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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法理學會第三屆理事長工作成果與回顧報告

(2005.02-2007.02) 

 

壹、完成本會初步登記成為內政部立案之社團法人，已經內政部核准籌組（內政

部同意籌組函如附件） 

 

貳、出版工作 

一、出版「法律的分析與解釋──楊日然教授紀念論文集」（台灣法理學會叢 

書第一冊）（已由台大林文雄教授與政大江玉林教授編輯完成，並於 2006

年 7 月由元照出版社出版） 

二、即將出版「法律與語言──東亞法律漢字用語之整合」（2005 年法理學國際 

    研討會會後論文集）（新學林出版社排版二校中，由台北大劉幸義教授編    

    輯） 

 

參、已舉辦之學術活動紀錄 

 

第一年(2005.02-2006.02) 

 

一、法理學研討會（與台北大學合辦） 

時間：2005 年 03 月 05 日（星期六）上午 09:00-18:00 

地點：國立台北大學民生東路教學大樓八樓第四會議室（台北市民生東路三

段六十七號） 

    題目：全球化社會中的法律與正義  

    報告人：陳妙芬、牛惠之、劉幸義、顏厥安、陳顯武、陳起行、吳景芳、雷

文玫、楊秀儀、李震山等教授 

 

二、XXII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 of Law and Social Philosophy (第 22 屆法

律暨社會哲學國際會議) 

時間：2005 年 05 月 24 - 29 日 

地點：Granada, Spain (西班牙．格拉納達) 

    題目：Law and Justice in a Global Society  

    報告人：劉幸義、顏厥安、陳妙芬、陳起行、楊秀儀、雷文玫、王鵬翔 

 

三、演講活動（與政大法學院基礎法學研究中心、政大法律科技整合研究所合辦） 

時間：2005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四）， 18:30-20:00 

    地點：政大法學院會議室（綜合大樓北棟 1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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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解譯基因：主體性形塑、法律與公眾的生命倫理論辯 

    報告人：邱文聰 

 

四、2005 年法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台北大學合辦） 

時間：2005 年 10 月 26-28 日（星期六） 

地點：國立台北大學民生東路教學大樓多媒體會議室（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六十七號九樓） 

    題目：東亞法律漢字用語之整合  

    報告人：鈴木賢、竹下賢（日本教授）、韓基宗、沈憲爕（韓國教授）、黃榮

堅、黃舒芃、劉幸義、鄭逸哲、江玉林、吳從周、陳妙芬等教授 

 

五、演講活動（與台北大學合辦） 

時間：2005 年 11 月 09 日（星期三）13:30-15:30 

    地點：台北大學建國校區莊敬大樓六樓會議室 

    題目： 「女性主義（者）」的性別：身分、認同、理論與實踐的交錯 

    報告人：陳昭如、王雅各 

 

六、演講活動（與政大法學院基礎法學研究中心、政大法律科技整合研究所合辦） 

時間：2005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11:00-12:30 

    地點：政大法學院會議室（綜合大樓北棟 13F） 

    題目：民法上之法律漏洞, 類推適用與目的性限縮──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度

台上字第一七一八號等相關判決、決議綜合評釋 

    報告人：吳從周 

 

七、演講活動（與政大法學院基礎法學研究中心、政大法律科技整合研究所合辦） 

時間：2005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14:00-15:30 

    地點：政大法學院會議室（綜合大樓北棟 13F） 

    題目：風險迴避、談判與理賠策略 

    報告人：葉家興 

 

八、法理學座談會(與台北大學合辦) 

時間：2006 年 01 月 04 日（星期三）下午 13:10-15:00 

地點：國立台北大學法學系會議室（台北市建國北路校區莊敬大樓（合江街）

六樓） 

    題目：馴服人類基因體學：選擇自由、基因隱私與基因歧視之外的另一種思

考取徑 

    座談人：邱文聰、戴華、江玉林等教授 

 



 7 

第二年(2006.02-2007.02) 

 

一、「日本與台灣法學交流座談會」 

    時間：2006 年 03 月 29 日（星期三）上午 9:00 - 12:00  

    地點：台北大學 教學大樓 九樓 第四會議室（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六十七

號） 

主題：「日本與台灣法學交流座談會」（受東亞法哲學會議之託辦理）  

  討論議題：  

    一、台日合作研究計畫  

    二、台日雙邊研討會  

    三、台日教師與學生之交流  

    四、大學校際合作與跨國交流的可行性  

    五、國科會與日本交流協會的可能補助  

    與會者：邀請的日本法律學者分別來自：北海道大學、札幌學院大學、東京

大學、神奈川大學、神戶大學、名古屋大學、千葉大學、大阪大學、

大阪府立大學、早稻田大學、白毆大學、廣島大學…等 

 

二、演講（與台北大學合辦） 

時間：2006.03.29.（星期三）下午 13:00-15:00 

地點：國立台北大學法學系會議室 

台北市建國北路校區莊敬大樓（合江街）六樓 

權力、權利和利益的博弈：中國大陸城市房屋拆遷的法律與經濟分析 

            The Game Among the Power, Right and Interest：An Economic and  

Legal Analysis on Eviction Cases 

            in Urban Areas  of  China 

演講人：馮玉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對談人：簡資修（中研院副研究員） 

 

三、演講（與台北大學合辦） 

    時間：2006 年 5 月 12 日(五) 上午 10:10-12：00 

地點：國立台北大學 建國北路校區 莊敬大樓（合江街）六樓  

法學系會議室 

題 目：全球化及本土化對人權的影響 

GLOCALIZACION  Y DERECHOS HUMANOS 

演講人：Prof. Dr. Aurelio de PRADA 

西班牙 Rey Juan Carlos 大學 法律暨社會學院 教授 

Facultad de Ciencias Jurídicas y Sociales, Universidad Rey Juan Carlos 

翻譯人：劉瓊琳 小姐 (教育部國際文教處) 【西班牙語演講，有同步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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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現代與後現代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法學院基礎法學研究中心合辦） 

時間： 2006 年 6 月 17 日 （星期六）上午 09：50～12：10 

地點：政治大學綜合大樓北棟 13 樓法學院會議室 

報告人： 江玉林（政治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主 題： 歐洲近代初期的警察學：一個關於現代法與現代國家 

原初知識的誕生 

報告人： 林聰賢（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講師） 

主 題： 流刑地——<（後）現代>迷霧中之法學觀察 

報告人： 吳豪人（輔仁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主 題： 後現代法學真的存在嗎？——法學現代性備忘錄  

與談人：張嘉尹（ 世新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王效文（成功大學法律系助

理教授） 

 

五、演講活動(與台北大學合辦) 

時間: 2007 年 1 月 03 日上午 10:10 - 12:00   

地點: 國立台北大學法學系會議室（台北大學 建國校區 蕙蓀南樓二樓 623 

教室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 69 號） 

題目:「雙重具體化」與錯誤 ("Doppelindividualisierung und Irrtum") 

演講人: 東吳大學法律系徐育安教授  

與談人：台灣大學法律系陳志龍教授 

 

六、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台北大學合辦） 

時間: 2007 年 03 月 14 日(星期三)10:10- 12:00; 13:00-15:00 

地點：台北大學民生東路校區教學大樓九樓第四會議室(台北市民生東路三

段六十七號九樓) 

題目: (一)法律人的倫理學  

(二)全球化下對於國家法的機能會帶來如何的影  

演講人: 日本名古屋大學法學院森際康友教授 

與談人: (一) 林素鳳副教授、王惠光律師 

           (二) 黃朝義教授、鄭善印教授 

 

七、學術研討會(與台北大學合辦) 

會議主題：二十一世紀的法律與法律文化：分離或諧和 

                              Law and Legal Cultures in the 21st Century: Diversity and Unity 

 時間：2007 年 03 月 24 日（六） 

地點：台北大學民生東路校區教學大樓九樓多媒體會議室(台北市民生東路

三段六十七號九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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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人：簡資修 、王鵬翔 、黃舒芃教授（中央研究院）、顏厥安 、陳妙芬 （台

灣大學）、劉幸義教授（台北大學） 

    與談人：王效文教授（成功大學）、江玉林教授（政治大學）、莊世同（輔仁

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