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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校友會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議事錄 

 
會議時間：2019 年 6 月 22 日（六）上午十時 
會議地點：市長官邸藝文沙龍（台北市徐州路 46 號） 
會議主席：謝銘洋理事長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壹. 報告出席人數與宣布開會 

本會會員代表共有 69 人，親自出席與委託出席會員代表共計 62 人出席本次會

議，已達開會所需足數，謝銘洋理事長宣布會員代表大會會議開始。 
 

貳.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會員代表百忙之中出席會員大會，也感謝各位校友大力協助，積極推展

會務。本會行政團隊推行各項工作，包括北、中、南各地之研討會活動暨聯誼餐

敘，歡迎大家多多參與，也感謝大家的支持。 
 

參. 貴賓致詞 
前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邱榮舉致詞 
 

肆. 報告事項 
一、本會 2018-2019 年度活動報告（2018.01.01-2019.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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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項目 說明 
2018.03.17 2018 年首場南區校友聯誼

餐會及醫事法論壇 
[宗旨] 
為凝聚本會南區校友向心力、促進南區校友間交

流及鼓勵南區校友參與多元活動 
[主辦人]  
校友會王伊忱理事 
[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女法官協會 
[活動地點] 
高雄國賓大飯店 2 樓國際廳 
[活動內容] 
一.報告題目：醫療法第 82 條修正探討 
主持人：郭清寶理事長(高雄律師公會) 
主講人：黃元冠組長 
(高檢署檢察官兼廉政署南調組) 
與談人：張瑜鳳法官(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與談人：張宏泰副院長(高雄榮民總醫院) 
二. 報告題目：醫療訴訟舉證責任之最新 
       實務發展 
主持人：洪兆隆院長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主講人：邱泰錄法官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與談人：陳真真庭長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與談人：余明隆醫師(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三. 中午南區校友聯誼餐會 

2018.04.28 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討論事項] 
第一案：社團法人登記案 
第二案：2018 活動計畫案 
第三案：2018 年度收支預算案 
第四案：委員會委員人選聘請及 2018 年計畫案 
第五案：第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海外及值

年校友回娘家活動案 
2018.04.28 2018 年會員代表大會 [討論事項] 

第一案：2018 年經費預算案 
第二案：2017 年經費決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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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2018 年活動計畫案 
第四案：社團法人登記案 

2018.04.28 會員餐會暨 
校友回娘家活動 

[時間]  
2018 年 04 月 28 日(六) 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 
臺大法律學院霖澤館 3 樓 1301 會議室 
[活動內容] 
以自助式餐點方式進行，校友提供品酒攤位，秘

書處提供大頭貼機攤位。下午舉行「日不落國的

台大法律人：海外工作經驗分享」座談會，特別

邀請五位臺大法律海外校友分享工作經驗。 
校友回娘家活動： 
日不落國的台大法律人－海外工作經驗分享 
校友工作經驗分享者： 
張鳳麟律師《分享海外求職與美國國際大型事務

所 
工作經驗》 

李卓儒律師《在臺灣、美國以及大陸事務所工作

經 
驗分享》 

賴文瑋律師《在美國與在亞洲工作的異同》 
陳希佳博士《在中國大陸的律師工作經驗分享》 
楊志文法務總監《企業法務實務》 

2018.05.05 台大法律盃路跑 [主辦單位] 
臺大法律系學會 
[時間] 
2018 年 5 月 5 日(日)上午 8:45 至 11:45 
[活動內容] 
 
參與學生與校友約 70 人，校友會提供相關個人獎

及團體獎紀念品 30 多項。 
 

2018.07.24 校友會社團法人登記完成 
 

 
 
 

2018.9.28 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 [討論事項] 
第一案：第二屆會員代表選舉案 
第二案：2018 年會員資格審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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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2019 年會員代表大會時程案  
 

2018.10.20 修復式司法座談會 
 

[時間] 
2018 年 10 月 20 日(六)下午 1:30  
[地點] 
臺大法律學院霖澤館 3 樓 1301 會議室 
[指導單位] 
法務部保護司 
[主辦單位]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校友會 
[協辦媒體] 
風傳媒 
[主 持 人] 
陳玲玉律師（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校友會公共

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與談人] 
李駿逸主任檢察官（修復式司法的啟動者） 
陳怡成律師（修復式司法的促進者） 
金鶯女士（修復式司法的當事人與志工） 
[議程] 
一、「修復式司法」的案例解析 

(1)浴火重生-醫院大火案的修復 
(2)走入修復式司法的緣起-翱翔的風箏讓生

命繼續精彩 
(3)對錯以外的另一種可能-談醫糾修復 

二、「修復式司法」的省思 
 

2018.12.08 中區研討會-土地改革 
 

[時間]  
2018 年 12 月 08 日(六)上午 9 時  
[地點]  
國立中興大學社管大樓 101 會議室 
[主辦單位]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校友會 
[議程] 
第一場：論非都市土地編定種類及其變更與更正

問題 
主持人：許金釵院長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戴秀雄教授 (政治大學地政系) 
林明鏘教授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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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原住民族參與： 
原住民族土地權保障的觀點 

主持人：江錫麟院長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辛年豐副教授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 
林坤賢律師 (展新法律事務所) 

 
二、會員人數報告 

 
       截至 2019 年 5 月 30 日止，本會會員人數統計如下: 
 

會員性質 人數 
一般會員 324 位 
一次性繳納終身會費會員 115 位 
總計 439 位 
會員代表 69 位 

 
三、2018 起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捐款報告 

 
1. 2018 - 2019.5.31 捐款報告 

 
捐款芳名 金額(新台幣) 

林坤賢校友捐款(指定捐款)  200,000 
陳宗鎮校友捐款  6,000 
郭清寶校友捐款  3,600 
王仁宏校友捐款  6,000 
林秋琴校友捐款  300,000 
高志明校友捐款  30,000 
范鮫校友捐款  100,000 
萬國法律事務所捐款  100,000 
何叔孋校友捐款  30,000 
張曉雯校友捐款  3,000 
紀振清校友捐款  3,600 
陳宗鎮校友捐款  3,600 
謝銘洋校友捐款  6,000 
高志明校友捐款  2,600 
張菊芳校友捐款  6,000 
蔡朝安校友捐款  50,000 
王伊忱校友捐款(指定/一般捐款)  13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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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9.01.01. - 2019.05.31 捐款名冊 
 

捐款芳名 金額(新台幣) 
張慶宗校友捐款  90,000 
萬國法律事務所捐款  120,000 
王伊忱校友捐款(指定/一般捐款)  50,000 
陳立寰校友捐款(指定捐款)  19,375 
林坤賢校友捐款  250,000 
高志明校友捐款  30,000 
謝銘洋校友物品捐 拍立得相機 

小  計  559,375 
 

 
伍、討論事項 
 
一、第一案：2018 年經費收支決算案 

 
提案人：理事會 
說  明：鍾典晏財務長報告本會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13 條規定，由理事會 
        提出 2018 年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由惟 
        理會計師事務所製作)及財產目錄如附件一 (第 10 頁)，提請會員代表大 
        會審議通過。 
決  議：經主席徵詢現場全體出席會員代表意見後，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第二案：2019 年度工作計畫案 
 
提案人：理事會 
說  明：高志明執行長報告 2019 年度工作計畫，如議事手冊附件二 (第 13 頁)， 
        提請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決  議：經主席徵詢現場全體出席會員代表意見後，無異議照案通過。 

 
三、第三案：2019 年經費收支預算案 

蘇俊誠校友捐款(指定捐款)  35,000 
郭清寶校友捐款  3600 
謝銘洋校友捐款(指定捐款)  30,000 
其他 1,800 

小  計  1,05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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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理事會 
說  明：鍾典晏財務長報告 2019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如議事手冊附件三 (第 14 
        頁)，提請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決  議：經主席徵詢現場全體出席會員代表意見後，無異議照案通過。 

 
陸、選舉事項 
 
一、選舉本會第三屆理監事。 

 
提案人：本會第二屆理事會 
說 明： 
(一)本會於 2015 年 7 月 26 日正式成立以來，選出第一屆、第二屆理、監事，

順利推行本會事務。 
(二)依本會章程規定，理、監事任期為兩年，原應至今年 6 月 24 日，其任期始為

屆至，但為配合本次會員大會開會時程，並順利銜接本會事務，故本會預計於 
2019 年 6 月 22 日召開之第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第三屆理、監事，

並於是日就任且選舉新任理事長及監事會主席，以繼續推動會務。 
 
二、選務工作人員 

(一) 理事部分 
       發票人：王孟如          記票人：林睿思 
       唱票人：彭瑞驊          監票人：陳逸竹 

(二) 監事部分 
發票人：何靜宜          記票人：林伯榮 
唱票人：李瑞涵          監票人：黃旆靖 

 
三、開票結果： 

 
(一) 理事 

 
投票總數：62   有效票數：62   廢票數：0 
 

1. 當選理事：23 人 
 
當選人 張文貞 周春米 陳彥希 陳聰富 王文宇 
票數 60 60 59 58 58 
當選人 方淑華 洪美華 范鮫 盧世欽 蔡朝安 
票數 58 58 58 58 58 
當選人 張瑜鳳 江錫麟 詹常輝 林光祥 陳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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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數 57 56 56 56 56 
當選人 黃雅萍 沈朝標 宋明政 高志明 何志楊 
票數 56 56 44 44 43 
當選人 許修豪 白梅芳 孫欣   
票數 43 42 38   

 
2. 候補理事：6 人 

 
當選人 李崇僖 邵慶平 謝昆峯 楊志文 張啟祥 
票數 19 18 18 18 17 
當選人 楊大德     
票數 16     

 
(二) 監事 

 
投票總數：62   有效票數：60   廢票數：2 
 

1. 當選監事：7 人 
 

當選人 謝銘洋 張菊芳 何曜琛 蔡昌憲 林昱梅 
票數 60 58 58 56 56 
當選人 何淑孋 王正嘉    
票數 45 41    

 
2. 候補監事：2 人 

 
當選人 黃元冠 陳希佳    
票數 19 17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 
 
 

  主席：謝銘洋 

 

  紀錄：彭瑞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