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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回首百期、鑑往知來 

月旦法學雜誌歷經300期（2012年～2

020年）的淬煉，彙整龐雜的法律資料並

提供即時的法規新訊，不僅為初探法界的

莘莘學子指引方向，同時也提供學術與實

務界的鴻鵠志士，揮灑筆墨、開展論述的

舞台。 

回首過去百期，舊法頻仍修改、新制

度亦不斷萌生，處於新時代潮流下，編輯

部以嚴謹的態度，整理過往百期文獻，統

計本刊所刊載之各類法律論述、實務評

釋、新法發展與外國法制譯介等文章，過

去法學研究以傳統法領域居多，在面對金

融科技及時代進步，法學將不再侷限傳統

領域的爭議，開始與跨領域有密切關聯，

諸如科技與法律交織的金融科技、區塊

鏈、智財法等，法學界就此類議題，開始

提出論述、評析與闡釋。 

有別於過去以雜誌及月旦知識庫作為

交流平台，新興的【月旦實務講座】網

 

【網址連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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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元照讀書館】，邀請實務工作者、

學者、專家就法律實務與應用等議題，透

過現場即時的對話思辯，進行意見交換，

共同追求卓越、創新詮釋知識，交流實踐

經驗與案例。 

貳、各法律學門之回顧與發展 

一、開啟憲法新紀元 

憲法在過去八年發展中，學者、實務

與釋憲者展開豐富對話、學術激辯，大法

官作出許多嶄新的解釋，促進憲法學、法

制發展，包括大法庭制度、憲法訴訟法、

同性婚姻之保障，年金改革合憲之解釋，

以下就此8年犖犖大者簡短式回顧。 
(一) 司法制度全新篇章： 

大法庭新制 

為使法院能統一見解，達成穩定而可

預測性之法律解釋共識、當事人聚焦其辯

論，並促使法院之法律見解更為精進，在

277期（2018年6月）探討草案評析「終審

法院統一見解機制之改革」。 

2019年「大法庭制度」正式實施，於

2022年正式告別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

法，改為憲法訴訟法。在邁入司法實務統

一法律見解新紀元之際，由諸多學者與實

務專家在「大法庭裁判新制座談會」中有

精采的論辯，對大法庭設置前後所產生的

問題進行深度的探討。 

【延伸講座】 

大法庭裁判新制│蘇永欽、林大洋、 

吳東都、吳燦、朱富美、吳巡龍、 
李宜光、許政賢 

(二) 公開透明之憲法審查──憲法
訴訟法 

以「建立效能、透明的大法官釋憲程

序」為目標，在面對裁判化、法庭化之審

理案件，〈憲法訴訟與憲法法庭〉本月企

劃（288期，2019年5月），探討裁判憲法

審查程序之本質及功能外，在多場講座中

探討此一重大變革。 

【延伸講座】 

 釋憲機制之改革／司法權之定位│ 
張桐銳、盛子龍、林明昕 

 憲法訴訟法草案評析──以人民聲請法

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為中心│

江嘉琪 
 進入深水區的釋憲制度──簡評憲法訴

訟法│蘇永欽 

(三) 大法官定紛止爭：塵埃落定的
年金改革 

年金改革涉及憲法上「信賴保護」與

「法律不溯及既往」等重大原則，也是社

會福利制度之重點。在〈年金改革法制〉

企劃中（262期，2017年3月、284期，201

9年1月），探討信賴與改革的取捨權衡。

2019年8月，大法官會議做出釋字第781、

782以及783號解釋後，其中所涉及之原理

原則，於〈年金改革釋字評析〉企劃（29

5期，2019年12月），將此議題完整深入

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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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同性婚姻保障：釋字第 748 號
解釋 

2017年5月，隨著大法官會議作成釋

字第748號解釋，同性伴侶的婚姻權終獲

法源上依據。在〈同性人權與法制〉（22

4期，2014年1月）、〈同婚法制鑑定意見

與迴響〉（264期，2017年5月）以及釋字

作成後之「釋憲評議」（266期，2017年7

月）等企劃專題中充分探討。〈同性婚姻

法制芻議〉（283期，2018年12月），探

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

之日後發展，值得我們一同關注。 

【延伸講座】 

 探討同性生活伴侶之權益保障問題──

釋字第748號解釋評析│陳清秀 

二、行政法學之發展 

在學者與實務的共同努力下，行政法

學在這8年亦有重大突破： 
(一)改善生活環境，促進均衡發展：
都市計畫法制 

都市計畫影響人民權益甚鉅，大法官

受理之釋憲案件亦不少，在釋字第742號

做出後，立法機關配合大法官解釋增訂了

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8至237條之31，為

都市計畫增訂了新法制，此乃憲法與行政

法匯流之處。 

〈都市計畫與環境保護〉（243期，2

015年8月）詳細探討此一議題，並舉辦多

場講座探討各種議題，諸如重要裁判之評

析、正當法律程序、司法審查、權利變換

制度法律問題、人民之權利救濟途徑、未

開闢之都市計畫道路可行作法等，期待該

法規修正施行後，能賦予人民關於違法都

市計畫更周全之行政救濟制度之保障。 

【延伸講座】 

都市計畫司法審查相關法律課題│ 
陳立夫 

(二) 環境法 

面對環境變遷，如何提升環境品質、

維護環境資源、追求永續發展、推動環境

保護等問題，都考驗我們如何訂定適當的

制度與程序來因應。月旦法學雜誌─環境

法專題特刊（2019年6月），就氣候變遷

因應、正當行政程序與有效司法救濟之交

互作用，以及自由貿易環境問題瓶頸等，

學者討論亦多。此外，在稅捐法與環境法

上之交會、如何落實風險預防及危險防禦

原則、美麗灣與日月光訴訟法律問題（25

3期，2016年6月）等，亦為行政法與環境

法上之重要研究議題。 

【延伸講座】 

 稅捐法與環境法之交會──環境公課│

呂理翔、王韻茹、柯格鐘、傅玲靜、

范文清 

(三) 政府採購法 

學說亦開始討論細節化問題，諸如押

標金之定性、不良廠商之認定與救濟，此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1704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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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涉及到不良廠商之認定是否為「裁罰性

不利處分」此一傳統行政法總論之爭議，

在行政法總論影響各論，各論影響總論的

情況下，使行政法學更為進步。 

就此重要議題，有多場講座探討，包

括：共同探討決標相關爭議問題、契約變

更之作法與案例分析、停權制度、2018年

修正草案、公私協力下政府採購犯罪以及

WTO政府採購協議之發展。 

【延伸講座】 

解析政府採購法的調解制度│黃立 
政府採購法修正條文及停權制度之評析│

顏玉明 
從實務面探討公共工程變更設計及結算

驗收所遇問題及解決之道│黃宗文 

未來幾年，行政法學可預期的將因行

政訴訟法中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之設，有更

進一步討論都市計畫之於行政法學之機會

與空間；此外，特別權力關係亦因大法官

的突破而消滅，使傳統上，身處「特別權

力關係」之下之人民，訴訟權得以被保

障。 

三、民事法相關發展 

(一) 民事財產法：最高法院多則重
磅決議引領討論 

自2010年民法物權編三階段修正完

畢，於2012年至2019年，民法財產法編章

鮮有修正。惟如就司法實務發展觀察，最

高法院近年陸續作成關於民事法實體爭議

之重要決議，與一系列具高參考價值之判

決，對民事法發展影響甚鉅。 

1.時效爭議問題 

首先，於總則編部分，近期實務判決

著眼於消滅時效制度，從給付不能之代償

請求權時效計算爭議，到諸如RCA案等重

大公害事件之損害賠償請求時效延後起算

等，皆出現有別於過往學說或實務常例之

見解。鑒於時效制度久未修正，學界不乏

應通盤檢討修正之呼聲，法務部亦召集研

究小組著手修訂。 

【延伸講座】 

 定期給付的不當得利有民法第126條規

定短期時效之適用│郭玲惠 

2.債法實務新趨勢 

債編方面係為近年最高法院民事庭決

議主要核心，針對許多長期困擾實務之爭

議統一法院見解，〈民事實務新趨勢〉

（271期，2017年12月）企劃，討論最高

法院對民間特有之借名登記契約以及凶宅

的損害賠償問題之認定與評析。 

債務不履行體系之發展、純粹經濟上

損失、買賣等重要議題，〈民事財產法新

面貌〉（241期，2015年6月）、〈買賣法

與債法〉（261-262期，2017年2-3月）等

專題，可看出實務見解與學術研究間密切

之關聯，及交互影響之程度。 

3.工程法 

在工程法律領域，時常與民事法議題

交互輝映。情事變更原則在工程契約中主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870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909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909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895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895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308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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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理論基礎、構成要件、法律效果與消

滅時效等相關問題，「情事變更原則在工

程契約上的幾個實務問題」講座詳細探討

了實務面臨問題。 

【延伸講座】 

情事變更原則在工程契約上的幾個實務

問題│吳從周 

(二) 民法身分法：子女親權與遺囑
繼承 

身分法近年則有較多之變動。關於酌

定子女親權裁定，為貫徹善意父母原則，

增列法院應考量父母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

行使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繼承方

面，不論是父母與成年子女間之法律關

係、亦或是生前照顧之評價、遺產規劃、

喪葬祭祀規劃等議題，讀書館講座均詳細

探討之。 

【延伸講座】 

最高法院的繼承法軌跡─近年之繼承法

見解探討與二審判決之比較│林秀雄 
父母與成年子女法律關係─從法律繼受

與法律比較觀點分析│陳惠馨 
社會變遷與繼承法的發展趨勢│黃詩淳 

(三) 民事訴訟細緻化修法 

1.家事事件法 

民事訴訟法方面近年修法有重大變

革，配合2012年家事事件法制定，刪除民

事訴訟法人事訴訟編與非訟事件法家事非

訟事件章。基於家事事件性質，具備一定

程度公益性質，當事人間爭議有賴法院適

時介入調查、調整，並有迅速及統合處理

之必要，以保護關係人實體與程序利益。

在212期（2012年12月）、219期（2012年

12月）企劃探討裁定及救濟、選任未成年

人之監護人、調解程序之檢討、身分關係

訴訟當事人之適格、訴訟程序視為終結之

法定原因等程序值得檢討之事項。 

2.金字塔型民事訴訟制度 

司法院在2018年提出大法庭相關草

案，此處以民事大法庭為中心。關於其具

體訴訟制度之審級制，究竟應當如何設

計，以確保權利之真實且迅速，有鑑於

此，279、280期（2018年8-9月）企劃金

字塔型民事訴訟之最新發展討論，就最高

法院之角色、功能與人員組成、審判方式

之改革、律師強制代理制度、最高法院法

律審功能之反思，透過學者撰文評析以及

實體講座，提供各種專業法律意見，以深

化制度建立之品質。 

【延伸講座】 

金字塔型訴訟制度中最高法院之建構│

許士宦 
論律師強制代理制度下之法院審理方式│

張文郁 
最高法院法律審功能之反思│許政賢 

3.商業事件法 

草案於2019年年底經立法院通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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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日期有待司法院決定，未來商業訴訟

事件及商業非訟事件將交由新成立之商業

法院審理。依商業事件審理法，商業法院

將設置商業調查官協助法官審理，採取強

制律師代理制度，對於營業秘密保護則定

有秘密保持令制度，本誌也將持續關注。 

四、商法新紀元 

(一) 公司法：全面性重大修正之檢
討與追蹤 

公司法於2018年進行全面性重大修

正，修正條文達148條之多。在修法之

初，第268期（2017年9月）以〈公司法修

正芻議〉為企劃，聚焦籌資、分配與股東

及債權人保護、資訊揭露、公司治理法

制、公司登記、關係企業及社會企業、股

東權現代化之建構等修法建議。 

2017年底草案甫通過後，〈公司法修

正草案之解析與評論〉（275期，2018年4

月）針對草案逐條解析以及其他修法建

議。討論現行條文於實務上造成何種問

題，外國立法例之處理，以及修正條文之

評析探討。同時就未採納之重大修法建議

說明其重要性。 

針對此次修法與變革，在多場講座中

深入探討，諸如：內部組織鬆綁與否、公

司治理內外部機制、特別股之多元化、關

係人交易規範，以及施行週年後之回顧與

展望，詳盡闡釋了修法前後之異同，使推

動公司法基本架構之變革能符合知識經濟

和數位時代更臻周延。 

【延伸講座】 

新修公司法施行週年回顧和展望│ 
曾宛如、方嘉麟等 
家族企業面臨的公司治理和家族傳承挑

戰──以治理設計為核心│方嘉麟 
家族企業傳承與閉鎖性公司章程的 
規劃│陳連順 
關係人交易規範──兼論公司法第206
條修正後之適用│朱德芳 
季分派及減資、強制回補和操縱股價│

洪令家、張心悌 
股東會及經營權之爭奪│陳彥良 

(二) 證券交易法：持續加強投資人
保護 

證券交易法經歷多次修正，包含財務

報告簽核、公告及申報程序，公司內部人

之關係人持股等規定。更在2016年樂陞案

發生後，金管會大幅修正公開收購公開發

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就公開收購程

序為更嚴格之規範。245期（2015年10

月）、267期（2017年8月）以及289期（2

019年6月）分別探討了制度之合憲性、相

關改革檢討、外國法制比較。 

隨著科技發展與法制健全，迎面而來

的群眾募資和證券型代幣發行等，更是未

來的趨勢。面對「新創公司籌資法制」，

如何具體的規範或明確的授權。元照讀書

館亦舉辦講座，邀請讀者共同討論，加強

未來對投資人之保護。 

【延伸講座】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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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3056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3056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3006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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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收購與企業籌資│洪令家、蔡憲昌 
公司籌資與有價證券之發行│劉承愚、

張心悌 
財報不實罪的法庭攻防焦點探討│ 
陳俊仁 

(三) 洞悉未來保險法趨勢 

保險法近期修正以保險業相關監理規

範為主，其他修正則涉及刑事罰則、文字

更動等細節，未對實體規則有大幅度更

動。金管會於2018年底提出保險法全盤修

正草案，主軸為完善法制提升消費者權益

與營造保險業發展金融科技有利環境。面

對保險消費者資訊權保護之現在與未來、

保險的法定除外危險、傷害保險之認定、

全民健保代位適用範圍等重要議題，263

期（2017年4月）以及284期（2019年1

月）均有完整之企劃。 

隨著社會以及科技發展的進步，更多

與保險息息相關的議題，亦是我們關注的

焦點，舉凡自駕車、醫療糾紛在責任保險

上之因應、保險實質課稅稅務議題之探討

等，透過講座的舉辦，與現場聽眾相互思

辨，共同思考現行制度下能往何種方向邁

進。 

【延伸講座】 

自駕車時代汽車責任保險應有之風貌│

汪信君 
醫療責任保險│陳俞沛、朱勗華、 
林宏榮 
保險實質課稅稅務議題之探討│呂翊榮 

五、刑事法相關發展 

(一) 環境刑法 

2018年5月立法院三讀，確定將原本

性質上屬於具體危險犯的刑法第190條之1

修訂為抽象危險犯，以日月光排放廢水之

案例，初步討論〈累積的具體危險犯〉

（276期，2018年5月）；以〈環境刑法〉

為企劃（290期，2019年7月），圍繞刑法

第190條之1開展討論，探究本罪性質為具

體危險犯抑或抽象危險犯、延伸討論法人

沒收之立法芻議。透過講座一同開啟法與

產業之對話。 

【延伸講座】 

 刑法第190條之1適用疑義──法與產業

之對話│王正嘉 

(二) 醫療糾紛 

醫療糾紛刑事化的爭議問題，舉凡醫

療過失的刑責限制範圍、醫療行為得病患

同意之定義、是否成立過失傷害等核心議

題，〈醫療糾紛與醫療刑責〉（213期，2

013年2月）及多場講座，針對重要實務判

決、刑事偵查下的病人隱私保障、醫療鑑

定報告等，共同討論思辯。 

【延伸講座】 

從判決快遞看醫療訴訟之發展趨勢│ 
廖建瑜 
從釋字778號解釋看醫藥分業與醫師調

劑的末來│林萍章、余萬能等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695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896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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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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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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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食安問題 

食安事件陸續爆發，嚴重打擊食品市

場的經濟秩序。為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

質，維護國民健康，2019年6月修正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其中就食品犯罪之攙偽

或假冒、偵審實務以及眾所矚目的混油事

件，249期（2016年2月）、268期（2017

年9月）均有相關評析。而當進口食品成

為消費者認知與食安管制規範之交會點，

涉及國際間的經貿議題。 

【延伸講座】 

食品安全與刑事裁罰│許恒達、王服清 

(四) 代表性修法：沒收新制 

2016年沒收制度的全盤修正。在制度

修法前後，於251～252期（2016年4-5

月）、254期（2016年7月）的〈沒收新法

制（上、中、下）」的特別企劃，探討諸

如審查體系與解釋適用、不法所得之認

定、對第三人宣告沒收、連帶沒收、擴大

利得沒收之規定等、比較法研究以及實務

運作情形，藉以深入剖析相關議題。 

〈沒收新制施行後的實務觀察與評

釋〉〈沒收新制實施三年之檢討及展望〉

講座，諸多實務學者專家，就法制面、技

術面、價值面、與其他請求權之競合、如

何選擇相對妥適的解釋或運作等實務上涉

及之問題展開精采論辯。 

【延伸講座】 

沒收新制實施三年之檢討及展望│ 

蘇永欽、陳榮傳、鍾任賜、陳盈錦、 
林宗志、李宜光 
沒收新制施行後的實務觀察與評釋│ 
林鈺雄、陳重言、余麗貞、紀凱峰、 
江振義、連孟琦 

(五) 量刑新趨勢：大法官釋字 
第 775號解釋 

釋字第775號解釋處理了累犯的刑事

實體與程序法規範，在第294期（2019年1

1月）〈累犯與量刑〉企劃以及講座，深

入探討具體求刑與量刑之比較、累犯規定

之未來、修法前的司法操作建議，促進法

學研究與實務操作。 

【延伸講座】 

刑事案件具體求刑與量刑之比較研究│

馬躍中、戴坤峰 

(六) 人民參審：被害人訴訟參加 

對於國民參與審判或是被害人參與審

判議題，在269期（2017年10月），〈被

害人訴訟參加〉從外國比較法切入，討論

被害人權益維護、訴訟參加主體地位。 

如何提升被害人訴訟地位使其免遭第

二次侵害、打造兼顧人民參與和被害權益

的訴訟制度，多方實務專家學者共同討

論，強化各種強制處分之法律保留，使司

法制度能日益精進完整。 

【延伸講座】 

打造兼顧人民參與和被害權益的 
訴訟制度│何賴傑、柯格鐘、林裕順、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1954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3005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3005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3005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665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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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鈺雄、連孟琦 
提升被害人訴訟地位之被害人訴訟參加

制度│連孟琦 

(七) 刑事訴訟法的代表性修法：通
訊保障監察法 

刑事訴訟法指標性修正應屬2014年
「通訊保障監察法」全盤修正。早至立法

階段開始，在227期（2014年4月）、229
期（2014年6月）、230（2014年7月）、

288（2019年5月）中，針對建置機關的設

計、事後陳報制度、通聯紀錄的令狀原

則、立法過程中之盲點等詳細評析。同時

也透過講座，從國際規範趨勢、資訊通信

產業之管轄、業者之義務與監督等議題，

共同討論施行後實務上遭遇之問題。 

【延伸講座】 

 資通訊法及隱私權保護│ 
李榮耕、謝祥揚、章忠信、黃宗旻 

 資通安全管理法何去何從│ 
劉靜怡、林明昕、黃居正、邱文聰 

六、勞社專題 

(一) 勞動法 

1.勞資關係新開展 

勞動法作為一實務價值極高之領域，

實務事件多為學界研究之重點，亦相輔相

成帶動法學發展，本刊載有多則討論實務

事件之文獻，第247、253期RCA工殤案企

劃，探討職業災害之救濟可能；第256期

的華航罷工案企劃，，探討罷工容許性與

其界線。 

2.勞動事件法 

慮及勞動事件之特殊性，2018年12月

制定勞動事件法，明定具體化或不同於民

事訴訟法一般暫時權利保護之保全手段。

293期（2019年10月）及講座，從各面向

討論所涉及之重要爭點：保全程序、不當

勞動行為事件上之適用、勞資雙方舉證之

應用、勞動事件之調解程序、審判程序。 

【延伸講座】 

 勞動事件法解析與實務│ 
陳建文、邱羽凡、韓仕賢、吳俊達 

 勞動事件之審判程序：以舉證責任 
為中心│洪瑩容 

 勞動事件法第34條於不當勞動行為事件

上之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

第1172號民事判決評釋？│邱羽凡 

(二) 社會福利法 

臺灣將進入高齡化社會，訂定健全的

社會福利和健康政策，已是政府刻不容緩

的挑戰。長照法制（第257期）、老人權

益之法制建構（第271-272期）、退休人

員相關權益保障之制度（第289期），就

長照法制、老人保護體系之發展、高齡化

社會下之信託制度、老人之扶養問題與對

策等議題均有深入分析討論。 

七、國際法 

(一) 國際公法 

除傳統學理的探討，主動式自衛（第

237期）、難民（第250期）外，時事議題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1198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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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南海仲裁案（第256期）、肯亞案（第2

53期）、行政救濟與國際人權公約之關係

（第261期），反映國際事件與內國法之

探討。 
(二) 國際私法 

國際私法作為跨國紛爭之定性準據

法，有其學理與實務之內蘊，包括外國裁

判之執行（第235期）、境外假扣押（第2

60期）、合意管轄條款（第267期）。另

外越南排華暴動（第231期）、（雷曼

案）第242期、子女利益與國際私法之關

係（第233期），都在本誌探討之列。 

八、金融科技、人工智慧等新興領域 
發展 

(一) 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 

為建立安全金融科技創新實驗環境，

2017年通過「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

例」，建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機制，使新

興金融科技業者可向金管會申請金融監理

沙盒，享有一定期限內免除銀行法、證交

法等法規限制之優惠，鼓勵金融產業之創

新。〈金融科技法制〉（266期，2017年7

月），從金融監理理論、國際比較之觀

點，機制之檢視與構建、草案評析、專利

面等，檢驗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並提

出修訂建議。 
(二) 從區塊鏈融資論眾募規範趨勢 

金融科技迅速發展，企業向大眾籌資

的管道與模式日趨創新多元，〈從區塊鏈

融資論眾募規範趨勢〉（273期、2018年2

月）開啟一連串的討論，針對股權籌資的

法規範發展，並從籌資方式的演變出發，

檢討現今股權眾籌的現況與問題，更深入

探討區塊鏈股權融資的特性、類型與風

險，分析各種類型的監管模式，將區塊鏈

股權融資導入市場之可能。 

【延伸講座】 

區塊鏈證據與雲端取證│蘇凱平 

(三) 金融監理與洗錢防制 

金融科技創新在全球迅速崛起和成

長，洗錢防制及資恐防制也是受矚目的重

點之一。為強化防制之體質，並增進國際

合作之法制建構，2016年12月28日大幅修

正洗錢防制法，自2017年6月28日生效施

行。在267期（2017年8月）、294期（201

9年11月）的主題企劃，深入評析其中所

涉及之重要爭點，諸如法制發展及自律機

制、創新金融科技與洗錢防制趨勢、虛擬

通貨之規制挑戰與監理創新、保險業洗錢

防制、打擊資恐之法令遵循、洗錢防制法

對於人頭帳戶相關規範，多場的講座分析

金融機構執行時可能遭遇之實務問題，俾

供各界參考。 

【延伸講座】 

人頭帳戶案件與幫助詐欺罪之適用│ 
楊雲驊、林志潔 
洗錢防制與外匯資金查核之探討│  
曾邑倫 

(四) 人工智慧、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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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個人資料保護 

人工智慧、大數據資料分析、區塊鏈

技術、自動化物件等，與法律的關係更是

新興議題，該如何立法規範；又法律是否

趕得上科技對於產業的變化，過程中對於

龐大數據資料主體與資料需用者間之權衡

利益也逐漸浮上檯面，「資訊」之保護與

流通開始重視，從〈健保資料庫案〉（27

2期，2018年1月）、〈歐盟個資保護與臺

灣之因應〉（286期，2019年3月）企劃，

對個人資料保護法與歐盟GDPR之比較、

GDPR的規範重點、國際性規範衝擊與可

能因應之道均有充分的討論與分析。 

【延伸講座】 

淺談GDPR的國際性規範衝擊與可能因

應之道│劉靜怡 
人工智慧應用於醫療之倫理法律議題│

張麗卿 
醫療大數據之應用與隱私權、自主權之

衝突│陳月端 

(五) 自駕車之科技與法律 

以人工智慧所操控之自動化載具、自

駕車、無人機等，以自駕車為例，所面臨

之法律問題，現行法規究竟應如何修正而

為因應？〈自駕車之科技與法律〉（288

期，2019年5月），探討風險類型與責任

歸屬、外國比較法上之發展與思考，一同

面對人工智慧對法學研究帶來之挑戰。 

【延伸講座】 

自駕車對現行汽車事故法律責任之挑戰

與回應│黃銘傑 
人工智慧時代的刑法挑戰與對應──以

自動駕駛車為例│張麗卿 
自駕車之道路交通法規的現在與未來│

蔡孟彥 

參、展望與未來 

月旦法學雜誌、月旦知識庫、月旦實

務講座、元照讀書館，共同提供多元型態

的法學知識，未來仍持續追求突破、創

新，試圖融合學術與實務交流，肩負起活

絡法學發展的責任。在未來的數個百期，

會與更多國際學者、學術單位合作，創造

跨領域、多元的雋永作品，創造嶄新法律

人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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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由《月旦法學雜誌》編輯部及研究生

吳煥陽、陳熙哲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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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金融科技等新興領域發展 

人頭帳戶案件與幫助詐欺罪之適用│楊雲驊、林志潔 
洗錢防制與外匯資金查核之探討│曾邑倫 
淺談GDPR的國際性規範衝擊與可能因應之道│劉靜怡 
人工智慧應用於醫療之倫理法律議題│張麗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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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駕車對現行汽車事故法律責任之挑戰與回應│黃銘傑 
人工智慧時代的刑法挑戰與對應──以自動駕駛車為例│張麗卿 
自駕車之道路交通法規的現在與未來│蔡孟彥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648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897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323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3050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3051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609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457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410
http://www.angle.com.tw/media/GroupDetail.aspx?iMG=2459

	延伸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