佰萬元，對院

系各項發展助益甚多，尤其多位學長姐持續不斷以每月固定扣

款方式捐款，更令人感動；由於版面有限，僅列出「法學院暨

法律學系發展專款」捐款芳名錄，學校社會資源組另定期印發

捐款芳名錄。如蒙捐款母院，敬請註明捐款用途為「東吳大
學法學院專用」。

募款帳號

w台北富邦銀行戶名： 

  東吳大學

  帳號：300-102-08966-2

w郵政劃撥戶名：

  東吳大學募款專戶

  帳號：1742-2400  

募款聯絡方式

w東吳大學法學院  

  電話：  02-2311-1531 轉2521

  傳真：  02-2389-5586

w東吳大學發展處社會資源組

  電話：  02-2881-9471 轉5441-5443

  傳真：  02-2881-8874

  網址：  http://www.scu.edu.tw/fund/

東吳大學法學院成立於民國四年，歷經百年歷史承傳，本院建院即將屆滿百年。96週年院

慶暨第7屆法學院院友年會時近千位院友熱情與會的盛況，展現母院院友高度向心力、團結

力，至今仍讓人印象深刻。104年我們即將舉行百年院慶暨第8屆院友年會，熱烈期盼每位法學

院院友屆時能共襄盛舉！

各項院慶活動將從「徵選百年院慶logo與活動標語」展開，歡迎學長姊們提供想法與建議，

徵選活動及相關說明將會陸續公佈於法學院網站及臉書，敬祈 留意，謝謝您！

本院系於暑假期間進行R1105及R1106會議室整修，於本學期再次亮麗登場，9月

18日（三）下午4時整於1104會議室舉辦「法學院新修1105及1106會議室落成典禮暨

感謝捐款人榮敬儀式」，感謝院友的熱心捐款，為法學院設備帶來新的氣象。

本院系於2013年8月6日由洪家殷院長、胡博硯老師與臺灣台北地方法院吳水木

院長簽訂兩院間碩士班研究生法律實習課程合作協議，期透過實習課程讓學生能更

落實法學教育與生涯規劃之結合，並實現「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全方位法律人」之

教育目標。

東吳大學法學院建院百年慶~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