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所介紹
主講人：陳啓垂副教授



成立財經法律學系，為當時
台灣中部地區唯一發展財經
專業法律之國立大學

教育部核准設立科技
法研究所，招收碩士
班學生

財經法律與科技法律合併成
立法律學系，教育部核准設
立碩士在職專班

「法律學系科技法律碩
士班」正式更名為「法
律學系碩士班」

2001.08.01

2004.08.01

2010.08.01

2018.08.01

發展歷程
1961年
中興大學合併法商學院法律系

2000年
法商學院改制為台北大學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

中興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2001年
成立財經法律學系

2004年
設立科技法律研究所

2010年
「財經法律學系」與「科技法
律研究所」合併成立法律學系

2010年
設立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中興大學法政學院
2018年
「法律學系科技法律碩士班」
正式更名為「法律學系碩士班」



系所特色

在地連結與多元發展

社會責任與國際接軌

基礎法學教育
課程：提供司法官、律師、司法事務官、檢
察事務官、行政執行官、觀護人、公證人、
法院書記官、公務人員、企業法務等完整之
法律基礎課程。
教學：傳遞式教學、對話式教學、跨領域學
習、合作型學習、標竿學習，專業實務學習、
實地參訪等各種學習方式。

在地化之法學連結與合作：與臺中地方法院、臺中、彰化及南投律師
公會，法扶基金會台中分會開設實習訓練課程，讓學生從實作中獲得
實務經驗。
跨領域人才培育：鼓勵學生修習雙主修或輔系，例如會計、財金、土
木等學系，並接受外系同學雙主修，並與中山醫學大學重點院系合作
開設課程，將法學延伸至醫學領域。

社會責任:教學與研究朝向社會勞工、食品
安全、個人資料保護、環境保護等新興領
域，關注國際人權、氣候變遷及永續發展
等議題，實踐社會與人文關懷。
國際學習與交流：提供國際法、外國法學
及比較法學課程。學生可參與本校赴海外
交換學生計畫，例如至德國及日本修習法
律相關課程。



師資陣容 【講座/客座教授】

講座教授

姓名/職稱 專長領域

賴英照講座教授 財經法

黃東熊講座教授 刑事法

客座教授

姓名/職稱 專長領域

温豐文客座教授 土地法、民法物權



師資陣容 【專任師資】

專任教師

姓名/職稱 專長領域 研究主題或方向

林昱梅教授
兼系主任 行政法、食品安全法、智慧財產權法 預防原則與食品安全法、著作權法

高玉泉教授 傳播法、國際法、法律社會學、國際私法 兒童權利公約、兒少法、人口販運防制法

李惠宗教授 憲法、行政法、教育行政法、法學方法論 憲法訴訟、食品安全管理訴訟、納稅者權益保
障法

蔡蕙芳教授 刑事法、資訊法、證據法 歐洲人權法院對監聽法律之正當程序見解

劉昭辰教授 民法、親屬法 離婚苛刻條款的案例研究



師資陣容 【專任師資】

專任教師

姓名/職稱 專長領域 研究主題或方向

陳啓垂副教授 民事訴訟法、民法、國際民事訴訟法 承認外國判決的效力及程序

劉姿汝副教授 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民法 聯合行為、食品安全與消費者權益、加盟制度

林炫秋副教授 勞動法、社會法 勞動基準法、勞動契約法、勞資關係法、勞工
社會保障法、年金法

廖緯民副教授 個人資訊保護法、政府資訊公開法 隱私權、大數據、開放資料、資安管理法制、
電子商務法制

陳龍昇副教授 智慧財產權法、生物科技法律 專利適格性爭議、專利權侵害與救濟爭議、
醫藥倫理與法律



師資陣容 【專任師資】

專任教師

姓名/職稱 專長領域 研究主題或方向

蘇宜成合聘副教授 生物科技與法律、國際專利法 食品標示規範與營業秘密的平衡機制

陳信安副教授 憲法、行政法、能源法、歐盟法 行政罰法、行政訴訟法、台灣與德國離岸風
力發電法制、德國能源轉型數位化法制

蘇怡慈副教授 公司法、公司治理、證券交易法 金融科技創新之監理

陳俊偉助理教授 刑法、刑事政策 危險刑法與風險刑法



師資陣容 【兼任師資】

專案教師

姓名/職稱 專長領域 研究主題或方向

蘇義淵專案助理教授 國際法、國際環境法 氣候變遷法律與政策

兼任教師

姓名/職稱 現職 專長領域

張進德教授 亞洲大學財法系講座教授 稅法

羅俊瑋教授 中正大學法律系教授 海商法、保險法

施建州副教授 台北商業大學財金系副教授 票據法



師資陣容 【兼任師資】

兼任教師

姓名/職稱 現職 專長領域

李悌愷助理教授 台中地院法官兼庭長 非訟訴訟法、財產法

唐敏寶助理教授 台中地院法官 民法親屬與繼承、家事事件法

李君韜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法理學、法制史

魏培軒助理教授 彰師大公育系助理教授 憲法、行政法

賴恭利講師 台中地院法官 強制執行法



興大法學 【列入TSSCI核心期刊】

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學報《興大法學》通過2017年科技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
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評比結果，正式列入TSSCI核心期刊，成為台灣法學界具影響
力的法學專業期刊。



興大法學 【榮獲「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知識影響力獎】

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學報《興大法學》榮獲2019年度國家圖書館「臺灣學術資源影響
力」：知識影響力獎，法律學門期刊第四名(排名依據為臺灣出版之期刊12018年之5
年影響係數，以較近的5年份之著作比較即時性被引用之情形)，前三名為中研院法學
期刊、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政大法學評論。



興大法學 【榮獲「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期刊即時傳播獎】

繼2019年獲得國家圖書館頒授「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知識影響力獎」後，
今(2020)年再度入選該館「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獲獎名單，獲頒「期刊
即時傳播獎：法律學學門期刊第三名」。《興大法學》不僅連續二年獲得
國家圖書館頒獎肯定，在法律學學門期刊中的獲獎名次，更由去年之第四
名進步至今年之第三名，學術貢獻已受外界高度肯定。



學士班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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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資源中心
可查詢法律相關資源之實體書籍、
本系與外校交換之畢業生論文等、
並提供電腦可查詢電子資料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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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https://www.oia.nchu.edu.tw/index.php/tw/

【請至本校國際事務處網頁詳最新資訊】



畢業出路

畢業出路，包含擔任司法官、檢察官及其他司法人員，或經高普考試或特考任用為公務人員，例如法制人
員、勞工行政、調查局與政風人員等。此外，參加證照考試從事專門職業者，包含律師、民間公證人或地
政士等。本系並鼓勵學生雙修會計系，目前已有同時考取會計師與律師之畢業生。畢業生在私部門發展者，
集中在金融機構、科技公司與保險公司，以及專利商標事務所等。
此外，亦有畢業生繼續至研究所進修，畢業後進入產學科研部門，例如工業技術研究院及資策會科技法律
研究所等產學或研究單位服務。



學生實習與社會服務



簽署合作協議單位 簽約日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自102年10月起
中山醫學大學健康管理學院 自103年6月起
中山醫學大學牙醫系 自103年1月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科技學院 自107年8月起

簽署合作協議 培育跨領域人才



簽署合作協議 學生實習與社會服務

簽署合作協議單位 簽約日

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 自100年6月起
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 自101年9月起
南投律師公會 自103年1月起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自104年9月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自107年3月簽約



簽署合作協議 實務課程與學術交流

簽署合作協議單位 簽約日

財團法人法扶基金會台中分會 109年6月18日至111年4月30日
法官學院 自109年4月29日起，簽約期間5年
日本一橋大學法學院 自109年8月6日起，簽約期間5年



實務課程

與財團法人法扶基金會台中分會合作
 學士班四年級課程：刑事法律實務/民事法律實務，2學分，選修。

 課程簡述：由法扶基會金提供實習機會並帶領修課學生接觸實際法
律事件、法律諮詢或案件審查的聆聽與紀錄。

與法官學院合作
 本系碩士班課程：刑事審判實務專題/民事審判實務專題，2學分，選修。

 課程簡述：由法官學院推薦優良且實務經驗豐富之法官至本系開設
課程，課程開設於碩士班，歡迎大學部高年級學生上修。



區域合作-彰化律師公會/ 法治教育暨法律諮詢服務活動



區域合作-臺中律師公會/法律實務課程

2019/5/23                                                                   2018/12/3                 



區域合作-南投律師公會/法律營





惠蓀講座-賴英照院長 2019/05/07



險評估在食品安全風險管理決策及司法審查中之實踐-座談會
2019/06/17



法學與司法實務學術研討會 2019/10/28



民法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工作坊 2019/10/30



反不當競爭法於專利行使與專利標示之相關規範-智財菁英演講會2019/11/01
達穎專利事務所共同主辦



2019年公法研討會 2019/11/15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共同主辦



社會法學術研討會 2019/12/06



憲法訴訟法有關的「裁判憲法審查」制度(憲法訴願)-研討會 2019/12/06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校友會共同主辦



防疫新常態下的法律秩序與科技應用座談會
2020/06/03



國際交流

日本東京大學米村滋人教授
2018.11.05日本一橋大學下山憲治教授 2018.12.12

德國呂納堡大學
Prof. Dr. Thomas Schomerus
2018.11.8

日本高知縣立大學文化學院根岸忠准教授
2019.05.03



國際交流 2019現代直接民主全球論壇
2019/10/03~04



經濟刑法的在地實踐 2020/8/28~29

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比較刑法研究中心、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高大刑事法學講座、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法務部檢察司共同主辦



2020/08/20 新北市明德高中來訪 2019/07/15 和美高
中社會組來訪

2019/11/01 苑裡高中來訪 2019/03/04 彰化文興高



【系學會】學生活動

迎新 2019法律營

春蟄節 送舊



由本系學生組成之「法律服務社」邀請本系畢業校友(執業律師)於農夫市集進行現場法律問
題諮詢。
左圖中：石秋玲律師(曉律法律事務所)

【法服社】農夫市集-法律諮詢



教學創新課程

2019年11月27日參訪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2019年11月26日參訪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

2019年11月26日參訪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2019年12月10日參訪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交通資訊

40227台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社管大樓7樓734室
電話：04-2287-3371
傳真：04-2287-3370
信箱：law@nchu.edu.tw

高鐵烏日站
台鐵新烏日站

台中客運 33
全航客運 158

統聯客運 73

台鐵大慶站

台鐵台中站

台中客運 33. 35
統聯客運 50. 59. 73
全航客運 58. 65



歡迎加入
中興大學法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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