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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法學教室培力營 

活動簡章 

主辦單位：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校友會、台北律師公會 

協辦單位：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壹、 宗旨：身為公民，你至少要有這個能力  

 在網路資訊爆炸、人人皆鄉民的社會，越來越多人願意公開發表意見與針砭時事，甚

至為了心中的信念走上街頭。正因人人都是社會的一分子，為了永續發展，都願意盡到

身為公民的一分心力。 

 然而，相對的，當今社會同時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訊息，令人難以區辨，全民競逐刺激

的言論。尤其，攸關基本人權、環境正義、國際關係及政府職能等重要憲政議題，理性

的聲音與專業的分析往往淹沒在網路與電視等傳媒中，是非對錯逐漸模糊…這絕非一個

現代先進國家公民所樂見。 

 為了台灣更美好的未來，我們期待培養出從理性法學角度來思考社會議題的好公民；

並在心有疑惑時，得以與相關師長、同儕切磋成長。而且還能進一步有能力以影音方式

提出所見，凝聚社會共識，形成民主法治社會的清流。 

因此，我們結合各方力量，籌畫了「公民法學教室」培力營，延聘法學名師引導大學生

及高中生思辨與獨立判斷能力；同時也因應年輕人使用新媒體的習慣，借助專業者闡釋

並指導各種影音內容的拍攝製作。期待讓年輕人結伴在社會上散播理性的聲音，導正諸

多似是而非的歪風，讓民主法治更落實在生活周遭，台灣成為國際稱羨的進步國家。 

 本活動歡迎全國各大專院校及高中學生組隊報名參加：一起加值自己、加值社會！ 

  我們對你，充滿期待。 

 

 

※ 有意報名者，請詳閱以下內容；並請留意，主辦單位保持隨時修正相關內容的權利，

但任何修改都會在主辦單位(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校友會、台北律師公會)官網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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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活動內容：邀請大學(研究所)、高中學生結伴參加 

一、 課程概略說明： 

(一) 凡參與「公民法學教室」之學員，均需參與兩天一夜的培力課程。 

(二) 各隊於營隊結束後在指定時間內須繳交「公民法學教室」影音作品(以下暫

概稱為「影片」)，內容與形式不拘（請參閱簡章：叁–四–(二)–4.），由

團隊盡情發揮創意，詮釋生硬的公共議題。 

(三) 影片繳交後，另進行「影片健檢工作坊」，針對各隊作品主題表現、影因品

質與敘事流暢度…等等，邀請專業師資健檢並提供修剪意見，由各隊於指

定期限修剪完成並交出。 

(四) 如期交出依健檢意見修改之影片者，經查核確認後，可領取拍片獎助金。 

(五) 經評審票選為佳作者，另頒給佳作獎金。 

 

培力程序 時間 

報名截止日 2019 年 12 月 18 日  

發布面試通知 12 月 24 日 

辦理面試 12 月 28 日 

通知錄取 12 月 30 日 

培力營 2020 年 2 月 8~9 日 

完成並交付初剪影片 3 月 15 日 

健檢工作坊 3 月 22 日 

繳交成果作品 4 月 11 日前 

影片評選 4 月 12 日 

成果發表會：發放獎助金、佳作獎金 4 月 25 日 

 

 

 

11/15-
12/18

報名

12/28

面試

2/8-2/9

培力營

2/10-3/15

拍攝與製
作影片

3/22

健檢
工作坊

4/25

成果
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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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培力課程： 

(一) 基礎法學素養課程 

            安排法學名師授課，並且每隊配置 1 輔導律師協助，透過反覆討論，以深

入了解公共議題。 

(二) 拍攝課程 

1. 由主辦單位委請專家授與如何運用影音工具傳播公共議題。 

2. 並提供加強班課程，由學員視需要選修參加。 

(三) 拍攝實作 

1. 營隊結束後於指定日期繳交一支 10 分鐘長度的初剪影片。 

2. 參加「影片健檢工作坊」，由主辦單位委請法律、影音專家指導，提供修

剪意見。 

3. 各組依據健檢意見完成影片並交付作品：10 分鐘完成版與 2 分鐘精華

版。 

三、 活動日期與地點：我們寒假見！！ 

課程 日期/2020 年 地點 備註 

1、 培力營 2 月 8~9 日 

 第一天台大法律學院 

 第二天中華電信會館 

全體住宿 

中華電信會館 

2、 加強(選修)班 2 月 15 日 台北律師公會 

 

3、 影片健檢工作坊 3 月 22 日 台北律師公會 

※ 詳址及課表於寄發錄取通知附載 

四、成果發表會：2020 年 4 月 25 日(周六)~頒發獎助金與佳作獎金 

※ 以上日期與地點以錄取通知為準，錄取者未經主辦單位同意無故缺席時，

將自動喪失入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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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以下活動辦法與參與活動獎勵，有疑問者請來信洽詢：

civicengage222@gmail.com 

參、 參與活動費用及獎勵 

一、 培力營隊期間之課程、食宿，正取與備取均全程免費。 

二、 正取每組提供製作影片雜支費用 6000 元，包含誤餐、道具、旅宿，以及影片專

家諮詢訪談費用（須檢具收據實報實銷）。（備取者無） 

三、 準時完成並繳交作品（10 分鐘完整版與 2 分鐘精華版）者，每隊學員獎學金

12,000 元。（備取者無） 

四、 大專院校組與高中職組各取 2 名佳作影片，每隊另給予 15,000 元佳作獎金。（備

取者亦可競逐獲獎，主辦單為可視影片品質酌增減佳作名額） 

五、 北北基桃以外縣市學員參加培力營及成果發表會之交通。 

肆、 活動辦法 

一、 報名資格 

 【高中(職)組】 

1. 凡就讀公私立高中(職)之在校生均可組隊報名，並附上家長同意書（附件四）。 

2. 每隊 3-4 人。 

 【大專院校/研究所組】  

1. 全國大專院校之大學生(未滿 20 歲者須附家長同意書/附件四)、研究生，以及畢業

2 年內的校友，不限科系，均可組隊報名參加。 

2. 隊伍中須有一人為法律系學生或畢業校友。 

3. 每隊 3-4 人。 

 錄取名額：(一) 正取 6隊； (二) 備取 2隊(主辦單位可視情況增減) 

二、 報名及評審方式 

  (一)【報名方式】：限線上報名~請至活動網站報名 

      （以收到確認信函為準）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C5EVfLmYbjsjoWwp7   

 

  (二)【報名期間】：2019年 11月 18日起至 12 月 18日止。  

mailto:civicengage222@gmail.com
https://forms.gle/C5EVfLmYbjsjoWw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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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評審】 

1. 書審： 

  (1) 預計於 2019 年 12 月 20 日前進行書審評選。 

書審評選標準 

1. 師長推薦函 10% (每隊一位師長推薦即可) 

2. 自備記錄相關器材 20%（器材不限，手機、iPad、相機、攝影機等皆可） 

3. 表格填寫、自我介紹、過去相關作品、服務經歷及傑出表現 40% 

4. 3 個題目發想 30% 

(2) 2019 年 12 月 24 日於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校友會及台北律師公會網站公布初審入

選名單， 並以 email 通知入選隊伍出席面試。（面試日期以本通知為準）   

2. 面試：預計於 2019 年 12 月 28 日(週六)舉行。 

  (1) 地點：台北律師公會（詳細位置於通知函揭露） 

  (2) 通過初審隊伍成員均須出席並全程參與複審活動；未經主辦單位同意無故缺席 

者，將自動喪失入選資格。 

  面試評選標準： 1. 對公共議題掌握程度     2. 團隊專長與分工 

   (四)【錄取通知】 

1. 主辦單位將於 2019 年 12 月 30 日，於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校友會及台北律師公會

網站公布正取及備取名單，並以 email 個別通知。 

2. 若錄取隊伍之成員因故無法參加，可選擇放棄並退出此計畫，由備取隊伍遞

補。 

3. 備取隊伍仍可參與課程與自費拍攝影片，準時交片者可競逐佳作獎金。 

三、 活動期間權利義務～除以上所述之外，請留意： 

   (一)【培力營隊期間】 

1. 參與者需全體住宿在指定地點，上課期間中途不可擅自離營；如有特殊需求，

需報經主辦單位同意，另案處理。  

2. 學員需於第二天課程結束前確認是否選修影片加強班。 

3. 主辦單位可視各隊狀況另安排其他加強課程。 

4. 參與者應全隊合作完成影片拍攝與後製，並出席成果發表會。 

5. 於製作影片過程，有任何問題可直接請教輔導律師，或與主辦單位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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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參與者於營隊期間表現不良，經主辦單位要求後仍不改善，主辦單位有權隨

時終止參與者之後續計畫，並不再支付任何費用。 

   (二)【影片製作期間影片拍攝任務】 

1. 每隊需視專長分工負責主題構思、劇本創作、拍攝影片等工作，並通力合作。 

2. 影片拍攝期間，同學請務必留意路程及地點之安全性，各組務必團體行動，至

少需 2 人結伴同行。 

3. 學員需自行完成創作，並於規定時限內繳交，主辦單位不提供後製剪輯之軟

體、設備或場地。 

4. 影片不限形式，可以以街頭隨機訪問、專家訪談、自導自演等各種方式呈現，

亦可選擇動畫、泰德(TED)式演講、印度阿米爾罕的《真相訪談 Satyamev 

Jayate》，內容包括生動議題案例以及所欲傳達之公民素養概念。 

5. 初剪影片請上傳 youtube 頻道，並將連結提供給主辦單位線上觀看（影片之隱私

權限需設定為「不公開」）。學員須於 2020 年 3 月 22 日參與影片「健檢工作

坊」，由專業指導老師針對影片是否符合主題宗旨、影片品質及影片敘事流暢

度，提供學員影片健檢與改進意見。 

6. 各隊伍依據健檢工作坊改進調修後，交付成果作品：10 分鐘完成版與 2 分鐘精

華版，並於 2020 年 4 月 11 日前繳交完畢。 

7. 主辦單位於 2020 年 4 月 12 日進行影片評選，並查核成果作品是否符合健檢意

見，通過者始可領取準時交片獎助金。 

   (三)【影片製作完成後】 

1. 各隊需自行保留完成作品，作品一經主辦單位受領，恕不退還。 

2. 學員須於 2020 年 4 月 25 日參與成果發表會。 

3. 依本活動辦法完成之所有文字、靜態與動態影像作品，均無償、永久授權主辦

單位使用，包括但不限於重製、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改作、公開

發表等。 

四、 著作權相關： 

 依本活動辦法完成之所有文字、靜態與動態影像作品，均無償、永久專屬授權

主辦單位使用，主辦單位有權就前文字、作品一部或全部自行或轉授權第三人

使用、修改、重製、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公開展示、公開口述、

公開發表、改作、散布、發行、翻譯及一切相關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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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者須保證其於撰寫、拍攝及使用於本活動之文字與影音資料，係自己之獨

立開發創作，並無任何侵犯或抄襲第三人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如有違反，須自負法律責任，主辦單位並將撤銷其活動參與者之資格，不再支

付任何費用，並追回補助金，終止所有權利義務。 

伍、 本活動師資群   

1. 陳聰富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2. 林明昕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3. 涂予尹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助理教授  

4. 王毓正 成功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5. 洪偉勝 

律師，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6. 陳順孝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7. 楊仁佐 紀錄片導演  

陸、 營隊輔導律師(每隊配置一位) 

1. 羅婉婷律師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法制組、政治大學法學研究所刑法組畢業 

澄泓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2. 張安婷律師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財經法組、政治大學法學研究所刑法組畢業 

杏晨法律事務所資深律師 

3. 張竹君律師 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專案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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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朱健興律師 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 

義祺法律地政士聯合事務所合署律師 

5. 王仲軒律師 台北大學法律學系司法組畢業 

長春法治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6. 黃  俐律師 台北大學法律學系、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畢業 

品律法律事務所律師 

7. 曾宿明律師 輔仁大學畢業 

品律法律事務所律師 

8. 何彥勳律師 中興大學財經法律系畢業 

合律聯合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9. 謝孟釗律師 政治大學新聞系、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畢業 

謝孟釗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 

10. 陳明政律師 政治大學法律系、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畢業 

勝綸法律事務所律師 

11. 張淑瑛律師 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 

寶德楊法律事務所律師 

12. 黃盈舜律師 台灣大學法律系、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畢業 

長江大方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13. 李仲昀律師 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司法組、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基礎法學組畢業 

萬國法律事務所律師 

14. 林怡君律師 政治大學法律系法學組畢業 

企業內律師 

15. 田芳綺律師 台北大學法律系司法組畢業 

瑟法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16. 王慕寧律師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畢業 

王慕寧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17. 劉又禎律師 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畢業 

南國春秋法律事務所律師 

18. 林玥彣律師 台北大學法律系財經法學組畢業 

聲威法律事務所律師 

19. 趙永瑄律師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臺北大學法律學研究所民事法組畢業 

國巨律師事務所律師 

20. 陳  顥律師 台北大學法律系、臺北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畢業 

建業法律事務所律師 

21. 楊富勝律師 政治大學法律系、東華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畢業 

廉貞法律事務所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