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法學基金會
2019 年
工作報告
1/1- 12/31

活動名稱

主要參與人

基金會

時間

地點

角色
新公 司 法解 釋
與適用研討會

陳冲院長、曾宛如院長、方

主辦單位 2019/01/12 臺灣大學

嘉麟院長、郭土木院長、蕭

09:00-18:00

長瑞執行長、謝哲勝董事

法律學院

長、邵慶平副院長、郭大維

霖澤館

副院長、張心悌教授、社會

國際會議廳

各界人士等約 300 人

主辦單位 2019/01/13 協辦單位：

數據 分 析初 階

13:30-16:30

班：台北場(一
場)

十力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2019 未來趨

主辦單位 2019/02/10 協辦單位：

勢成長講座

13:30-16:30

十力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2019/02/14 2019 年國

國家考試與法
律記憶法

11:45-12:45

際書展紅沙
龍

主辦單位 2019/03/09 受邀臺灣理

洗錢防制法與
災難投資法

14:00-16:00

財顧問認證
協會臺中分
會

2019 年兩岸房
地產法 研討會

陳冲院長、北京大學房地產
法研究中心樓建波主任、南
京大學法學院金儉教授、北

主辦單位 2019/03/09 臺灣大學
-03/10

法律學院

京大學法學院常鵬翱教授、

霖澤館

台灣學者專家律師、及大陸

國際會議廳

學者、大陸北京知名律所律
師、社會各界人士等共約

250 人

主辦單位 2019/03/13 主辦單位：

資訊安全與個

09:00-12:00

人資料保護

臺北市教育
局

主辦單位 2019/03/20 主辦單位：

資訊安全與個

09:00-12:00

人資料保護

臺北市教育
局

主辦單位 2019/03/27 主辦單位：

資訊安全與反

19:00-21:00

詐騙

主辦單位 2019/03/29 協辦單位：

證券交易法研

14:00-16:30

究討論會(台北
場)
租賃 住 宅市 場
發展 及 管理 條

中原大學
十力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盧秀燕市長、胡宗邦董事
長、謝哲勝董事長、袁義昕

主辦單位 2019/04/12 台中市政府
09:00-12:40

教授、何彥陞教授、李惠宗

例 研討會（台

教授、溫豐文講座教授、李

中場）

善植局長、張鈺光教授、廖

惠中樓 301
會議室

欽福教授、許由興處長、沈
政安局長、袁義昕教授、張
永明教授、謝蕙如教授、花
敬群政次、社會各界人士等
約 200 人

主辦單位 2019/04/21 協辦單位：

證券交易法研

14:00-16:00

究討論會(高雄
場)

版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2019/04/21 主辦單位：

未來年表乙書

14:00-16:00

導讀
租賃 住 宅市 場
發展 及 管理 條

十力文化出

王惠美縣長、謝哲勝董事
長、胡宗邦董事長、袁義昕
教授、黃耀南處長、辛年豐

汐止區公所

主辦單位 2019/04/26 彰化縣政府
09:00-12:40

第二辦公室

例 研討會（彰
化場）

教授、張鈺光教授、蘇南教

會議室

授、林家祺系主任、廖蕙玟
主任、胡天賜主任執行官、
楊瑞美局長、李介民主任、
黃俊杰特聘教授、王靚琇司
長、社會各界人士等約 100
人

人工 智 慧與 法
律—反思與應
用 研討會

謝哲勝董事長、王文宇教

主辦單位 2019/04/27 臺灣大學

授、顏厥安教授、王煦棋教

08:50-12：05 法律學院

授、塗能謀 CEO、熊誦梅
法官、王儷玲教授、臧正運

霖澤館

助理教授、楊岳平助理教

國際會議廳

授、社會各界人士等約 300
人

台日 司 改政 策
評估學術 研討
會（第一天）

呂太郎秘書長、周春米委
員、四宮啟教授、陳運財教
授、後藤昭教授、林裕順教

主辦單位 2019/05/02 法官學院
09:00-16：40 101 演講廳

授、林輝煌院長、本庄武教
授、謝煜偉副教授、蘇素娥
廳長、天野康代律師、林琬
珊助理教授

台日 司 改政 策
評估學術 研討
會（第二天）

潘維大校長、羅秉成政務委

主辦單位 2019/05/03 東吳大學

員、四宮啟教授、陳運財教

09:00-17：00 城中校區

授、謝昆峯律師、後藤昭教
授、林裕順教授、章光明教

崇基樓

授、黃蘭副教授、黃翠紋教
授、廖訓誠副局長、黃明昭
局長、許福生教授、王皇玉
教授、蕭宏宜教授

2019 財 經 法
研討會

真理大學：林家祺主任、簡

協辦單位 2019/05/08 真理大學財

安珞董事長、陳奇銘校長、

10:00-16：00 經學院六樓

黃亮洲院長、鄭錦鳳副教
授、林植堅副教授、林洲富
法官、張志偉助理教授、謝
杞森教授、傅美惠副教授、

國際會議廳

黃淳鈺副教授、林燦都助理
教授、吳景欽副教授、方冠
傑副教授；東吳大學宮文祥
助理教授；中央警察大學許
福生主任

第二 屆 兩岸 產
業升 級 法制 圓
桌論壇

真理大學：陳奇銘校長、蔡

主辦單位 2019/05/15 真理大學

震榮講座教授、林家祺主

15:00-17:00

任、吳光明教授、謝杞森教

牛津會議廳

授、鄭錦鳳副教授；華東政
法大學：何勤華校長、魏琼
教授、陳金釗院長、馬長山
主編；蘇州大學方新軍院
長；西北政法大學楊建軍主
編；吉林大學魯鵬宇教授、
朱志峰教授；中國政法大學
孫海波教授；廣東財經大學
涂四溢教授

2019 國際私法
學術會議

馬漢寶大法官、肖永平副會
長、吳永乾校長、謝哲勝董
事長、劉鐵錚大法官、曾二

主辦單位 2019/05/17 世新大學管
-05/18

理學院大樓

秀教授、陳猷龍教授、王國

2 樓國際會

華副會長、林秀雄教授、徐

議廳 M201

慧怡教授、趙建副院長、李
復甸理事長、宋連斌教授、
王郁琦所長、袁泉院長、賴
來焜院長…等兩岸知名學
者專家、社會各界人士等約
150 人

立法 理 論與 實
踐 研討會

謝哲勝董事長、王文宇教

主辦單位 2019/05/24 臺灣大學

授、陳惠馨教授、林明鏘教

09:20-16：30 法律學院

授、吳秦雯副教授、林明昕
教授、林秀蓮主任委員、陳

霖澤館

鋕雄所長、方嘉麟教授、朱

國際會議廳

德芳副教授、龔天行兼任教
授、羅傳賢兼任教授、陳再

晉主任、謝碧珠研究員、林
修葳教授、社會各界人士等
約 200 人

主辦單位 2019/05/31 協辦單位：

資訊安全與電

09:30-11:30

腦鑑識

警察大學資
管系

民航 大 數據 運
用問 題 研討 會

方志文博士、潘維大校長、
王煦棋教授、熊誦梅法官、
董念清教授、韓振華組長、

－旅 客 個資 保

吳孝遂副總經理、黃心怡副

護及保安議題

系主任、柯莉娟博士/律師、

主辦單位 2019/06/03 民航局
08:50-12：00 國際會議廳

林俊良組長、許惠森副總經
理、單嘉鈴經理

資訊安全與個
人資料保護
證券交易法研
究討論會(台北

主辦單位 2019/06/14 主辦單位：
09:00-12:00

主辦單位 2019/06/16 協辦單位：
14:00-16:30

場)
法律駭客松討
論
電腦鑑識與數
位證據
菲律賓代訓：
營業秘密法介

究討論會(台中
場)

十力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2019/06/23 主辦單位：
19:00-21:00

LawNote

主辦單位 2019/06/27 主辦單位：
13:30-15:30

智慧財產局

主辦單位 2019/07/03 主辦單位：
10:30-11:30

紹
證券交易法研

新店區公所

法務部調查
局

主辦單位 2019/07/07 協辦單位：
14:00-16:30

十力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信託 法 制之 發
展與運用 研討
會

謝哲勝董事長、楊崇森教
授、韓良教授、滕杰法學博
士、李禮仲教授、黃鴻隆會

主辦單位 2019/07/13 臺北商業大
08:50-12：00 學承曦樓 10

樓

計師、陳猷龍客座教授、柏
高原律師、張大為組長、林
志翔主任會計師、許兆慶所
長、王志誠特聘教授、社會
各界人士等約 200 人

主辦單位 2019/07/10 主辦單位：

資訊安全與個

13:30-16:30

人資料保護

新竹生活美
學館

主辦單位 2019/07/21 協辦單位：

證券交易法研

14:00-16:30

究討論會(台北
場)

十力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2019/08/04 協辦單位：

行政法講座(台

14:00-16:30

北場)

十力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2019/08/18 協辦單位：

證券交易法研

14:00-16:30

究討論會(台北
場)

十力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2019/08/25 協辦單位：

行政法講座(台

14:00-16:30

北場)

十力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建築 基 地出 入
通路 實 務爭 議
座談會

謝哲勝董事長、張志偉助理

主辦單位 2019/08/28 臺灣大學

教授、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

08:50-12:00

工處王健忠副處長、臺北市

法律學院

政府建築管理處梁志遠副

霖澤館

總工程司、中華民國不動產

1301 多媒

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
合會于俊明秘書長

體教室

主辦單位 2019/09/01 協辦單位：

行政法講座(台

14:00-16:30

北場)

十力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2019/09/15 協辦單位：

證券交易法研

14:00-16:30

究討論會(台北
場)

十力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2019/09/22 協辦單位：

行政法講座(台

14:00-16:30

北場)

十力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民商 事 行為 公
證 研討會

陳冲院長、吳昭瑩理事長、

主辦單位 2019/10/19 臺灣大學

謝哲勝董事長、顏鴻彬公證

08:50-17：20 法律學院

人、馬宏俊教授、李兆環律
師、周家寅理事長、李國增

霖澤館

廳長、許兆慶律師、許士宦

國際會議廳

教授、趙之敏公證人、賴來
焜院長、葉詠翔公證人、管
靜怡法官、游進發教授、邱
聰智教授、洪秀芬副教授、
鄭雲鵬公證人、洪令家副教
授、賴英照院長、蔡鐘慶助
理教授、鄭惠佳主任公證
人、周振鋒副教授

主辦單位 2019/10/26

證券交易法研

14:00-16:30

究討論會(台北
場)
高齡 智 慧醫 療
照護 與 財產 保
障政策 研討會

謝哲勝董事長、李兆環律
師、陳惠芳副署長、張文瀚
理事長、賴峯民教授、蔡德

主辦單位 2019/11/09 臺灣大學
法律學院

祥醫師、吳照興董事長、陳

霖澤館

明堂次長、鄧學仁教授、戴

1301

瑀如教授、黃詩淳教授、鍾

多媒體教室

瑞蘭司長、薛瑞元次長、孫
一信秘書長、曾妙慧教授、
劉庭軒董事長、龍海明律師

主辦單位 2019/11/09 主辦單位：

行政 法 記憶 講

10:00-12:00

座
證券 交 易法 半
世紀 回 顧與 展
望

永建圖書館

陳冲董事長、賴英照院長、

主辦單位 2019/11/16 臺灣大學

謝哲勝董事長、楊岳平助理

09:00-17:10

教授、鄭婷嫻助理教授、李

法律學院

啟賢董事長、沈臨龍董事

霖澤館

長、朱德芳副教授、郭大維

國際會議廳

副院長、薛明玲所長、蔡慶
年董事長、方元沂教務長、
洪令家副教授、吳崇權董事
長、吳陳鐶大法官、胡韶雯
副教授、許兆慶主持律師、
邱智宏襄閱主任檢察官、徐
珮菱副系主任、蔡鐘慶助理
教授、周振鋒副教授

都市 計 畫委 員
職權 行 使與 法

廖義男大法官、謝哲勝董事

主辦單位 2019/11/20 臺灣大學

長、楊智傑教授、陳立夫教

09:00-11:50

授、張鈺光助理教授、吳陳

社科院

律責 任 裁判 評

鐶大法官、李進建主持律

梁國樹國際

析 研討會

師、林家祺副董事長、許兆

會議廳

慶主持律師

都市 計 畫臨 路
退縮 供 通行 與

謝哲勝董事長、黃烱輝理事
長、高仁川助理教授、陳立

主辦單位 2019/11/22 寒軒國際大
13:30-18:00

夫教授、陳明燦特聘教授、

財產權保障 研

張貴財理事長、蔡志方教

討會

授、楊智傑教授、紀振清系

飯店 B2 樓
國際廳

主任、張永明教授、張文郁
教授、蘇俊傑副局長、鄭純
茂理事長

證券交易法研
究討論會(高雄

主辦單位 2019/12/01 五南出版社
14:00-16:30

高雄分店

場)

四樓會議室
主辦單位 2019/12/15

證券交易法研

14:00-16:30

究討論會(台北
場)
病人 自 主權 利
法的 回 顧與 前

謝哲勝董事長、薛瑞元次
長、蔡碧仲次長、邱泰源立

09:30-17:15

法委員、楊玉欣委員、謝景

瞻--台灣、中國

祥院長、黃鈺媖副執行長、

和日 本 的社 會

羅永達院長、陳孝平特聘教

實踐 研討會

主辦單位 2019/12/07 臺大醫院國
際會議中心
301 會議廳

授、林鴻文律師、劉昭宏院
長、許兆慶主持律師、李仁
淼系主任、林慧茹研究員、
湯文章主持律師、黃三榮
律師、吳昭軍副署長、王志
嘉主治醫師、許文章主任、
何建志副教授、黃勝堅總院
長、楊玉隆醫師、蔡兆勳主
任、李兆環主持律師

2019 年政府採
購法學術 研討
會

吳陳鐶大法官、謝哲勝董事
長、林家祺副董事長、闕銘
富博士法官、蔡震榮教授、

主辦單位 2019/12/21 國立臺灣科
09:30-15:25

學教育館

凃榆政律師、林明昕教授、

9 樓國際會

李玉卿庭長、李永然律師、

議廳

王國武助理教授、程明修
教授、王煦棋教授、李金松
主任、林恩瑋教授、姚志明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