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469

作者簡介
洪德欽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法學碩士、倫敦大學學院法學博士。研究領域

是歐洲聯盟法、國際經濟法及國際生物科技法。現職中央研究院
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合聘教授及國

際經營與貿易研究所兼任教授，以及國際法學會 O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London)

I生物科技國際法委員會J 委員。學

術榮譽包括曾獲中央研究院二 00三年「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J
及行政院國科會九十三年度傑出研究獎。主要著作: {WTO 法律
與政策專題研究卜臺北:新學林，民國九十四年三月，一版二

刷;“ The

Human Rights Clause in the European Union's
Exter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s," European
Law Journal , Vo 1. 9, No. 5, 2003, pp. 677-701; “ Biotechnology
and the WTO: A Review of Some Selective Issues," Journal
01 International Biotechnology Law , V 0 1. 3, N o. 2, 2006 , pp.
45-66 。
塵福特

國立臺北大學法學碩士、英國牛津大學法學博士。研究領域是人

權法、歐洲區域法律、國際法、憲法。現職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
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代表著作是{歐洲人權法卜臺北:學林

出版社，二 00 三年五月及〈國際人權法一議題分析與國內實
踐卜臺北:元照出版公司，二 00五年四月。
顏主詠

英國雪菲爾大學法學碩士、博士。研究領域是生命倫理學、科技

法、智慧財產權法、法理學。現職逢甲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副教

授。代表著作有:“ A

Critique of the Current Provisions on

Morality in the Patent System ," Contemporaη Issues in
Law , Vo 1. 6, 2003 , pp. 253-272 ;顏上詠、唐淑美， <歐盟生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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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指令與人權> '洪德欽主編， (歐洲聯盟人權保障) ，二 00 六
年，頁 153-214 ;顏上詠， <異種移植之倫理法制議題分析>

' {東

吳法律學幸紗，第二十一卷第一期，二 00 九年，頁 39 一 71 。
陳麗捕

美國德拉瓦什r Widener 大學公司法碩士、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
士。研究領域是歐洲聯盟法、國際經濟法、國際貿易法與金融市

場法。現職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副教授、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兼
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歐洲聯盟法精義卜臺北:新學林，二

00六年(歐洲共同體法導論) ，臺北:五南，二 00八年，三
版一刷{全球化之公司治理卜臺北:五南，二 00九年<歐

洲黃金股之研究> ' {東吳法律學幸妙，第二十卷第二期，二 00八
年十月，頁 139 一 172;
份公司機關責任>

'

<從美國公司法制之商業判斷原則論德國股

(東吳法律學報) ，第二十卷第三期，二 00 九

年一月，頁 81-106 。
許耀明

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法律理論碩士、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歐體法
碩士、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基礎法學組碩士、法國艾克斯馬

賽大學國際法與歐體法中心 (CERIC) 公法博士。現職國立政治大
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是國際貿易法、歐洲聯盟法、國
際私法。主要著作有<歐盟國際私法上的公共秩序問題(上)

(下) > ' (政大法學評論) ，第一 0 二期與第一0三期，二 00八

年四月與六月，頁 223-256 與頁 205-236 0 <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京都議定書、美歐不同立場與和 WTO 補貼暨平衡措施協定之互

動>

' {中華國際法與超圓界法評論卜第三卷第一期，二 00七年

六月，頁 73-120 0 <歐體法院角色之再省思與法律解釋之「整體協
調性」原則>

'

(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論) ，第二卷第二期，二

00六年十二丹，頁 255 一 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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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迺翊

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碩士、博士。研究領域是憲法、行政法與社
會法。現職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主要著作<論社會

保險制度之財務運作原則一一兼評中央與地方政府關於健保保費

補助之爭議問題>

' {政大法學評論卜第一 0 一期，民國九十七

年，頁 61 一 136 0 < 離婚年金權利分配制度 (Versorgungsausg

leich)

以德國法為借鏡>

' {中正法學集刊} ，第二十五期，民

圓九十七年，頁 1-48 0 <憲法解釋與社會保險制度之建構一一以社
會保險「相互性」關係為中心>

' {台大法學論叢} ，第三十五卷第

六期，民國九十五年，頁 241-290 。
焦興鎧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碩士、美國史丹福大學法律科學博士候選人，
曾至英國牛津大學及德國海德堡大學深造。研究領域是美國勞動

與僱用法、就業歧視法、比較勞動法、全球化與勞工權利之保障。
現職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學術榮譽包括八十四年度行

政院新聞局重要學術專門著作獎、民國六十八年至九十八年均獲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獎助及專題研究計畫案、民國七十三年至

七十五年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至美國攻讀博士學位。主
要著作計有{國際勞動基準之建構〉、〈性騷擾爭議新論〉、〈公
部門勞動關係〉等專書及相關論文一百餘篇。

盧{青儀

美國德州大學政治系碩士、博士。研究領域是歐洲聯盟政治、移
民政策、國際關係、公共行政。現職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副研究員。主要著作有<政治學與移民理論〉吋臺灣政治

學刊卜第十卷第二期，民國九十五年，頁 209-261;
歐盟『非歐盟公民』概念之探討>

<全球化與

' {政治科學論叢} ，第二十八期，

民國九十五年，頁 1-38; <歐盟制憲會議對敵盟民主化之影響>

'

〈問題與研究卜第四十四卷第一期，民國九十四年，頁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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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揮彥

東吳大學法律系法學碩士、博士。研究領域為歐洲聯盟法、國際

經濟法、國際人權法與國際公法。現職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
究所副教授。代表著作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障及促進文

化表現多樣性公約」對文化權及傳播權之影響:以二 00七年歐
體視聽媒體服務指令為中心>

'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二 O

O 九年一月，賞的一 137 0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障及促進文化表

現多樣性公約」與世界貿易組織規範之潛在衝突與調和> ' <政大
法學評論) ，第九十九期，二 00七年十月，頁 155-240 0 <非違反
協定控訴於「與賀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j 可適用性之研究>

'

〈東吳法律學報卜第十九卷第二期，二 00 七年十月，頁的
108 0 <論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定與糧食安全之互動關係>

' <東吳

法律學報) ，第十七卷第二期，二 00五年八月，頁 151 一 2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