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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傑賽普國際法模擬法庭辯論賽中華⺠國

台灣區區域賽，於2月10日至2月19日在政治大學法

律系舉辦。東吳傑賽普代表隊同學（吳晨瑜、吳詩婷、

詹大緯、廖文煜、俞亞廷）在經過將近⼀年的訓練，

指導老師與優秀學⻑姐們無私的付出與指導，以及自

身的努力充實及練習後，度過四場初賽、兩場複賽、

兩場冠亞賽。

東吳法學院最後不僅得到最佳辯士（吳詩婷）與

傑出辯士（廖文煜）的殊榮，更漂亮拿下本年度傑賽

普台灣區比賽的冠軍，取得代表台灣前往美國華盛頓

特區參加國際賽的資格，表現得可圈可點。

今年的傑賽普國際賽將於4月9日至4月15日於美

國華盛頓特區舉行，預祝代表隊同學取得佳績。

【文 / 潘庭儀助教】

東吳大學法學院代表隊
勇奪傑賽普台灣賽冠軍



2017年3月11日於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隆重舉行

「東吳大學建校117年校慶典禮暨運動大會」。法學院

師生熱情參與東吳117校慶運動會創意繞場競賽，大家

齊聲高喊117、117、117，並以整齊的步伐活力進場~

全體熱情吶喊「東吳117，法律系挺你！」，並由系學

會帶領學弟妹們，熱情奔放舞出活力，齊聲恭祝「東吳

大學，生日快樂！」。法律系榮獲東吳117校慶運動會

創意繞場競賽「最佳活力獎」！

【文 / 廖珮君助教】

校慶運動會創意繞場競賽榮獲「最佳活力獎」

第七屆亞太地區企業併購模擬競賽在3月27日於北京清華大學圓滿落

幕，本次競賽由來自亞太地區名校：北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

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東吳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台北

大學、香港大學、廈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共同參與。

本校由莊永丞教授帶領隊⻑徐宥筑及隊員羅健瑋、呂佩珊、劉育嘉、

蕭鈺穎、周翰陞同學參加本次競賽。

東吳大學代表隊第⼀次參加本項競賽即榮獲最佳書狀獎，本獎項是透

過主辦方加密處理各校代表隊名再轉交於評審團審查，以確保審查之公平

性、客觀性，本次評審團由中國併購公會、招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組成。

此外，劉育嘉同學獲得隊員間的肯定獲頒最佳隊員獎。在本次競賽中

羅健瑋同學表現出色獲得評審大力讚賞，榮獲最佳表現獎以及中國併購公

會初級併購交易師證書。

【文 / 徐宥筑同學 圖 / 周翰陞同學】

初試啼聲
法律學系企業併購競賽榮獲最佳書狀獎

東吳一一七
法律系挺你



本學期的大陸交流師生歡迎會於2017年3月2日在

1104會議室舉行，共36位來台交流師⽣與本校師⻑相

見歡。老師與同學們⼀邊享⽤豐盛的午餐，⼀邊聆聽

本校師⻑給予的建議。師生盡情交談，會議室氣氛熱

烈。洪院⻑祝福各位同學在本校度過愉快的時光，玩

樂之餘也不要忘記課業，⽽其他師⻑紛紛給予不同的

好吃好玩攻略，亦提醒同學們遠遊在外，要時常與家

人連絡。在同學們與各自導師的歡聲笑語中，歡迎會

圓滿落幕。

【文 / 潘庭儀助教】

交流師生歡迎會 師生相見歡



WTO徵才招募座談會
文 / 廖健宏專員

前進
國際

東吳法學院於2017年3月7日舉辦WTO徵才招募

座談會，由WTO⼈事處處⻑Christian DAHOUI親臨

本校，介紹WTO各項職缺應具備之能力條件，如何

準備文書資料以及應徵面試過程，亦分享渠多年來

於其他國際組織（如聯合國體系）徵才遴選經驗。

DAHOUI處⻑此⾏主要就WTO秘書處人事運作

方面宣講，以增進我產、官、學界對該處招募制度

之瞭解，尤其是直接與國內法律及經濟相關背景有

志求職者座談，給予第⼀⼿專業建議，進而促進我

國優秀人才投身WTO，並進⼀步推動達成國⼈在

WTO任職之目標。



每年四月是全國高中生進大學的關鍵期之

一，許多同學莫不為了個人申請入學考試摩拳

擦掌、卯足全力。4月10日這天，有257位高中

生從各地前往本系參加面試，除了呈現過去準

備的成果之外，透過與委員的對談，也能更加

釐清自己在選擇科系上的盲點。而陪同而來的

家長們也認真的聆聽學系所作的報告，希望能

提供孩子們更多正確的資訊以及選擇科系的方

向。

法律學系祝福高中同學們能夠找到理想中

的學校！

【文 / 陳芊諭秘書 圖 / 廖健宏專員】

法
律
學
系
大
學
部
招
收
新
血

準
新
鮮
人
展
實
力
，



為提升法律學系研究生論文寫作效

率，本院公法研究中心於3月15日邀請

系上專任教師：范文清老師、范秀羽老

師、何佳芳老師，針對不同學術領域分

享論文寫作心得與德國、美國、日本等

國家之文獻搜尋處理撇步，分享會中座

無虛席，除了碩、博士研究生外，大學

部同學也出席相當踴躍。

【文 / 溫靜逸助教】

東吳大學法學院醫事法研究中心於

106年3月22日舉辦【第11回】醫事法

律座談會，就近年來關於勞工勞動條件

的問題漸受重視，而醫護人員亦因工時

過⻑⽽屢屢發⽣⼯殤案件，⻑期以來未

受重視之醫護人員工時問題必須解決，

本研討會針對醫療工作之特殊性並參考

德國、日本法制，嘗試對於現況問題提

出建言。

【文 / 邱玟惠老師】

收穫滿滿

論文寫作心得分享座談會

成果豐碩

東吳公法裁判研究會【第三十八回】

社會觀察站

醫事法律座談會【第十一回】

范文清老師分享
與會學者合影，（左起）張義德老師、
胡博硯老師、邱羽凡老師、邱玟惠老師

為提昇公法學研究風氣，東吳大學

法學院公法研究中心自2007年底起舉辦

【東吳公法裁判研究會】。3月17日第三

十八回公法裁判研究會邀請台灣大學法

律學院林明鏘教授主講「消失的行政審

查責任：評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

795號判決」，討論建築管理行政傳統制

度相關議題。由前司法官大法官林錫堯

教授主持，五位與談人分別是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陳立夫教授、本學系陳清秀教

授、台北⾼等⾏政法院許瑞助庭⻑、宏

道法律事務所蔡志揚律師、內政部營建

署建築管理組⾼文婷組⻑。本次研究會

提供後續相關討論之基礎，冀望能夠為

台灣⼈⺠居住安全提供更多保障!

【文 / 溫靜逸助教】



東吳大學自105學年度起禮聘前總統馬英九

先生以榮譽無給職方式擔任「嚴家淦法學講座教

授」，上學期講授4場講座，場場爆滿深獲好評。

本學期第⼀場講座「東海爭端與國際法問題」於

(今)3月22日在東吳大學雙溪校區普仁堂舉行，

馬英九教授以輕鬆幽默的方式，從學生普遍關心

的釣魚台主權議題導入台、日、中東海爭端，也

引發同學與馬教授熱烈的對談。演講中，當馬教

授問到東海相關問題時，同學現場拿起他的著作

照念，引發現場⼀片笑聲。

釣魚臺列嶼現今歸宜蘭縣頭城鄉管轄，擁有

豐富的漁業、石油礦資源，但也因此引發台、中、

日對釣魚臺列嶼領土爭議。「依據馬關條約，釣

魚臺列嶼應是台灣的領土」，馬教授堅定地說。

隨後，提及從十三世紀到二十世紀東海爭端的歷

史背景，引發同學深省。講到漁業問題時，馬教

授笑著說「與日本簽訂了台日漁業協定，使漁獲

量大增，雙方都很滿意，只有魚不開心!」雖然縮

小了漁業問題，但油氣問題目前仍找不到解決的

方法。

「很開心可以談論我關心了46年的問題。」

⾺教授在學⽣時期參加美國東⻄兩岸的「保釣運

動」，回國後依然致力於保釣行動。他認為，相

比於遊行抗議，開始努力研究這個議題，思考如

何幫助台灣會更有用，他還說，從學生時期關心

這個議題，到成為總統可以親自解決這個問題，

⼀路⾛來有很多感觸。他也強調，和平是沒有輸

家，戰爭是沒有贏家，唯有透過不斷協議，才會

使東海爭端漸漸平息，期望台灣與國際社會都能

在東海共存共榮。

【文 / 潘袁詩羽、吳詠琳同學】

「從學生到總統」馬英九教授談東海爭端有感



東吳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於3月24日於

1104會議室舉辦「優良稅務判研討會」。會

中由葛克昌老師、陳清秀老師、范文清老師及

柯格鐘老師就近年重要稅務判決發表評析。會

中參與⺠眾踴躍提問、參與討論，會議氣氛相

當融洽。

【文 / 張永翰助教】

東吳大學⺠事法研究中⼼於3月22下午於

5117會議室舉辦「⺠事法研討會-財產法與身

份法的交互問題」研討會，會中由邱玟惠老師

及陳重陽老師報告相關議題。並由黃陽壽老師、

黃詩琳律師、何佳芳老師及盧子揚老師進行與

談。與會老師和參與來賓積極提問和討論，充

分展現財產法與身份法在法律上的相互影響。

【文 / 張永翰助教】



2017海峽兩岸英美法教育研討會
薈萃煙台展新猷 再約上海敘舊情

時 隔 多 年 後 ， 本 院 於 去 年

（2016）重新舉辦兩岸英美法教育

研討會，頗受迴響；今年移師至大陸

山東，由煙台大學法學院接續對英美

法教育之熱情與熱忱舉辦『2017海

峽兩岸英美法教育研討會』，而我院

作為英美法教學與教育之先驅，自當

共襄盛舉。值此，於3月30日由本院

洪家殷院⻑率領英美法研究中⼼姚思

遠老師、成永裕老師、黃心怡老師、

何婉君老師等師⻑，作為臺灣英美法

教育執牛耳之代表參與該研討會。

會中星光熠熠，有來自山東各大

學代表外，更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法學院、雲南大學法學院、上海財經

大學法學院、大連海洋大學、香港城

市大學等校院專家學者出席，本院洪

院⻑除擔任開幕致詞嘉賓，並擔任首

場之與談點評；繼之有姚思遠老師報告《Legal Research

in Teaching Anglo-American Law》、成永裕老師《法律

專業教育革新中英美法教育之重要－兼論英美法教育與卓越

法律人才培養的關係》、黃心怡老師《跨越語言與文化的鴻

溝－論英美法教學的挑戰》、何婉君老師《從英美法學窺見

國際法之初》，場場精彩討論熱烈。最後並由姚思遠老師進

行全會總結致詞，我院師⻑幽默詼諧且博雅的風采，並濟以

切中肯綮之分析，獲得全場好評外亦提供許多討論與省思，

讓本次研討會為兩岸英美法之教育重新充電，再展新猷；最

後，亦相約明年佳期，由上海財經大

學法學院再聚首分享。

我院亦藉此良機與⻑期交流之煙

台大學法學院進行交流協議續簽換約，

持續深耕兩校院情誼，並互助之英美

法學研究。

另本院師⻑亦兼程於3月31日拜

會山東當地知名法律事務所－乾元律

師事務所、於4月1日上午趕赴魯東

大學針對法學院師生進行三場專題演

講，⼀如文學家巴⾦對煙台海上⽇出

的想望，盼我院此⾏⼀如朝陽不分兩

岸師生，對於專業法學交流及英美法

學教育，帶來溫暖和煦的教育熱忱與

知識經驗分享。

【文圖 / 陳彥廷助教】

煙台大學



法學院為加強國際學術交流與師生合作開展，依「東吳大學與國外學術

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實施辦法」及「東吳大學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雙聯學制實

施辦法」等相關規定，經過兩院校院師⻑的⽀持，教師及行政同仁不斷努力

下，基於學術、教育及交流合作關係，與⽇本同志社⼤學及澳洲⻄雪梨⼤學

法學院共同推動雙聯碩士學位合作計畫。

本（2017）年3月14日下午2時於城中1105會議室舉行「東吳大學法學

院與日本同志社大學法學院雙聯學制合作交流座談」，及3月21日上午10時

於城中1104會議室舉行「東吳⼤學與澳洲⻄雪梨⼤學法學院雙聯學制合作簽

約儀式暨交流座談」，希冀透過兩校院雙聯碩士學位的合作，更加深彼此間

師生之學術交流、研究發展及學生培養等，促進本校院與國際間學校國際教

育項目之合作，開拓師生學習及研究視野，拓展本校院高等教育發展之廣度

及深度。

【文圖 / 陳虹淑秘書】

法學院推動雙聯碩士學位合作計畫
日本同志社大學 ＋ 澳洲西雪梨大學

▲與日本同志社大學法學院合作交流座談▲與澳洲⻄雪梨⼤學
法學院合作簽約儀式

日本同志社大學校園 西雪梨大學Campbelltown校園



今為提供法律系所學生熟悉實

務議題與練習法庭辯論之機會，積

極吸引學子對重要法律議題關注，

提早熟稔實務工作，亦從與他校學

子之間競技交流而自我提升；且藉

由共同舉辦學校工作團隊透過主辦

賽務而增強主導、管理、應對的能

力與責任感。特由理律文教基金會

與本院簽署2017-2019年共同舉辦

理律盃之合作備忘錄。此舉除更加

鞏固理律與東吳法律之合作外，更

盼對本院在學及未來之法律人，提

供更多學習機緣，砥礪⾃我成⻑作

為全觀內外、通察事理之法律人。

【文圖 / 陳彥廷助教】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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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Cheers》雜誌針對

高等教育畢業生問卷就行業別分析，

以專業服務業而言，理律法律事務

所居冠，成為新世代新鮮人最嚮往

企業之⼀。

除致力於法律專業服務外，為

提升國家法治觀念，進行社會法治

教育並持續推動公益活動，理律成

立文教基金會。

在陳⻑文教授、李念祖學⻑及

李永芬學姊的支持下，本院與理律

事務所、理律文教基金會就各項學

術活動與實務研習向有穩健持續之

合作，且本院師生亦均有傑出優秀

之表現。

理律文教基金會李永芬執行長與法學院洪家殷院長簽署合作備忘錄



104學年度由輔仁大學法學院發起，公私立各法律學院系響應，

共同舉辦聯合學力測驗，旨在透過資源共享，聯合演習，讓各院系有

⼼準備國家考試之莘莘學⼦能於正式考試前有⼀機會，預為準備。

首次由台北大學及輔仁大學主辦、八校響應，本學年度（ 105 ）

則由東吳大學、中原大學共同主辦，而有台北大學、輔仁大學、東吳

大學、中原大學、文化大學、銘傳大學、中正大學、世新大學、成功

大學、中興大學及東海大學（依輪辦順序）共計11校響應參與，期能

有助各校學生在友善的競爭壓力下，積極備考，如準備有成者，亦得

強化自信，勇於面對考驗。

國家考試是各個法政學門畢業生、在校生難免或需面對之人生試

煉，然而考場如戰場，準備考試⼜是條漫⻑⼜孤獨的路，儘管艱辛，

還有這麼多戰友將並肩奮鬥。何不⽤⼀場場考驗更加肯定向來的努力，

讓我們勇敢地在5月6日（星期六）預先吹響勝利的號角！

【文 / 陳彥廷助教】

單 兵 上 陣 、 聯 合 演 習
十一校法律聯合學力測驗即將登場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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