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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劃簡介
一、讀書會目的
科法所注重「跨領域」以及「國際化」的教學。因此，相關的課程
是所上精華所在。不論是跨領域或是國際化的學習，對於大學時期
專攻法學的學生，都非常具有挑戰性。因為，跨領域的學習強調對
於不同專業的整合、分析，至少需要具備對於各種領域的基礎專業
知識，才能充分掌握；而法律學對於語言程度的要求，僅次於文學。
在法學語彙的使用上，常常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要將法律概念
清楚、精確的表達非常不容易。因此，除了上課時間外，利用課餘
時間組織讀書會，自主加強科技領域的專業知識，以及精進法學外
語的能力，有其重要性。

二、讀書會運作方式
本讀書會預計採用以下方式進行：
（一）、導讀式學習：每人對於文本的一部分進行詳讀，各自導讀
其詳讀之部分，幫助其他成員理解。
（二）、總括式討論：針對文本中之文義進行討論，進一步理解文
章所欲表達的重要概念。
（三）、上課內容討論：成員間彼此提出課堂上有所疑惑的概念，
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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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語言練習：針對法學外語的部分，成員間以對話或是其他
方式進行練習。
本讀書會編列的選讀教材係依據所上教授本學期開設課程之課程大
綱挑選，會依據上課實際使用之文本以及讀書會成員之需求，視情
況增減、調整。

貳、讀書會進度與參考文獻
一、讀書會進度
本讀書會實際執行之時間與各次讀書會研讀之文獻如下表所示:
日期

2016/10/20

2016/11/03

時間、地點
1000-1200 總 圖
204

1000-1230 台積館
832

導讀人

讀書會進度
法學研究方法——法社

江宇鈞

會學研究法與法律多元
主義

周伯彥、 電業自由化
李佳熹

氣候變遷的減緩與調適
台灣的第三方支付

2016/11/24

1400-1700 總 圖
204

余靜玟

2016/12/01

1000-1230 台積館

陳於鈴、 專利法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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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與

江宇鈞

衝突礦石
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選

2016/12/08

1000-1230 台積館
832

李佳熹

址
原住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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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考文獻
第一次讀書會
主題：法學研究方法——法社會學研究法與法律多元主義
施慧玲，2003，家庭法律社會學：第一講 引薦家庭法律社會學的知識殿堂，月旦法學教
室 7，頁139-145。
施慧玲，2003，家庭法律社會學：第二講 家庭菸害防制，月旦法學教室 9，頁112-121。
王曉丹，2007，從法社會的觀點論女性主義立法行動-女性主義法學在台灣的實踐及其法
律多元主義的面貌，東吳法律學報19:1，頁51-78。

第二次讀書會
主題一：電業自由化
歐盟第三電業指令(Directive 2009/7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3
July 2009 concerning common rules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in electricity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2003/54/EC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Report on the ITO Model
主題二：氣候變遷的減緩與調適
Research Handbook o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Law, Jonathan Verschuuren (ed.)

第三次讀書會
主題：台灣的第三方支付
Taiwan’s Third Party Payment

第四次讀書會
主題一：專利法導論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元照,2014 年)
楊崇森，專利法理論與應用(三民, 2014 年)
JANICE M. MULLER， PATENT LAW (4th ed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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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衝突礦石
Jeff Schwartz：The Conflict Minerals Experiment

第五次讀書會
主題一：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選址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適用疑義之簡析，蔡瑄庭，台北大學法學論叢，
第八十期，頁79～115。
主題二：原住民權益
Moving Forward Together: Process for Selecting a Site for Canada’s Deep Geological
Repository for Used Nuclear Fuel, Nuclear Wast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2010.5.
Strategy For The Management And Disposal Of Used Nuclear Fuel And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 Department of Energy, 2013.1.
Designing a Consent-Based Siting Process, Department of Energy, 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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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讀書會內容
第一次讀書會
2016/10/20
導讀人：江宇鈞

9:00-13:00

台積館 R835

與會同學：周伯彥、余靜玟、李佳熹、陳於鈴、
江宇鈞
導讀

閱讀文章：
1、 施慧玲，2003，家庭法律社會學：第一講 引薦家庭法律社會學的知識殿
堂，月旦法學教室 7，頁 139-145。
2、 施慧玲，2003，家庭法律社會學：第二講 家庭菸害防制，月旦法學教室
9，頁 112-121。
3、 王曉丹，2007，從法社會的觀點論女性主義立法行動-女性主義法學在台
灣的實踐及其法律多元主義的面貌，東吳法律學報 19:1，頁 51-78。


施老師藉由帶領學生進入知識殿堂的四個區域：「聚種」、「藏經」、「萃
取」以及「思辨冥想」區，帶出作研究時資料搜集與篩選的各種步驟。
（1）

聚種：存放各種可供法律社會研究之議題與相關時事。

（2）

藏經：依照學科排放各國文獻，包含法學、哲學以及社會學…

（3）

萃取：整理文獻，與核心是否接近判斷閱讀的優先性。

（4）

思辨冥想：解放心靈與其他研究者一同討論問題。



第二講的家庭菸害防制為第一講介紹的工具於具體個案中運用後的結
果。成功的將醫學數據佐證家庭菸害防制立法的正當性。達到跨學科科
技整合的目標。



王曉丹老師的文章，記錄了女性主義觀點的修法過程與結果。藉由女性
經驗挑戰傳統父權所建構的法律。並且展望未來女性主義可以從人民法
意識與社會層面等法律外的場域落實性別平等的目標。
討論內容

1、 同學提出問題：
法社會學研究與其他法學研究方法最大的差異為何？
法社會學乃是用社會學研究方法來研究法律議題，然從施老師的文章內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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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社會學與其他法學研究方法在實行方法上並無太大的差別，只是在研
究主題的挑選上，偏向社會面的議題，例如家庭暴力防治、民法親屬編等。
2、 如何將文章內容，應用在未來研究？
接納法律多元主義，除了法律條文外的還需要具備社會關懷。

第二次讀書會
2016/11/03
導讀人：周伯彥、李佳
熹

9:00-13:00

台積館 R835

與會同學：周伯彥、余靜玟、李佳熹、陳於鈴、
江宇鈞
導讀

主題一：電業自由化
閱讀文章：
1、 歐盟第三電業指令(Directive 2009/7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3 July 2009 concerning common rules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in electricity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2003/54/EC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2、 Report on the ITO Model)
重點摘要：


電力產業可以依據負責的業務分為：發電業、輸電業、配電業、售電
業。其中，發電業、售電業的自由化核心在於：開放競爭，期待透過市
場機制，讓發電、售電更加效率、經濟；而輸電、配電業有自然獨佔的
性質，因此，其自由化的核心在於：透過監管機制，避免透過輸配電業
者利用獨佔的地位，進行不當競爭。



電業自由化的議題，可以分為五環：獨立主管機關、發電業自由化、受
電業自由化、輸配電業的 unbundling（分離）、輸配電業的 access（近
用）。



對於輸配電業的監管機制，是電業自由化中極重要的議題。參考歐盟的
架構，主要透過三種方式監管：1.設立獨立的主管機關上對下進行管
制、監督；2.要求輸配電業者在內部設立法令遵循部門，監督輸配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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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行為，並定期向主管機關回報；3.要求輸配電業者在進行會影響供
似的重大決策時，需要由獨立組織的管理機構決定。
主題二：氣候變遷的減緩與調適
閱讀文章：
重點摘要：


氣候變遷之減緩過去較受國際重視，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1.；2.；
3.；4.；5.。
討論內容

1、 同學對於主題一—電業自由化的提問：
（1）

輸配電業為什麼會有自然獨佔的性質，而通常僅維持一家？

回答：因為輸配電業建設電網線路需要投入極大的成本，而且建設
完成之後，電網具有相當程度的共享性，因而進入門檻高，又有排
擠作用，因此易形成自然獨佔。
（2）

unbundling 的目的之一是為了避免交叉補貼的弊端，什麼是交

叉補貼？
回答：若是輸配電業者與發售電業者是關係企業，則可能會出現以
一方盈餘去填補他方虧損，讓實際上虧損的公司出現營運良好的假
象，而有害主管機關的監管，以及市場的競爭。
2、 同學對於主題二—氣候變遷的減緩與調適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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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讀書會
2016/11/24
導讀人：余靜玟

9:00-12:00

台積館 R835

與會同學：周伯彥、余靜玟、李佳熹、陳於鈴、
江宇鈞
導讀

主題一：台灣的第三方支付
閱讀文章：
 Taiwan’s Third Party Payment
 Report on the ITO Model
重點摘要：

Taiwan follows “Core Principles for Systemically Important Payment
Systems” from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Committee on
Payment & Market Infrastructures (formerly Committee on Payment &
Settlement Systems)
 Review payment systems as a whole for “systemic risk”
 Modernize payment laws to support risk management









The Function of law can be divided into economic and soc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transformed every aspect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way people live and doing business. These technology
innovations include Smart machine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s adoption on analytical tool upon information, etc.
Globalization has made even the most power states to lose control. Hug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can now control more and form regulation based
on their market and economic power.
Government is in the position of first-among-equal. That is, government has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final consequences when we’re transforming the
setting of standards gradually from public to privat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s the only way to solve these complicated
problems. Evidenced-based way of doing things allow
organization/institution/corporations/government sector to be agile
enough to deal with expected challenges.
討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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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rd party payment and digital signature:
 Digital Signature only succeeded in one country in the world.
Experiences prove that digital signature won’t work.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lectronic signature and third party payment?
2、 Taiwan’s domestic market is very small, how to compete globally if Taiwan is
not also a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Financial flows are more destabilizing than trade flows, service sector
employment gains modest.
 As a gate for the world to China, Taiwan has advantages.
3、 Taiwan’s financial system infrastructure is already very modern, market is
already “overbanked” so what impact will disruptive innovation have?
 Reduce middle class employment in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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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讀書會
2016/12/01
導讀人：陳於鈴、江宇
鈞

10:30-12:30

旺宏館 201

與會同學：周伯彥、余靜玟、李佳熹、陳於鈴、
江宇鈞
導讀

主題一：專利法導論
閱讀文章：
1.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元照,2014 年)
2. 楊崇森，專利法理論與應用(三民, 2014 年)
3. JANICE M. MULLER， PATENT LAW (4th eds., 2013)
重點摘要：


專利法是屬於智慧財產權的一環，智慧財產權，即保護前人其精神智慧
所產出之技術成果，而專利法其精神在於鼓勵發明人把自己產品所用的
技術公開化，讓相同技術領域之同業得知當前科技發展情況，減少耗費
心力研發已產生之技術，並且刺激市場競爭，促進產業技術進步。



我國專利法分成三種專利型態：
一、發明專利(專利法第 21 條)，例如手機的面板辨識指紋技術。
二、新型專利(專利法第 104 條)，例如摺疊傘的傘骨架構。
三、設計專利(專利法第 121 條)，例如某品牌泡麵碗的外觀圖樣。
專利實體審查三要件：
（一）、產業上可利用性必須在產業上能夠實際利用。(專利法第 22
條)

（二）、新穎性申請專利之發明於申請前已見於刊物、已公開使用或已為
公眾所知悉者，不得取得發明專利。(專利法第 22 條)

（三）、進步性非顯而易知所能輕易完成之技術。(專利法第 22 條)


專利權亦能成為交易商品之標的：
瀏覽經濟部工業局台灣技術交易資訊網站參閱專利權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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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水陸兩用夾物車(新型專利)

＊神奇蛋糕刀(新型專利)

＊香皂的製造方法(發明、新型專利)

圖片資料來源: https://www.twtm.com.tw/Web/net2008/PatentGoods.aspx

主題二：衝突礦石
閱讀文章：
Jeff Schwartz：The Conflict Minerals Experment.
重點摘要：
衝突礦產之揭露規定屬於美國證交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施行細則



之內容，企業必須遵循如下步驟進行揭露：
一、確認產品之加工過程中是否有使用下列之四種礦產（鈳鉭鐵礦、金、錫
石以及黑鎢礦）。
二、若加工過程中有使用系爭礦產，則又需要區分該礦產是否為 2013/1/31
之後取得，因本規則並不溯及既往。
三、若有使用（包括產品製造或製造過程中必須使用者），則必須進行「合理
程度的礦產來源國家詢訪（reasonable country of origin inquiry,
ROCI）」，確認礦產之來源是否屬於前述「衝突礦產」中所定義的國
家。
四、發行人應盡其調查義務，確定衝突礦物是否資助或有助於武裝團體。


資訊公開為本規則的核心，認為企業必須將前者所述之文件公開於企業
網站之中，由此達到充分揭露。另外藉由建立不願意配合的企業之黑名
單，利用民意的監督與譴責使得企業確實執行該法案所課之義務，關注
產品的生產過程中避免使用衝突礦產，以達成緩和武裝地區的暴力衝突
的目標。
討論內容

1、

同學對於主題一專利法導論之提問：
我國設計專利是否也有專利實體要件中進步性的審查？
回答：設計專利經過形式審查後亦須經實體審查，而實體審查三要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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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上可利用性」與「新穎性」在設計專利中仍須審查，惟「進步
性」中的功能與功效部分，在設計專利中不須審究。
2、

同學對於主題二衝突鑽石之提問：
以後遇到什麼問題想要改善，都要立專法來要求公司遵循嗎？
回答：美國法經常就是如此，例如：洗錢防制法。該法的可疑名單中的
可疑份子在早期多為巴基斯坦人與阿富汗人。即面臨到某些國際問題或
是敵對國家。而針對該事項訂定專法來制裁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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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讀書會
2016/12/08
導讀人：李佳熹

9:00-13:00

台積館 R825

與會同學：周伯彥、余靜玟、李佳熹、陳於鈴、
江宇鈞
導讀

主題一：與放射性廢棄物相關的原住民權益
閱讀文章：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適用疑義之簡析，蔡瑄庭，台北
大學法學論叢，第八十期，頁 79～115。
重點摘要：


在我國現行法制中，與原住民同意有關之核心條文有〈原住民族基本
法〉（下稱原基法）第21條及第31條。第21條規定：「政府或私人於原
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
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
與...」而第31條則規定：「政府不得違反原住民族意願，在原住民族地
區內存放有害物質。」就同意及不得違反意願之要件，有相似性，也因
此產生適用上的疑義。



依據〈原基法〉第 21 條第 4 項，原民會制定〈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
意參與辦法〉（下稱同意參與辦法）其係整併過去「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
部落會議實施要點」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釋義」而成 ，其中
第三條即有一附件，定義「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學
術研究」及「限制原住民利用」之具體情形。而「放置有害物質設施之
興建或擴建」屬於「土地開發」項目之一。從而兩條在「存放有害物
質」上似已重複規範。



在〈原基法〉第 21 條之下，取得同意之對象為原住民族及部落，而其同
意或參與辦法，規範於〈同意參與辦法〉。其中 第 4 條，將「原住民族
或部落同意」定義為：半數關係部落依本辦法召開部落會議議決通過。
而「原住民族或部落參與」則定義為：過半數關係部落依本辦法召開部
落會議議決通過之參與機制。



〈原基法〉第 31 條則欠缺任何程序規範，從《兩公約追蹤報告》來

15

看 ，在低放射性廢棄物知最終處置上，雖適用原基法第 31 條，但也將
程序完全交由〈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下稱低放
條例）第 9 條第 2、3 項之資訊公開及意見回覆，以及第 11 條之地方性
公投，作為公眾參與的唯一規範，欠缺原住民法上之保障。
主題二：加拿大、美國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選址
閱讀書籍:
（加拿大）
1. Moving Forward Together: Process for Selecting a Site for Canada’s Deep
Geological Repository for Used Nuclear Fuel, Nuclear Wast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2010.5.
（美國）
2. Strategy For The Management And Disposal Of Used Nuclear Fuel And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 Department of Energy, 2013.1.
3. Designing a Consent-Based Siting Process, Department of Energy, 2016.9.
重點摘要：
（加拿大）


修正式階段性管理（adaptive phased management，APＭ），是加拿大
的用過核燃料長期管理計畫，係經三年與專家及公眾的溝通所產生，聯
邦政府也已於 2007 年採用之。加拿大核廢棄物管理機構（Nuclear
Wast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NWMO）負責實施此計畫，並且受
到所有相關管制法令的拘束。



APM 的基本信念是新知識的採用，無論是新的技術、國際經驗、公眾意
見、原住民傳統知識、公共政策的改變以及社會期待與價值的轉變等。
因為 APM 的實施橫跨數十年，因此在任何程序進行前，都有許多機會修
正與改良計畫。選址程序從 2010 年 5 月展開，選址及法律承認將花費數
年，接著是大約十年的建造期。用過核燃料於處置場的運輸、處理及放
置作業，將在四十年或以上的期間進行，端視將被處置的數量有多少。
在那之後，則是關閉前的檢測、關閉以及關閉後的持續監測。



加拿大 2010 年公佈包含九個階段的選址程序：1.展開廣泛的資訊提供、
問題回答並使國民了解計畫及選址程序。2.社區表明進一步瞭解的意
願，NWMO 提供更詳細的資訊並初步篩選條件。3.對通過初步篩選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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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進行適合性的初步評估。4.對具有高適合性的社區，進行詳細的評
估。5.確認接受處置場的設置。6.正式契約被批准，符合各種法規要求
並獲得法規承認。7.由 CNSC 執行獨立、正式的行政程序，確認所有要
求被滿足。8.地下示範設施的建造及運作。9.正式設備的建造及運作。


修正式階段性管理（adaptive phased management）於「階段二：初步
篩選」有八個社區通過初步篩選，十三個因為未通過篩選或是自行撤回
決定而不再納入研究範圍。2014 年底八個通過初步篩選的社區，都已進
入「階段三：初步評估」。

（美國）


美國核廢料政策法(Nuclear Waste Policy Act，NWPA)於 1983 年 1 月 7 日
通過；1987 年 12 月 22 日重大修正；1992 年 10 月 24 日配合能源政策
法修正。其使聯邦政府有責任將用過核燃料及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於深
層地質處置場。能源部（DOE）有責建造地質處置場；環保局（EPA）應
建立公共衛生及安全標準；核能管理委員會（NRC）則負責發給建造、
營運及除役執照以及核廢運輸的許可。



雖然在 1983 年至 1986 年間 DOE 調查及研究數個處置場候選場址，並將
潛在考慮的場址數目，從九個降為三個。但國會在 1987 年修正 NWPA，
要求 DOE 只針對尤卡山（Yucca Mountain）場址進行特性描述，其他候
選場址的活動便取消。



直至 2002 年 2 月能源部長才向總統正式推薦

尤卡山場址，作為處

置場的發展地點，此推薦受到總統及國會的接受。EPA 隨後通過該場址
的公共衛生及安全標準，NRC 也頒佈了該場址的發照程序規範。2008 年
6 月 3 日 DOE 向 NRC 申請建造執照，但受到內華達州政府的反對。DOE
於 2009 年決定該場址的計畫，因為不具實施可行性而停止。


藍絲帶委員會（The Blue Ribbon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uclear Future，
BRC）由總統授權能源部長，於 2010 年 1 月成立，期望透過其專業研究
建議，指引未來核能發展的方向。BRC 經過專家研究及一系列公眾評論
程序（針對報告初稿）後，也於 2012 年提出最終報告，建議應建立「以
同意為基礎」的選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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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意為基礎之選址：當 DOE 開始規劃整合性廢棄物管理系統時，承諾
要使用以同意為基礎的方式來選址，與公眾、利害關係人、地方政府、
州政府及部落政府共同合作。DOE 計劃要分以下幾個階段來發展及實施
之。第一階段，向公眾及利害關係人蒐集想法，關於設計以同意為基礎
選址程序的要素。第二階段，DOE 展開選址程序的設計，並將與潛在的
利害地主社區合作。與利害社區成為夥伴，最終開始選址。



DOE 承諾將以合作的方式，將公眾意見納入考量，發展出選址程序的草
案。DOE 計畫在 2016 年 12 月底將此草案完成，並且將與利害關係人展
開建設性的對話，以改進草案。
討論內容

3、 同學對於主題一—「與放射性廢棄物相關的原住民權益」的提問：
（1）目前實務運作情況如何？
回答：經濟部能源局、原民會似乎打算以原基法第 31 條作為適用依
據，以低放條例第 11 條之地方性公投中，原民部分之過半同意，作
為「不違反意願」。以目前預備進行公投的金門縣烏坵鄉以及台東縣
達仁鄉，只有後者會有此問題。
4、 同學對於主題二—「加拿大、美國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選址」的提
問：
（1） 如何看待加拿大與美國經驗？
回答：可以發現美、加共通之處在於先與公眾共同討論初選址的
程序，才真正進入選址程序的運作，是從一開始就納入公眾意見
的做法。對照我國低放條例的程序，幾乎只有地方性公投此一正
式程序，人民不免對處置場的安全性有所疑慮。我國在訂定高放
條例時應參考美加做法，從程序的討論開始納入公眾意見，引導
公眾了解無論是否繼續使用核能，核廢料的處置，都是我們不可
避免的責任；也要透過溝通使公眾對處置場更加瞭解，而不因未
知而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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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讀書會成員心得與評量
江宇鈞
參加這次科法所讀書會讓我對於同學的修課內容以及研究領域更加理解。藉由同學說明自
身在課堂上學習的內容，除了可以練習表達，也能再一次的複習課程知識，算是一舉數得。
雖然要在空堂的早晨搭校車前往台積館參與讀書會，難免令人覺得麻煩。但是在聽完其他
組員精彩的報告之後，覺得一切都值得。謝謝學校提供讀書會的活動讓我們申請，讓我們
除了自己的所選的課程之外也能夠吸收其他課程的精華，同時也充實了研究所生活。

余靜玟
這學期的讀書會，讓剛入學研一的我，多了很多機會，不但能夠一窺其他課堂的內容、和
志同道合的同學們一同討論專業的法律問題，更讓我們這群研一的朋友們都變得更熟識。
學校的圖書館資源也非常充足，尤其是討論室的白板及投影機設計，讓我們在討論的過程
中非常順暢方便，不僅提升效率，更讓彼此在對話中更能深入理解所要表達的意思。雖然
讀書會並沒有強制力，但這種同儕間的互相交流和鼓勵，反而更能讓人自動自發地想要精
進自己；我想這也就是研究所的意義吧，讓我們這些年輕人能齊聚一起，暢所欲言。謝謝
學校有這樣的制度讓我們能夠參與，希望下學期我們還能夠繼續辦下去科法讀書會。明年
的目標，就是全員律師及格！

陳於鈴
我覺得從科法讀書會受益最多的是，可以聽同學或其他老師分享某ㄧ課程的濃縮概要，讓
我有初步的了解，因為由於時間上的關係，可能沒辦法每堂課都上，但對於沒接觸過的科
目有興趣，透過同儕間輕鬆不失專業的分享，獲得新知識與其他面向的觀察。例如法學研
究與寫作，學習各種法學研究寫作方法並實際運用做小組練習，作為科法所讀書會的開端；
而電業自由化則揭示了電業中分層結構中的可能利益分配，有沒有可能讓非政府團體進入
市場一起競爭；而其中ㄧ堂為外國教授分享台灣的第三方支付背景與運作，以外國人的觀
察看待整個問題，將視角拉到國際，收穫很多；而專利法則藉由基礎的法律概念介紹，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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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府網站實際上獲得專利權的產品參考，讓人不能忽視智慧財產權龐大的商業市場與人
的創意性；以及介紹加拿大與美國對於排放能源廠污染物地點的不同態度看國際間看待事
情的差異性，僅僅的幾堂聚會雖然不能非常深入探討上述議題，但接觸議題的廣度得以擴
張我覺得是參加讀書會讓我感到幸運的一點。

李佳熹
很高興這次可以跟碩一的新同學一起組成讀書會，除了藉此機會與大家更熟識之外，透過
彼此不同修課經驗的分享，能夠學習到科法所不同領域、課程的精華，是一個安排良好、
內容充實的讀書會。這次的讀書會總共分享了八個題目，主題從法學方法、電業自由化、
氣候變遷、第三方支付、專利、企業社會責任到核廢料處置。從不同的主題介紹當中，可
以學到新興的科技法律爭議，以及可能的解決方式；自己分享課程內容，有助統整；與同
學的討論，更能夠刺激思考，反思課堂所學。不但是多元，更是很深刻的學習經驗。

周伯彥
身為召集人，其實一開始的念頭很簡單，但沒有想到經歷完一學期的讀書會後，成果與收
穫比想像中更大。開學前，因為大家都是碩一新鮮人，一開始只是想要藉由讀書會讓彼此
有一個定期聚會的好理由。有時候在選課時，常常會因為不了解或是錯誤的印象，就錯過
了一門課程。但由於大家專業的法律領域都不一樣，選修的課程也有差異，透過彼此的分
享，會發現原來公司法也不只是單純的經濟分析與利益導向的討論，也會討論到避免使用
衝突礦石與社會責任的問題；環境議題一般來說都被認為有許多難以實踐的理論，但現在
也有許多實務家、學者在倡議、討論調適的問題，也就是如果氣候變遷無法改變，那如何
在生活中因應。此外，透過向其他同學說明自己在課堂上的學習成果，也幫助我再次複習、
檢驗自己所學，加深、加強自己的印象跟知識。最後，很謝謝教發中心提供的機會，讓我
們能夠舉辦這次的讀書會，希望下學期能繼續參加。

評量：
從大家的心得中就可以發現，這次的讀書會結果完全超乎所有人的期待。科技法律作為一
門新興而尚在發展中的學門，如何快速地吸收資訊，再消化、轉化，化繁為簡的成為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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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讓人理解、容易使用的知識，是很重要的一項能力。透過這次的讀書會，擴大了所有成
員對於不同領域： 能源與電業、氣候變遷與環境、金融科技、專利、企業社會責任、原
住民議題的觸角。讓我們能夠實地的練習如何同時吸收知識又能夠幾乎同步的將這些所學
融入到實際案例中，清楚地傳達資訊給其他人。因此，我們整體為自己評分是9分。剩下
的1分，是我們對自己的期許以及自我勉勵，希望我們可以將這樣形式的讀書會持續進行
下去。

伍、結語與建議
首先，要再次感謝學校以及教發中心提供的機會，讓我們本學期的讀書會能夠順順
利利地進行。透過這個讀書會，我們每個成員都收穫頗豐，這部分在成員心得已經說了很
多，也就不再贅述。以下以對於讀書會計畫的建議為主。
第一、我們認為讀書會計劃提供了很好的學習機會，但是學生之間似乎還有很多同
學並不清楚，甚至沒有聽說過這個計畫。如果能讓更多同學知道這個計畫，
相信會在校園裡產生更大的成果。因此，建議可以擴大宣傳這個計畫。
第二、由於讀書會的申請時間都在學期開始前，課表可能尚未完全確定（開學前幾
週的加退選時間，課表都還可能有所變動），加上安排的可能是數個月後的
時間，所以時間、地點的變動再所難免。若將因此而造成的時間變動列入評
分的依據之一，可能造成實際進度與計畫進度有落差，卻不敢更動時間的問
題；或是為了避免麻煩，所以減少讀書會舉辦的次數，反而會降低讀書會的
效果。因此，建議可以讓同學們更彈性的安排時間、地點。
其實，以上的建議都有點吹毛求疵了，整個學期下來，雖然我們是第一次籌組讀書
會，但是並沒有遇到什麼太大的困難，反而還常常受到教發中心的幫助。最後，再次謝謝
教發中心提供的機會，以及莊小姐對於我們團隊的許多協助。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