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衛生法律與政策年度研討會 

民國 110年 9月 2-3日 

線上會議 

主題：COVID-19疫情與法制創新及建構 

 

時間 110年 9月 2日（星期四） 

      08:30－09:00 報  到 

09:00 

∣ 

09:20 

   開幕致詞 

   林奇宏校長  陽明交通大學  

   李建良所長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陳震寰院長  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  

   康照洲院長  陽明交通大學藥物科學院  

   張文貞院長  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倪貴榮主任  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跨國法中心  

09:20 

∣ 

10:40 

                           主題演講暨論壇：後疫情年代下的臺灣生技戰略—疫苗政策與法制整備 

09:20 

∣ 

10:00 

                           主題演講 (一)：從全球視野看臺灣疫苗政策之未來   

                           主持人：陳震寰院長  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  

                           主講人：郭旭崧大使  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 

10:00 

∣ 

10:40 

                           主題演講 (二)：臺灣疫苗政策的戰略思維—掌握與全球接軌的關鍵機會 

                           主持人：康照洲院長  陽明交通大學藥物科學院  

    主講人：林奏延名譽院長  長庚兒童醫學中心 

10:40－10:55 休  息 



10:55 

∣ 

12:00 

                                      圓桌論壇：臺灣疫苗治理之典範轉移？ 

主持人：李建良所長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與談人：黃韻如教授  台灣大學醫學院  

        鄭如韻獸醫師  台灣大學防疫科學研究中心  

        雷文玫副教授  陽明交通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李素華副教授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  

回應與討論：郭旭崧大使  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 

            林奏延名譽院長 長庚兒童醫學中心 

12:00－13:20    午  休 

13:20 

∣ 

14:30 

Panel I A：防疫與憲法法治 

 

主持人：張文貞院長（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講 題：COVID-19 防疫與緊急法治相對化的憲政意義—台紐經驗比較 

主講人：林春元副教授（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  

 

講 題：法院作為法治例外狀態的守門人—論 COVID-19 防疫下的司法審查 

主講人：梁志鳴副教授（台北醫學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 

 

Panel I B：防疫與醫護人員權利限制 

 

主持人：邱文聰主任（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資訊法中心） 

 

講 題：用法律強制人勇敢？從醫事人員出國禁令論新興傳染病大流行下健康照護

者  之救治義務與國家徵調權力 

主講人：林欣柔副教授（長庚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講 題：試論國家權力限制特定人民基本權之合法性與正當性—以 COVID-19 期間

醫事人員出國禁令為中心 

主講人：江科郁醫師（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中醫科） 

         



14:30 

∣ 

16:00 

Panel II A：防疫、風險與法制 

 

主持人：楊哲銘教授（台北醫學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醫務管理學

系） 

 

講 題：防疫如同作戰—如何劃設法律的規範界限 

主講人：吳俊穎副院長/所長（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生物醫學資訊研究所） 

 

講 題：從浪漫的影子到可行走的概念—以「防疫共同體」作為損失補償之法

理基礎初探 

主講人：楊秀儀副教授（陽明交通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講 題：台灣防疫新冠病毒之應變政策與法律風險 

主講人：王國治副教授（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徐名駒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 

Panel II B：COVID-19與醫療資源管理 

 

主持人：劉宏恩副教授（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 

 

講 題：流行疫情期間呼吸器不足時之分配標準及處置之倫理法律議題 

主講人：雷文玫副教授（陽明交通大學陽明公共衛生研究所） 

 

講 題：台灣專案製造、美國緊急授權與一般醫療器材管理法規之異同— 

以呼吸器為例 

主講人：王舜民總監（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生醫與醫材研究所法規事務室）/ 

         

講 題：新冠肺炎下我國口罩徵用相關法制爭議之探討 

主講人：高銘志副教授（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16:00－16:15 休  息 

16:15 

∣ 

17:45 

Panel III A：COVID-19、倫理與人權 

 

主持人：劉靜怡教授/召集人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科技部人文司法律學

門） 

 

講 題：COVID-19 與生命倫理例外狀態 

主講人：吳全峰副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講 題：淺談 COVID-19 下的健康權—以台灣為例 

主講人：李崇菱助理教授（台北醫學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防疫的平等議題—以 COVID-19 的高齡法律與倫理為中心 

主講人：張兆恬副教授（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Panel III B：防疫科技與醫藥授權 

 

主持人：邱文聰主任（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資訊法中心） 

 

講 題：利用數位科技追蹤傳染病接觸者的可行性評估 

主講人：王服清副教授（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德國新冠疫情下篩檢制度之研究—從法治國觀點出發比較臺德之篩檢制度 

主講人：高銘志副教授（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臺美醫藥緊急使用授權法制分析與比較 

主講人：張愷致助理教授（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時間 110年 9月 3日（星期五） 

      08:30－09:00 報  到 

09:00 

∣ 

10:30 

  AI 與法律論壇：智慧醫療—從臨床應用到倫理法規 

                                   主持人： 劉靜怡教授/召集人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科技部人文司法律學門 

                                  主講人： 楊智傑主任  陽明交通大學數位醫學中心 

                                  與談人： 吳俊穎所長  陽明交通大學生物醫學資訊研究所 

                                           邱文聰主任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資訊法中心 

                                              莊弘鈺副教授  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10:30－10:45  休  息 

10:45 

∣ 

12:00 

                   Panel IV：衛生健康管制與國際標準 

                   主持人：林昱梅主任（中興大學法律系）  

                 

                   講 題：成本效益分析在衛生健康管制之研究—以美國實踐為例 

                   主講人：倪貴榮主任（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跨國法中心）  

                 

                   講 題：病牛、藥豬與蟲梨—國際食安標準中的「歧視」與國際貿易法規中之陷阱 

                   主講人：譚偉恩副教授（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12:00－13:20  午  休 

13:20 

∣ 

14:30 

                   Panel V：食品追蹤追溯 

                   主持人：廖啟成所長（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講 題：食品供應鏈透明度之「智慧化」契機與挑戰—以美國食品追蹤追溯制度之革新為例 

                   主講人：林勤富副教授（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論我國進口食品追溯機制－以萊豬為例 

                   主講人：王服清副教授（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廖宜盈碩士生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14:30 

∣ 

16:00 

                   Panel VI：醫療器材法規與精神鑑定 

                   主持人：李崇僖副教授（台北醫學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所） 

 

                   講 題：創新醫療器材之 HTA評估與展望 

                   主講人：許淑美研究員（醫藥品查驗中心醫藥科技評估組） 

 

                   講 題：侵入性 ICT 醫療器材之法律與倫理問題 

                   主講人：王服清副教授（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劉晉瑄碩士生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探討我國刑事精神鑑定制度之改良 

                   主講人：吳文正院長（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16:00－16:15休  息 

16:15 

∣ 

17:50 

                   Panel VII：衛生法新秀論壇 

                   主持人：林勤富副教授（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講 題：從健康識能談醫師對藥物副作用之安全說明義務及法律風險管理之研究 

                   主講人：張馨予博士生（東海大學法律系） 

 

                                      講 題：保健食品管理制度之研究—比較台灣及日本法制模式 

                   主講人：王繼中碩士/董事長（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統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講 題：法院醫療調解模式-敘事型醫療調解—從本土「量化實證分析」出發 

                   主講人：陳宜縼碩士生 (東吳大學法律系)  

 

                   講 題：強化菸品控制措施於 WTO正當性之模式探尋—以保護婦女與未成年人為中心 

                   主講人：曾琬婷碩士生（台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 

17:50 

∣ 

18:00 

                                閉幕致詞 

                                      倪貴榮主任  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跨國法中心  

                                      邱文聰主任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資訊法中心 

主辦：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TPP 與跨國法律研究中心 

合辦：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資訊法中心、陽明交通大學防疫科學研究中心法律子計劃、陽明交通大學藥物科學院、陽明交通大學數位醫學中
心、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時間分配原則：主持人開場及介紹 5分鐘；論壇主講人每人 40分鐘；論壇與談人每人 10分鐘；論文發表人每人 25分鐘（衛生法新秀論壇之
論文發表人每人 20分鐘）；評論與討論 10-15 分鐘。 

備註：主辦單位保留所有議程更動之權利，議程內容以研討會當天會場公告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