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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法律學系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開學公告（持續更新中） 

109 年 8 月 27 日起陸續更新 

一、 本學期各科開學特別公告注意事項如下，其他未特別公告的課程，皆依據學校行事曆自

開學第 1 週（109 年 9 月 7 日）正常上課，請修課學生務必準時出席，以利各科教師規

劃考試及報告等事宜，請注意本系最新公告、老師授課大綱及教學平台（Moodle）等相

關事項。上課前，請先至查詢課程網頁確認教室是否異動。

http://course-query.acad.ncku.edu.tw/qry/index.php 

 

二、選修本學期碩博班「法學外文」類的課程者，請注意「語文測驗」相關規定及公告： 

（一）依據本系「碩士學位修業補充規定」，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甲、乙、丙、丁各組）應修習 

      外文（任選英、德、日、法文等）法學名著選讀（法學外文類課程）四學分，不計入畢業 

      學分，並應先提出與該外文相關之語言能力證明，以取得修課資格，請詳參本系規定。 

 

   （二）請注意「法學外文」類課程之開課老師公告，說明如下： 

1. 如果老師勾選「所有修課學生（不論是否已取得修課資格）都要參加語文測驗」： 

        （1）所有修課學生（含學士班、碩博班等，不論是否已經取得修課資格）直接依公告之時間 

及地點參加語文測驗，可不用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2）本系各組碩士生若未取得修課資格（如未通過語文測驗，也無語言能力證明），依規定 

必須自行退選，其他本系未規定必須取得修課資格者，如博士生及學士生，若未通過測驗， 

由任課老師決定是否仍能選修。 

        （3）本系碩士生若已取得本系規定之修課資格，仍要參加語文測驗，且仍可於開學第 1 週 

提出與該外文相關之語言能力證明或修課成績單之正本及影本至本系辦公室備查。 

 

2. 如果老師勾選「只有需要取得修課資格的學生（即本系各組碩士生）才參加語文測驗」： 

        （1）本系各組碩士生若尚未取得法學名著選讀（法學外文類課程）之修課資格，請於 109 年 

     9 月 7 日開學前，向本系辦公室申請參加語文測驗，可 email 至本系辦公室 

    em66100@email.ncku.edu.tw  註明「姓名、學號、擬選修之法學外文類課程全名」，於本 

    系辦公室回覆後才完成報名。請務必依公告之時間及地點參加語文測驗，未依規定申請                      

            及參加測驗者，由任課教師決定是否補辦測驗。本系各組碩士生若未取得修課資格（如未 

            通過語文測驗，也無語言能力證明），依規定必須自行退選。 

        （2）本系碩士班各組學生若已取得本系規定之修課資格，請於開學第 1 週前，提出符合規定之 

             修課資格文件（如該外文規定之語言能力證明）之正本及影本至本系辦公室，正本驗後 

             請當場領回，影本由本系登錄存查，系辦已登錄過者，不用再交。 

        （3）其他本系未規定必須取得修課資格者，如博士生及學士生，依本系規定可不用參加考試， 

 也不用提出相關證明，但仍由任課老師決定是否臨時測驗及是否能選修該課程，測驗日 

 非當然停課，由任課老師決定是否上課。 

        

        3. 如果老師「沒有勾選」語文測驗方式，則預設為「所有修課學生（不論是否已取得修課資格）      

           都要參加語文測驗」，請參考上方第 1 點，並準時出席上課及參加語文測驗。  

http://course-query.acad.ncku.edu.tw/qry/index.php
mailto:em66100@e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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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科開課教師之開學特別公告如下：  

 

開課教師 特別提醒注意事項（持續更新中） 

（待續）  

許登科 老師 

109.9.1 

大學部課程：憲法 

各位大一雙班以及選課同學好，首先非常歡迎大家來上登科的憲法課，以下三點

請大家注意。 

 一、我們第一周９月８日星期二就會正式上課，上課都會同步錄影，隔天會將錄

影帶上傳以供學生們線上學習，這也是配合防疫措施讓無法到校實體上課之方

式。到校實體上課者，也將配合實名制之防疫需求而當場採線上點名簽到。 

 二、每次上課，我們將由同學們分組製作共通筆記（共筆），因為上課三小時，

故採三人為一組，上課可錄音或將板書拍照。各分組之負責時間（第幾周）將於

第一周和第二周上課討論排定，你可以事先想想和誰一組，碩士班課可不參加共

筆分組，依老師擇定題目採取專題報告。 

 三，第一周課前作業題目已經公布在學校 moodle網站，請自行完成並上傳。 

請於九月八日上課前上傳   最多兩頁即可 

 

林易典 老師 

109.8.27 

大學部課程：服務學習（三） 

林易典老師重要公告 

大二「服務學習（三）」課程, 9/7(一) 11:10 在 80105 進行 

1.課程說明 2.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同仁座談講習 3.排班表. 

修課同學需符合已公告的修課條件 

9/7(一) 11:10 當天未參加說明座談講習排班表同學, 請退選. 

 

王毓正 老師 

109.8.27 

大學部課程：行政法 

第 1 週停課 1 次。 

 

許澤天 老師 

109.8.27 

大學部課程：刑法分則 

第 1 週停課。 

 

碩博班課程：刑法基本問題研究（一） 

第 1 週停課。 

 



3 

 

葉婉如 老師 

109.8.27 

大學部課程： 

民法總則 1. 請出席參加第一週課堂(2020/09/09)之隨堂測驗。 

 測驗內容: 高中「公民與社會」科單元三「道德與法律規

範」: 主題三、「法律基本理念與架構」、主題四、「憲法與

人權」及主題六、「民法與生活」等相關內容及法律情境

考題；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Q17aZ。 )  

2. 請於第一週課堂(2020/09/09)繳交一篇文章讀後心得，敬

請參考 Moodle 平台上之前導文章，擇一撰寫。 

3. 請於第一週課堂(2020/09/09)提供所觀察蒐集之日常民

事案例三則，相關格式敬請參考 Moodle 平台上之說明。 

4. 本學期之自主學習活動將在 Trevi 揪課網站開設「揪課

無學分課程」(民總案例演練工作坊)，請上網加入揪課

行列。 

 網址： https://trevi.ctld.ncku.edu.tw/site/。 

工程契約法與判決

資料分析 

1. 欲修習本課程者，務請出席第一次課堂(2020/09/10)，以

利參與分組報告之議題分配。謝謝您的配合! 

2. 本課程希冀進行跨領域學習與討論，重視同學課堂參與

之積極度；若無法規律出席、缺乏討論熱忱者，建議請

勿修習。 

3. 本課程部分課堂須前往三樓電腦教室進行程式設計資

訊課程之跨域學習；若無法配合者，建議請勿修習。 

4. 本課程屬於「15+3 跨域實作課程」，期末三週課程將採

彈性密集授課，預定於 2021/01/09(週六)整天進行期末專

題實作工作坊暨法律黑客松微競賽；若無法配合者，建

議請勿修習。 

5. 請於第一週課堂(2020/09/10)針對下列五篇工程契約法

文章繳交一篇綜合讀後心得，相關格式敬請參考 Moodle

平台上之說明。 

①. 古嘉諄，工程法：第一講 工程契約之生、老、病、死，

月旦法學教室第 63 期，頁 75-84。 

②. 同前，工程法：第二講 工程契約之「老」與相關爭議，

月旦法學教室第 65 期，頁 67-77。 

③. 同前，工程法：第三講 工程契約之病（上），月旦法

學教室第 67 期，頁 75-83。 

④. 同前，工程法：第三講 工程契約之病（下），月旦法

學教室第 68 期，頁 77-84。 

⑤. 同前，工程法：第四講 工程契約之死，月旦法學教室

第 70 期，頁 85-91。 

碩博班課程： 

科技與民事法專題 1. 為配合學倫講習活動，第一週將調整上課。 

https://reurl.cc/Q17aZ
https://trevi.ctld.ncku.edu.tw/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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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 【學術誠信 x 研究倫理 綜合講座】人生怎能「代寫」？

- 你/妳不可不知的學誠與研倫，2020/09/23(週三) 

14:00-17:00，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報名網址: 

https://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no=9
925 

 相關網站: 
http://oai.web2.ncku.edu.tw/p/404-1072-192306.php?Lang=zh-

tw 
 議程: 

http://oai.web2.ncku.edu.tw/var/file/72/1072/img/539/8094047

64.pdf 

2. 欲修習本課程者，務請出席 9/16 第一次課堂，以利課程

進度討論及學期報告週次安排。 

科技與民事法專題

研究（一） 

1. 為配合學倫講習活動，第一週將調整上課。 

【學術誠信 x 研究倫理 綜合講座】人生怎能「代寫」？

- 你/妳不可不知的學誠與研倫，2020/09/23(週三) 

14:00-17:00，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報名網址：

https://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no=9
925 

 相關網站：
http://oai.web2.ncku.edu.tw/p/404-1072-192306.php?Lang=zh-

tw 
 議程： 

http://oai.web2.ncku.edu.tw/var/file/72/1072/img/539/8094047

64.pdf 

2. 欲修習本課程者，務請出席 9/16 第一次課堂，以利課程

進度討論及學期報告週次安排。 

陳運財 老師 

109.8.27 

 

（右列先比照

108 學年度上

學期之測驗方

式，請老師開

學第 2 週提供

通過測驗的名

單。） 

 

碩博班課程：日本司法權獨立重要案例選讀（一） 

 

1.舉辦語文測驗的日期：預定第 1 週上課時、原教室。 

2.必須參加語文測驗的學生： 

V「只有需要取得修課資格的學生（即本系各組碩士生）才參加語文測驗」 

測驗規定如上方第 1 頁公告。所有同學照常上課，除非老師公告停課。 

3.其他注意事項：不可參考書籍。 

 

李佳玟 老師 

109.8.27 

 

（右列先比照

108 學年度上

學期之測驗方

碩博班課程：美國法學名著選讀（一） 

 

1.第一週語言測驗可攜帶任何形式的英漢詞典字典。 

2. 必須參加語文測驗的學生： 

   所有修課者不管是否已符合修課資格，均必須通過語言測驗。 

V「所有修課學生（不論是否已取得修課資格）都要參加語文測驗」。 

https://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no=9925
https://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no=9925
http://oai.web2.ncku.edu.tw/p/404-1072-192306.php?Lang=zh-tw
http://oai.web2.ncku.edu.tw/p/404-1072-192306.php?Lang=zh-tw
http://oai.web2.ncku.edu.tw/var/file/72/1072/img/539/809404764.pdf
http://oai.web2.ncku.edu.tw/var/file/72/1072/img/539/809404764.pdf
https://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no=9925
https://activity.ncku.edu.tw/index.php?c=apply&no=9925
http://oai.web2.ncku.edu.tw/p/404-1072-192306.php?Lang=zh-tw
http://oai.web2.ncku.edu.tw/p/404-1072-192306.php?Lang=zh-tw
http://oai.web2.ncku.edu.tw/var/file/72/1072/img/539/809404764.pdf
http://oai.web2.ncku.edu.tw/var/file/72/1072/img/539/80940476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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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請老師開

學第 2 週提供

通過測驗的名

單。） 

 

若老師未指定勾選，則預設為此項，測驗規定如上方第 1 頁公告。 

3.加簽事宜：本堂課限 25 人，至多再開放 4 人，但以通過語言測驗為前提。 

4.本堂課以女性主義法學為主題，閱讀負擔重，修課者有積極參與課堂討論之義

務，請欲修課者自行衡量負擔～ 

 

林易典 老師 

109.8.27 

 

（右列先比照

107 學年度上

學期之測驗方

式，請老師開

學第 2 週提供

通過測驗的名

單。） 

 

 

 

 

碩博班課程：民商法法學德文（四） 

 

1.必須參加語文測驗的學生： 

  語文測驗於第一次上課時當場宣布 

 

2.舉辦語文測驗的日期：預定第 1 週上課時、原教室。 

3.其他注意事項：不可參考書籍。 

 

陳思廷 老師 

109.8.27 

 

（右列先比照

108 學年度下

學期之測驗方

式，請老師開

學第 2 週提供

通過測驗的名

單。） 

 

碩博班課程：法國法學名著選讀（一） 

 

1.必須參加語文測驗的學生： 

V「只有需要取得修課資格的學生（即本系各組碩士生）才參加語文測驗」。 

測驗規定如上方第 1 頁公告。第一週不上課（只測驗）。 

2.舉辦語文測驗的日期：預定第 1 週上課時、原教室。 

3.其他注意事項：不可參考書籍。 

 

陳俊郎 老師 

109.8.27 

 

（右列先比照

108 學年度下

學期之測驗方

式，請老師開

學第 2 週提供

通過測驗的名

單。） 

碩博班課程：日本法學名著選讀（一） 

 

1.必須參加語文測驗的學生： 

V「所有修課學生（不論是否已取得修課資格）都要參加語文測驗」。 

若老師未指定勾選，則預設為此項，測驗規定如上方第 1 頁公告。 

2.舉辦語文測驗的日期：預定第 1 週上課時、原教室。 

3.其他注意事項：不可參考書籍。第 1 週全部學生都要來考試及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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