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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第九任院長候選人登記表 

一、基本資料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號 碼 簽 名 

紀振清   男 1957 年  紀 振 清 

國 

籍 
中華民國 電話: 07-5919549    傳真: 07-5919163 

通訊處：公：81148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 700號 

宅： 

電子郵件地址： jcchi@nuk.edu.tw 行動電話：  

現 

職 

服務機關 職稱 專（兼）任 到職年月(民國) 
教授證書字號 

及取得年月(民國)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 ˇ專任 

□兼任
90年 2月 1 日 

到校服務 

108年 9月 1日 

教字第 144450號 

最 
高 
學 
歷 

學校名稱 院系所 學位名稱 領受學位年月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研究所 法學博士 民國 85年 6月 

  東吳大學 法律學研究所 法學碩士   民國 76年 1月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法學士   民國 69年 6月 

校

內 

行

政

暨

學

術

主

管 

服務機關 職稱 專（兼）任 任職起迄 (民國) 

學生事務處 學務長 兼任 93.9.1-95.1.31 

學生事務處 學務長 兼任 97.10.1-98.1.31 

推廣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 兼任 90.8.1-92.7.31 

推廣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 兼任 105.8.1-106.7.31 

法律學糸 系主任 兼任 92.8.1-94.1.31 

法律學糸 代理系主任 兼任 96.2.1-96.7.31 

法律學糸 系主任 兼任 96.8.1-97.3.31 

法律學糸 系主任 兼任 106.2.1-109.1.31 

財經法律學系 代理系主任 兼任 95.8.1-9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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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外

經

歷 

其

他

服

務

經

歷 

財經法律學系 代理系主任 兼任 100.9.1-101.7.31 

司法院 專業法官審查委員   兼任 91.8迄今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政府採購審議調解專家   兼任 91.8迄今 

立法院 法案諮詢專家學者 兼任 101.1迄今 

考試院 高普考典試、閱卷委員   兼任 91.1迄今 

國家文官學院 行政法講座   兼任 91.1迄今 

高雄市政府 

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委員、國家賠償事件審

理委員會委員、勞資爭議

調解委員、仲裁人/仲裁

委員、醫師懲戒申訴委員

會委員 

  兼任 92.1迄今 

高雄市政府 
七三一石化氣爆民間捐

款專戶管理會委員 
兼任 109.1迄今 

臺南市政府 
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委員 
兼任 100.8迄今 

臺北市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仲裁

人/委員 
兼任 101.1迄今 

中華民國商務仲裁協會 
商務暨工程仲裁人、主任

仲裁人 
  兼任 92.1迄今 

財團法人臺灣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 

上市上櫃申請案審查委

員 
兼任 104.1迄今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

第五總隊 

法律諮詢委員、國家賠償

事件處理小組編組委員 
兼任 107.1迄今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法律學院校友會常務監

事、監事 
兼任 104.7-108.6 

國防部 
南部軍事法院、檢察處刑

事補償事件委員 
兼任 104.1-106.12 

高雄榮民總醫院 
醫學倫理委員會委員、院

外鑑定小組委員 
兼任 100.1-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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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學會 理事 兼任 101.1-102.12 

北京大學 彩票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兼任 96.1-98.12 

高雄市政府 

消費者權益調解委員會

委員、有線電視費率審查

委員會委員 

兼任 100.1-104.12 

教育部 人權諮詢小組委員 兼任 93.1-96.12 

世新大學 法律學系副教授 專任 86.8-90.1 

中央警察大學 法律學研究所副教授 兼任 87.8-88.7 

日本國立一橋大學 法科部客座研究員   兼任 84.7-84.12 

中國時報股份有限公司 法務室主任   專任 77.8-86.7 

國立臺灣大學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組員   專任 72.1-77.7 

軍法官 國防部預備軍官(少尉)   專任 69.7-71.5 

(高雄大學與公平會合辦公平交易法研習會，於行政院南部中心上課情形，2002年 6月。) 



4 

二、治院理念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融通合作，共獻新猷！ 

   20 年來，在創校王校長的指導下，由首任法學院院長王泰銓教授開始的每一位院長，

均戮力於法學院老師的教學研究及學生的學習環境，使其能夠蒸蒸日上。但是，不可諱言，

本院師資的變動、軟硬體設備費用的不足，以及對外募款不確定，均是對於未來法學院的發

展有著不小的影響。尤其，在 COVID-19 疫情可能拖延經年以上，益以全球經貿疲軟，面對

如此嚴峻的不甚樂觀情勢，下一任的院長必須有所想法，以尋謀出如何再啟本院新機？ 

針對此無可迴避的重要問題，本人認為，首先必須凝聚師生力量，融通各位老師專業能

力，培養學生樂觀豁達觀念，依循固本及亮點計畫，一起繼續為高雄大學法學院的永續經營

理念而前進！ 

(一)思維與契機

What's the next? 

本人以法學院師生之人本修為作為核心價值(core value)，提倡自由學風、多元修課之設

院初心，思考如何在既有的法學院利基之下，再創新的契機？ 

本人認為可以分從下列兩大介面，以融通合作方式，整合性地實踐之！ 

A. 思維:〔1.引出潛能【Education= Educare (L.)】+ 2.典範傳承【Holistic Paradigms】〕

B. 整合方向:

1.聚集同仁的學養能力：知識融通【Consilience= Utility of Knowledge】

2.引導學生的全人教育：學問篤行【Raise Some Questions! Well Practicality!】

3.善盡大學社會責任：USR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KGI (Key Global Index)

The turning point! 

本校創校校長王仁宏名譽教授，以及法學院第一任王泰銓院長、第二任廖光生院長，都

是在臨退休前竭力奉献，接續建設高大法學院。而且，友好的日本岡山大學，其歷任法科部

長，率皆由最資深教授擔綱，任滿退休。這種典範傳承的精神，自有其維繫與發揚的道理。

誠然，需新進老師為教學與研究注入新知識，但是，典範的傳承，將會是法學院特色維持不

墬的一項重要因素，此於國內外具有特色的學院皆然，綜觀國內臺大、政大等老資格法學

院，亦一直保持著二代以上的師資，以作為傳承的傳統即可明白此一重要性。去年(2019 年)

年 4 月 20 日，高雄市律師公會舉辦「向大師致敬系列演講」，本人有幸擔任廖義男教授的與

談人，就年金改革及土地法的熱點問題，共同為律師、法官、公務人員、軍法官作報告。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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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是本人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其擔任過大法官，治學嚴謹，特別指定本人擔任其報告與

談人，著實令本人誠惶誠恐，深怕無法勝任。但是，廖老師一再與本人討論，設定在有限的

時間內各自發揮所長，廖老師深入淺出闡述法釋義學及大法官歷來有關人權保障的見解，本

人則負責補充法治原則、行政治理與計畫行政的請求權理念。此一難得機緣，是本人在受業

於廖老師博士班的 30 年後同台演出，師生配合得宜，當場獲得不少來賓掌聲，會後更受到

與會各司法、公務單位邀約，預計作系列專題演講。而高雄律師公會安排的其他演講場次，

諸如，王澤鑑教授與其弟子陳忠五教授，許宗力院長與其弟子許登科教授等師徒聯袂講次，

同樣受到熱烈廻響！本人認為，這就是典範傳承！ 

值此 COVID-19 疫情期間，我們除了小心防疫外，尚無法確知何時得以結束？本校除大

學招生預估平穩之外，學校財務、教育部經費，乃至全國經濟必然急遽緊縮，任何人均難夸

夸大放厥詞，奢言如何對外募款或有其他生財之道。惟值此困境，本人請益本院法律系創系

主任郭振恭教授尋謀解決之道，經渠鼓勵勇於承擔，必須義不容辭地競選本院第九任院長，

方能將本人累積二十數年以上學術與行政主管之管理經驗，以及產官學之人脈經營，繼續奉

獻予高大法學院，帶領全院師生早日實現－高大法學院成為南臺灣第一的法學重鎮。尤其本

人與現任臺大法律學院長陳聰富教授、臺北大學法學院長杜怡靜教授、中正大學法學院長謝

哲勝教授、法律學系主任李仁淼、財經法律學系主任盛子龍教授、成功大學法律學系主任陳

俊仁教授，甚至是現任臺南市政府副市長許育典特聘教授等人，均有二、三十年的情誼，益

以法律學者任職校長，諸如東吳大學潘維大校長、世新大學吳永乾校長其餘各大學法學院，

以及公私立大學法學院中亦有不少法學好友。除此之外，本人與就近的高雄橋頭地方法院簡

色嬌院長，是大學同學(臺大法律系司法組)，她向來歡迎並支持高大法學院學生到地院實

習，還有南部各縣市政府法制單位的提供暑期工讀機會，都是讓法學院學生得以實踐學理的

機會與場所。 

本人值此壯年之際，將可整合這些友善的人脈，並透過臺大法律學院校友會(本人曾任

第一屆及第二屆監事會主席)，遍及全世界的律師、法官及學者的網絡，為高大法學院走出

一條產學官「既合作又競爭」(from cooperation to competition) 的良好模式，確實為本院永續

經營的基礎扎根。 

I think, therefore I am!  

( René Descartes: “Cogito ergo sum”〔L.〕) 

哲學家笛卡兒(1596.3.31-1650.2.11)創立了“歐陸理性主義”(Continental Rationalism)，曾

在 1613 年到巴黎學習法律，1616 年畢業於普瓦捷大學(Université de Poitiers)。他本著法律思

辨的訓練，發展出具有里程碑的哲學體系，提出：「我思想，所以我存在。」；藉此一思想反

思，我們必須再度仔細思維與徹底檢視，未來在高大法學院發展的軌道上，如何確保沒有遺

漏任何東西。 

    目前高大法學院置院長一人，法律學系、政治法律學系及財經法律學系三個系主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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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金字塔般一個頂尖加上三個底端尖角。如此巧妙的建構出三面正三角形幾何圖形組合，適

足以表達全院和諧、平衡之勢。因而，未來的法學院長，必須以同時關切三系的整合與共享

關係為要，鼓勵全院師生齊心齊力，奉献新猷。 

(二)實踐方向

固本精進、亮點深耕 

第一部分： 

先求 CPR=Context, Problem, Response 之固本精進方案 

Context—past, now, future 

1. 擴大舉辦法學大師來院演講之系列學術活動：

素孚眾望的國內各法學大師，多數治學半世紀以上，對於法學的認識與教學歷程、最新

理論均有十分豐富的心得。除了我院教授們可以再度親近請益大師外，對於學習法學的

本院莘莘學子，更提供了得以一窺各法學領域堂奥的機會。憶及本人曾於代理財經法律

學系主任時，邀請法學碩師：民法-王澤鑑教授、公法-翁岳生教授、廖義男教授來院演

講，連續三場均造成法學院地下室演講廳大爆滿，反應熱烈成效甚佳。

本人如擔任院長乙職，將結合臺大法律學院校友會網絡，繼續性地規劃每個月邀請一位

大師，擬定諸如林誠二教授、甘添貴教授、蘇永欽教授、賴英照教授…等人來院作專題

演講，同時，並安排本院相關領域教授與談，以作典範傳承之功能。本人深切冀望藉此

系列活動，讓全院師生能親炙各法領域碩儒的大師風采，並以之為潛移默化，激勵出學

生之習法志趣；同時，亦藉此機會招徠南部律師、法官、公務員等來院聆聽，以活絡高

大法學院的地方人脈。

2. 本院張麗卿教授現擔任刑事法學會會長，其他同仁亦多人參加各法領域學會之要職，可

謂提升本院學術地位聲譽卓著，故本人擔任院長爾後，將尋思如何以院內多元、校外多

院整合方式，結合各位優秀老師之影響力，定期舉辦法學教育及各個法領域新興議題之

研討會。

3. 本人於推廣教育主任任內，首度建立本校與高雄市政府之「市民學苑」課程推動工作，

今後，亦將繼續推動「市民學苑」之法律普及教育，以盡社會教育責任。

4. 本人於法律學系主任任內，接受大陸委員會委辦有關 ECFA 之宣導會議，時任陸委會主

委王郁琦親自南下主持，吸引了南臺灣各界人士紛至沓來聆聽及討論，氣氛可謂十分熱

絡。今後，亦將繼續爭取教育部、勞動部等相關部會，於本院舉辦法令宣導及研討會

議。

5. 本人於法律系主任任內，曾募款「利堃祺奬學金」100 萬元，以嘉惠數名學子，迄今仍

不時會收到渠等的感謝信，此著實令人欣慰與感動！是以，本人將整合院內三系學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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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金、工讀金等做有效的應用，並加大力度募集獎助學金，以幫助更多的本院莘莘學

子。 

6. 發揮友善校園精神，推動法學院學生之全人教育及科普教育，以培養學生未來社會化之

前的心理素質。

7. 鞏固高雄大學法學院的獨特性及軸心影響力，再發揮“軸輻網絡”(hub & spoke

network)，連結國立成功大學及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科技法研究所，成立「産業發展與法治

興革」論壇之定期學術研討平台。

8. 組織三系之系友會，並聯合為院友會，定期參與商討院務及師生之相關發展事項。

Problem—Significance 

1. 本人提出上述法學固本精進，推展高大法學院之各法領域標竿學術活動，即意在使本院

師生具備城市參與力及國際移動力。

2. 本人曾於 2019 年 10 月 18 日參加大連市的第 24 屆法學院長及系主任會議，觀察到該會

議單位將該次與會人員組成微信群組，而有效的立即召集了 226 人參與該會議，其中包

括出版社、報社記者、法學資料庫等單位。因此，值此 COVID-19 防疫的非常時期，且

預估尚需一年以上的清除及消滅階段之際，近年來高大法學院原有的頻繁兩岸交流，以

及與日本及歐美各國的學術交流活動，均必須因而暫時停止。本人認為，本院正好可利

用該段各界一片愁雲慘霧的困頓時期，趁機在一年內召開臺灣的法學院長及系主任會

議，好好地思考法學教育的現況及未來，以及如何培養術德兼備的人才。

3. 另者，亦應加強開設有關風險管理領域的知識課程，或與通識教育中心攜手合作，為法

律風險與知識管理作結合，以提供法學學生開拓學問視野的機會。

Response—for Consumer 

1. 根據管理學、統計學上理論之「長尾效應」(the long tail)，中小企業的商品，如經過長時

期銷售期間良好的話，其累積的成果，亦有如大廠商大品牌商品的好成績。是以，在此

全球各國都採取鎖國式防疫政策，學術交流之機會渺茫，反而可以冷靜地反思臺灣的法

學理論及實踐問題。故，只要高大法學院邁出一大步，依此累積法學教育的全面關注能

量，深信未來必有與臺大、政大法學院等老字號分庭抗禮的一天。

2. 高大法學院有獨特的法學與政治學的專才師資，因此，值此固本精進的階段，可以擬訂

規劃於 2020 年 10 月間舉辦 COVID-19 防疫的研討會，邀請各界學者就文化、法律、政

治、經濟、醫療、國際關係…等方面，甚至是經貿溝通與談判等議題，分次作論壇式圓

桌會議，並予以逐字紀錄、出版專集，相信此項會議之召開，必能展現出高大法學院的

學術影響力，並領先取得法學典範之話語權(right of s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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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確實深耕亮點計畫，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甲、執行各項可行的專題研究

H—Headquarter –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 

A-長期照顧及長照保險法制

—結合高醫、高榮、高雄長庚等醫院

B-配合高雄“海洋之都”願景

—漁業法、海商法、海洋法等法制

C-因應國家“大數據計畫”與法學之結合

—居住正義、都市更新、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災害救助等法制

D-將研究成果每年發表於「産業發展與法治興革」論壇

—2014、2017 已舉辦研討會並出版專書，2020 即將舉辦並出版專書

E-大學於地方自治法學之角色扮演

—以資訊公開及個人資料保護之研析為主

F-大學及國家法制政策之建言

—法學教師應勇於批判社會不公義

例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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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設置”法令遵循小組”，以統一高大法律制度及地方自治議題之研究！

1. 附設法學院“法令遵循小組”

—負責實務與理論驗證之任務。

2. 協助創新育成中心育成廠商之法務戰略

—訴訟及非訟戰略、勞動法令之法規遵循(legal compliance)。

3. 法律市場分析

—司法界、律師界及公務員之生態了解、授課及演講，以幫助法學院學生之社會化接軌

教育(Socialization based Legal Education, SLE)。

4. 接受企業委託法令環境之規畫及法律事件個案之研析工作

—以不涉及訴訟代理及非訟事件處理為原則

例示如下： 

丙、以法學專業智庫幫助高雄大學善盡社會責任(NUK-UCR Plan)

A.法學智庫

—整併法學院研究中心為三大領域：公法、民商財經法、刑事法，進而結合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系、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院、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科技法研究所之合作平台

B.協助創新育成中心各廠商成立法務室，並派員(教師或研究生)駐診法律問題之解決。

C.法律服務社

—推動法學院學生深入高雄各地從事法律服務工作，並由實務專家指導，提升法服品質。

D.成立高雄大學周邊，類似北京市中關村聚落的「法學與科技整合研究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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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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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術獎勵及榮譽事蹟 

(一)歷年各項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擔任職務 執行期限 

以行政問責性強化政府採購之內部監督與司法

審查 
枓技部計畫主持人 2014/08~2015/07 

勞動檢查法制與行政治理模式之接軌及實踐 枓技部計畫主持人 2013/08~2014/07 

大眾傳播法體系中權利與空間之構造分析 枓技部計畫主持人 1998/01~1999/12 

勞動檢查業務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權責分工及組

織設計 

行政院研考會計畫

主持人 
2012/10~ 2012/12 

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宣導說明會

計劃 

全國商業總會協同

主持人 
2010/07~2010/12 

2007 年 TWNIC 對網域名稱使用之相關法律與

處置措施 

台灣網域社團法人

計畫主持人 
2007/7~2007/12 

國人法治觀念之調查研究 教育部協同主持人 1999/1~1999/10 

1999 年度合作研究計畫九—從日本解除管制經

驗檢視我國解除管制作法及方向 

公平交易委員會 

計畫主持人 
1999/1~1999/6 

(二)教育部「國際經貿談判人才培育跨校學分學程計畫」成果斐然

1. 自 2016 年 7 月起，在經過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政務委員率領談判辦公室之支持下，

105 學年度至 108 學年度執行教育部委託本校辦理「國際經貿談判人才培育跨校學分學

程」，共計三年度，經費總計新台幣 9,500,000 元。109 學年度計畫，刻正執行中，經費

新台幣 4,000,000 元。四年度加總為 13,500,000 元，為教育部單一計畫，由本人連續 4 年

擔任主持人執行之。該計畫且為教育部新南向政策，委託辦理計畫卓著之殊榮，屢屢代

表教育部作為向立法院爭取經費之重要施政報告重點及有力證明。

2. 同時，本學程亦連續獲得本校：

105 學年度「國際經貿談判人才培育跨校學分學程」榮獲本校優良學分學程、

106 學年度「國際經貿談判人才培育跨校學分學程」榮獲本校優良學分學程、 

107 學年度「國際經貿談判人才培育跨校學分學程」榮獲本校優良學分學程。 

(三)校內外特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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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人於 2014 年 9 月擔任學務長之前，即是教育部人權諮詢小組委員，後來本人擔任學務

長之後，爭取教育部首次在南部大學辦理教育部「大學訴願研討會」，經費為新台幣

1,000,000 元，並於 2005 年 6 月即在高雄大學舉辦。後續，亦爭取特殊教育教室共計

2,000,000 元，充實本校之諮詢設備及諮商人員經費。 

2. 本人獲得法學院院級教學優良教師：99 學年度、103 學年度、107 學年度；以及 

院級優良導師：101 學年度、106 學年度 

3. 本人以法律學系加上高雄市產業法治學會等校外單位，舉辦第一屆(2014 年)及第二屆

(2017 年)「產業發展與法治興革論壇」，並經過嚴格的雙向匿名審查機制，出版二冊專

書。2020 年即將辦理第三屆並依例出版第 3 冊學術性專書。 

4. 本人曾為本校首位赴立法院，就法案及新任大法官提名初審公聽會擔任審查人。 

5. 本人首度代表學校專業人員參與較為特殊專業委員會：諸如，高雄榮民總醫院「院外機

構委託鑑定管理會委員」(2015/1/1~2015/12/31)、高雄市「勞工權益基金會第三屆委員」

(2015/1/1~2016/12/31)、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2011/1/1-2017/12/31)、「校

園法治教育學生手冊增編計畫」案評審(201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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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著作目錄 

  

(一)專書及博碩士論文 

 

年度 書名 出版年月 

2019 行政治理 (32 萬字) 
巨流圖書出版司(2019.8) 

ISBN 978-957-732-584-6 

2019 兩岸競爭法專論 (28 萬字) 
巨流圖書出版司(2019.8) 

ISBN 978-957-732-583-9 

1996 新聞報業之競爭規範 (30 萬字) 臺灣大學法學博士論文(1996.6) 

1988 水平交易之法律問題研究 (18 萬字) 東吳大學法學碩士論文(1988.1) 

 

(二)期刊論文 

 

 年度 刊名 登載期刊 

2018 以 HFMEA 檢視我國醫療資訊保護法制 高大法學論叢第 13 卷第 2 期 

2012 
台灣公平交易法與各行政法規之適用上問題 

(日文) (SSCI) 
日本台灣法律學家協會雜誌 

2010 
台灣運動彩券脫胎於公益彩券獨立發行之現況 

(CSSCI) 
中國社會福利月刊，3 月號 

2010 我國發展運動產業之法制化芻議 國民體育季刊，161 期 

2010 兩岸競爭法之概括條款研究 法令月刊，第 61 卷第 6 期 

2009 
中國大陸反壟斷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之關連性

分析(下) 
世新法學，第 2 卷第 2 期 

2008 
中國大陸反壟斷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之關連性

分析(上) 
世新法學，第 2 卷第 1 期 

2008 
評析中國大陸以反壟斷法規制「行政壟斷」之

歷程及現況 
世新法學，第 1 卷第 2 期 

2008 我國發行運動彩券之法制上課題 高大法學論叢，11 月號 

2008 我國「政府資訊公開法」之制定與開展 軍法專刊，10 月號 

2008 
公平會與台灣微軟行政和解契約之定性與檢討

(下) 
高雄律師會訊，第 11 期 

2008 
公平會與台灣微軟行政和解契約之定性與檢討

(上) 
高雄律師會訊，第 10 期 

2001 Microsoft Case 之多元介面法律問題 競爭政策通訊，第 5 卷第 4 期 

1998 
新聞自由與競爭自由之利益衡量—以憲法學上

「雙重標準說」為檢視之依據 
公平交易季刊，7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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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新聞報業之競爭規範 月旦法學雜誌，2 月號 

1994 日本行政指導之機能與判例趨向 法律評論，12 月號 

1994 
公司法學之理念─自由與效率之間 

/久保欣哉著，黃銘傑、紀振清譯 

臺大法學論叢第 23 卷第 2 期，1994

年 6 月  

1994 歐洲公司法之第十二號指令--「一人公司」 法律評論，10 月號 

1992 
合資於歐市 85EEC 競爭規範下之適用情形及其

檢討 
法學叢刊，10 月號 

1992 行政指導與獨占禁止法於行政法學上之爭議 法學叢刊，4 月號 

1988 
在史爾曼法第一條分析法中，有關目的和效果

之關係／本質非法說和「合理原則」之關係 
法務通訊第 1359 期，1988 年 03 月 

1986 
論信用狀之法律性質及開狀銀行破產時之法律

問題（下） 
法務通訊第 1275 期，1986 年 07 月 

1986 
論信用狀之法律性質及開狀銀行破產時之法律

問題（中） 
法務通訊第 1274 期，1986 年 07 月 

1986 
論信用狀之法律性質及開狀銀行破產時之法律

問題（上） 
法務通訊第 1273 期，1986 年 07 月 

1986 國際借貸契約之法律選擇問題（五） 法務通訊第 1263 期，1986 年 05 月 

1986 國際借貸契約之法律選擇問題（四） 法務通訊第 1259 期，1986 年 04 月 

1986 國際借貸契約之法律選擇問題（三） 法務通訊第 1258 期，1986 年 03 月 

1986 國際借貸契約之法律選擇問題（三） 法務通訊第 1258 期，1986 年 03 月 

1986 國際借貸契約之法律選擇問題（二） 法務通訊第 1257 期，1986 年 03 月 

1986 國際借貸契約之法律選擇問題（一） 法務通訊第 1256 期，1986 年 03 月 

 

(三)專書論文 

 

 年度 論文名稱 出版年月 

2017 「兩端規制」與理性行政 
產業發展與法治興革論壇叢書系列

(二)，頁 01-57，2019 年 4 月 

2014 
國家危害預防之規制工具與體系建構-併論

英國勞動檢查法制之借鏡 

產業發展與法治興革論壇叢書系列

(一)，頁 21-96，2016 年 1 月 

2013 勞動檢查之權責分工與行政治理 

法學的實踐與創新-陳猷龍教授六秩華誕

祝壽論文集下冊，頁 507-536，2013 年

7 月 

2002 新經濟時代與獨占事業之違法性分析 

新世紀經濟法制之建構與挑戰-廖義男教

授六秩誕辰祝壽論文集，頁 1037-

1062，2002 年 9 月 

  

 



15 
 

 

(四)研討會論文 

 

年度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2017 「兩端規制」與理性行政 產業發展與法治興革論壇(2017/10) 

2014 國家之危害預防規制與企業社會責任 產業發展與法治興革論壇(2014/12) 

2013 
政府採購與行政問責性--併論政府採購法與

政府資訊公開法之交錯適用 66 

社會變遷與公務人力法制發展研討會

(2013/11/19 於高雄大學) 

2013 英國勞動檢查法制之現狀與發展動向 

「高雄大學法學院與岡山大學法學部」

公法學與全球化學術交流研討會

(2013/3/1 於高雄大學) 

2012 
企業社會責任與行政治理—以政府採購法案

件及資訊公開限制之事由為檢討 

「公義社會與廉能政府」學術與實務研

討會(2012/11/15~16) 

2011 大陸宏觀調控法與反壟斷法之關連性研析 
2011 年「海峽兩岸法律與經濟圓桌論

壇」(2011/12/01 於高雄大學) 

2011 
市場經濟與法學教育之開展 

─台灣經濟開展之現況出發 

2011 年「第二屆海峽兩岸法學院校長

論壇」(2011/09/22 於高雄大學) 

2011 
知的權利與 FOIA 立法過程 

—新聞自由之實踐軌跡 

2011 年「社會變遷與立法發展」國際

學術研討會(2011/05/18 於高雄大學) 

2011 兩岸區域合作之形式法治模式初探 

2011 年「海峽兩岸區域合作與協同發

展」論壇 

—新興產業發展研討會 

(2011/11/04 於高雄大學) 

2011 台灣公平交易法與各行政法規之適用上問題 
2011 年台日法學家論壇 

(2011/11/26 於日本東京) 

2010 人權保障與法治國原則 

「人權教育」研討會 

(10/29/於義守大學校本部行政大樓國際

會議廳) 

2009 台灣「運動彩券發行條例」之立法與解析 
2009 博彩產業與公益事業國際學術研

討會 

2008 台灣運動彩券之發行現況與修法方向 
2008 博彩產業與公益事業國際學術研

討會 

2007 日本晉輪(自由車)之法制與借鏡 運動彩劵相關研究研討會 

2007 
2003 年公平會與台灣微軟 

行政和解案之評析 

行政契約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適用 

之行政法理學術研討會 

2005 高雄市發現數位影像所需之租稅政策 
數位影像產業在高雄營運可行性評估」

論壇(2005/03/12 於高雄市政府) 

2004 臺灣解除管制之經驗與展望 東亞經濟法學會 2004 年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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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網站獨占事業與基礎設備理論 
廿一世紀資訊網路法制國際研討會 

(2000/06/17 於世新大學法學院) 

1998 地方自治體資訊公開之法政策 
地方自治與行政法學學術研討會(世新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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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教研活動 
 

(一)校外演講 

 

邀請單位 地點 演講題目 日期 

輔英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有理、有法的人權探討 2014/10/3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03 學年度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廣與

深耕學校計畫：服務學習 

─好品德好態度決定人生高度 

2014/11/20 

正修科技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網路時代」-新興犯罪與法律議

題工作坊網路犯罪（二）個資相關

法規 

2014/5/29 

淡江大學學務處 淡江大學 友善校園之人權法治觀念 2013/12/19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

學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

學 
校園法律講座 2011/12/30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

校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會 校園學生權利關係之調整與因應 2011/11/11 

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 國立高雄大學 市場經濟與法學教育之開展 2011/09/22 

公平交易委員會 
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

中心 

中國大陸宏觀調控法與反壟斷法之

關連性分析 
2011/06/21 

教育部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2010 品德教育與藝文涵養系列講

座《品德教育類》「智慧財產權面

面觀」 

2010/10/14 

中國清華大學 中國清華大學 海峽兩岸法學教育之比較座談會 2008/11/21 

中國華東政法大學 中國華東政法大學 臺灣公平交易法之經驗與借鑒 2007/11/28 

高雄市教育局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高雄市中區高中職建構適性學習社

區實施計劃「志願服務面面觀」 
2007/05/03 

真理大學名人講座 真理大學 校園性別教育之法律問題 2006/10/23 

第六屆高中生人文及

社會科學營 
國立中山大學 校園的民主法治 2006/07/12 

教育部訓委會 
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

心 

94 學年度教學與輔導知能研習會

「大學治理之倫理與法律觀」 
2006/06/26 

中國南開大學 中國南開大學 臺灣管制解除與公平交易法 2006/05/22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電影圖書館 
94 年志工及種子教師培訓課程

「影視消費法律面面觀」 
2005/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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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數位元影像產業在

高雄營運可行性評

估」論壇 

高雄市適合發展數位元影像產業 

之空間條件 
2005/03/12 

教育部 國立高雄大學 

91 年「全國校園網路法律知識宣

導暨種子人員培訓營隊」擔任「網

路智慧財產權」講座 

2002/09/27 

清華大學(北京) 清華大學(北京) 臺灣地區法學教育現狀及發展趨勢 2001/05/24 

公平交易委員會 
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

中心 

 Microsoft case 之多元介面法律問

題 
2000/01/09 

  

(二)研討會/會議主持人 

 

研討會名稱 地點 日期 

產業發展與法治興革論壇(第二屆) 國立高雄大學 2017/10/10 

產業發展與法治興革論壇(第一屆) 國立高雄大學 2014/10/1 

「高雄大學法學院與岡山大學法學部」 

公法學與全球化學術交流研討會 
國立高雄大學 2015/6/10 

運動彩券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公聽會 蓮潭國際會館 2015/2/12 

2014 財經法律學術研討會 興國管理學院 2014/12/31 

醫療科技與法律實務系列國際學術研討會 

－以臨終醫療及醫療訴訟為中心 
國立高雄大學 2014/12/8 

服貿協議對台灣經貿與憲政之衝擊與解除學術

研討會 
國立高雄大學 2014/5/20 

現代法學教育之困境與前瞻─國際學術圓桌論壇

會議 
國立高雄大學 2012/06/15 

PMNM 2012 Conference 俄羅斯南聯邦大學 2012/05/31~06/09 

「海洋法政暨財稅科技法律新趨勢」國際學術

研討會 
國立高雄大學 2012/05/17 

兩岸國際私法發展趨勢圓桌論壇 

－以物權及智慧財產權之爭端為主－ 
國立高雄大學 2012/05/16 

2012 年海峽兩岸法學交流與合作圓桌論壇 國立高雄大學 2012/04/27 

科技時代財經法律學術研討會(二) 國立高雄大學 2011/12/15 

2011 年科技法制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2011/11/03 

100 年度第一次南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 

「深化品德、體現生命價值～開展大學校園全

人關懷研討會」 

高雄醫學大學 2011/04/14 

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 2009 年研討 中國北京大學 2009/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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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2009 ESP 專業英語「法律英文」專題研討會 國立高雄大學 2009/06/05 

法學院互動教學成果觀摩研討會 國立中正大學 2008/03/25 

南區「營造 e 世代溫馨校園之師生關係」研討

會 
高苑科技大學 2006/11/10 

「改革企業與金融法制—台灣與南韓經驗」研

討會 
國立台灣大學 2003/12/25 

 

(三)講評人 

 

職務名稱 說明 日期 

第七屆兩岸刑事法制暨財經法律國際學術研討會 擔任與談人 2016/5/3 

運動彩券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公聽會 擔任發表人 2015/2/12 

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焦點座談會 擔任與談人 2014/5/30 

國家之危害預防規制與企業社會責任 

─產業發展與法治興革論壇 
擔任報告人 2014/12/16 

2014 財經法律學術研討會 擔任與談人 2014/12/31 

政府採購與行政問責性 

─併論政府採購法與政府資訊公開法之交錯適用 

社會變遷與公務人力法制發展研討會 

擔任發表人 2013/11/19 

101「亞太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 

─東協「刑事司法互助條約」解析與實踐之研究 

東協「刑事司法互助條

約」解析與實踐之研究－

評論人 

2012/03/10 

「司法改革與法官法草案」學術研討會 
法官兼職禁制規定之探討

─與談人 
2011/07/01 

公益揭發(揭弊)保護學術與實務研討會 
揭弊 vs.洩密：國家太空

中心案為例－與談人 
2010/03/05 

2009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科技法律學術研討會 

－科技法律發展與現況 

淺析美國聯邦生質燃料法

規與政策建構之新發展－

與談人 

2009/03/11 

老人健康及照護之政策與法律國際研討會 與談人 2008/10/17 

亞洲大學法學教育與國家考試改革論壇（第十四

次） 

中國大陸法學教育概況－

回應人 
2008/07/19 

2007 年國際刑法學會台灣分會「醫療與刑事法」

學術研討會 
開幕致詞 2007/05/05 

「司法改革與法官法草案」學術研討會 
法官兼職禁制規定之探討

─與談人 
2011/0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