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臺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會 

體育紛爭仲裁人名冊 

110 年 7 月製(依姓氏筆畫及登記類別排序) 

專業領域 姓名 現職/經歷 學歷 專長摘要 

法律 王偉霖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士 

智慧財產權法、科技法律與科

技政策、生物科技法律與倫理、

國際技術移轉、國際貿易與國

際直接投資、公司法及企業併

購 

法律 王啟行 文化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政治學博士、法學博士 
票據法、專利法、著作法、行政

法 

法律 王寶玲 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士  

政府採購、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案件、工程爭議、公司投

資、一般民事訴訟 

法律 朱百強 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美國波士頓大學法學碩士 

國立臺北大學法學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士 

民事訴訟與仲裁、金融機構及

國貿糾紛處理、通訊傳播法、公

平交易法、一般公司法務、公司

重整及破產程序、行政法與行

政爭訟程序、消費者爭議、勞動

法及勞工爭議 

法律 江信賢 瑞信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中興大學法律系法學組學士 

成功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刑事、民事、及行政訴訟領域 

法律 吳梓生 

群展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前台中市政府法制局局長 

前台中律師公會理事長 

美國杜克大學法學院法學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法學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士 

智慧財產權、政府採購及公共

工程、涉外商務、協商談判 

法律 吳磺慶 安和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中國政法大學經濟法學碩士班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 

智慧財產權、不動產糾紛、消費

者保護法、民、刑、商務、行政

訴訟、仲裁、調解、債務協商 

法律 李元德 中桂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碩士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法學碩士（公法組）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士 

刑事、民事、及行政訴訟領域 

法律 李念祖 
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名譽理事長 

哈佛大學法學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碩士 

東吳大學法學士 

民事爭端處理、國際仲裁、公法

爭端處理、憲法訴訟、行政訴

訟、通訊傳播、政府契約 

法律 李韋辰 律師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碩士 法律 

法律 李復甸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 

執業律師 

中國文化大學法學博士 

東吳大學法律學研究所法學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學士 

國際私法、海商法、國際法、仲

裁法、跨國法律、網際網路法律 

法律 周兆龍 

冠宸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台灣金融發展協會監事 

台灣舞弊防治暨鑑識協會專業知識及實務委員會委員 

中華民國仲裁人協會仲裁人 

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院校友會理事 

台北市政府法律諮詢律師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審查委員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律師 

台北市大安區、中正區、萬華區 法律諮詢律師 

東吳大學碩士在職專班 科技法律組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 財經法組 

工程法、刑事法、勞動法、民事

法、金融證券期貨、營業秘密

法、財稅金融暨商事法規、非訟

事務、商事法 

法律 林瑤 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人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 

私立東吳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士 

公共工程訴訟與仲裁、工程契

約規劃、公司法令諮詢案件、通

訊傳播、刑事與行政訴訟、家事

法 



法律 紀振清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兼公法研究中心主任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博士 

競爭法、行政法、大眾傳播法、

智慧財產權法、商事法、勞動

法、政府採購法、法律談判學 

法律 范瑞華 萬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士 

神戶大學法學研究科博士課程前期 

民事調解與爭端裁判處理、勞

動爭議及經紀授權合約、保險

理賠爭訟等 

法律 馬惠美 承業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法律研究所碩士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及其

相關子法、政府採購法規、訴訟

及仲裁法規、公司法規、企業併

購、工程、財務、都審及環評各

問題之整合及處理 

法律 張世宏 張世宏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東吳大學法律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博士候選人 
契約法、保齡球、羽球 

法律 張信陽 理信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碩士 
民刑事訴訟、繼承及不動產相

關法律糾紛 

法律 張碧霜 執業會計師 美國底特律大學 MBA及電腦碩士 會計、稅法、審計 

法律 郭清寶 理維國際法律事務所所長/律師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博士 

中山大學企管碩士 

台灣大學法學士 

公司治理、契約、經濟法、併購 

法律 陳月端 國立高雄大學校長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博士 

民商法、政府採購法、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法、仲裁法、醫事

法規及倫理、性別與運動法規 

法律 陳業鑫 

業鑫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局長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碩士 

勞動法、工會法、團體協約法、

棒球、籃球、影劇演藝人員契約

關係 

法律 曾獻賜 

曾獻賜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專利代理人 

曾任士林地方法院法官助理 

政治大學棒球校隊 

中正大學棒球校隊 

政治大學法學士 

中正大學法學碩士(主修勞動法) 

勞工法、棒球、籃球、職業運動

選手契約 

法律 程春益 

萬國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 

政治大學兼任專技副教授 

滙豐(台灣)銀行獨立董事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法學士、法學碩士 
勞動法、個資法、公司法、競爭

法、金融法、陳氏/鄭子太極拳 

法律 黃立 

政治大學法律系榮譽教授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 

曾任政大法律系系主任、法學院院長、講座教授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法學博士 
民事法律、政府採購法、商法、

消費者保護法 

法律 楊大德 有澤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博士 
仲裁法、行政法、勞資爭議、爭

端解決 

法律 葉婉玉 探理法律事務所 律師 成功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 
民事、刑事、家事訴訟及行政訴

訟 

法律 廖慶隆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系教授兼軌道中心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體育設施、運動力學、體操、仲

裁法、採購法 

法律 端木正 精華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Drexel University MBA 公司法 

法律 劉俊霙 正誠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美國美利堅大學華盛頓法學院法學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法學士 

金融證券期貨、財稅金融暨商

事法規、金融證券期貨、電信法 

契約、公共工程、政府採購法、

資訊通訊法、保險、財稅金融暨

商事法規、行政救濟法 

法律 劉陽明 

名陽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上海、深圳國際經濟貿易委員會仲裁員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 

輔仁大學法律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 EMBA商學所 

證券金融、公司治理、企業併購

及投資、刑事辯護 

法律 蔡佩芬 
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暨研究所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 
博士 

國際私法、仲裁法、海商法、跨

國民事與刑事司法互助、消費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法律委員會召集人 者保護、刑法、刑事訴訟法 

法律 蔡東賢 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美國亞太法學院研究 

東吳大學法學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士 

國際貿易法：國際貿易、海商保

險、專利權行使、營業秘密保護

及相關爭端處理、政府契約：政

府採購與調解、勞工：勞資爭

議、職業安全衛生、公平交易：

電子商務、消費爭議處理、民事

爭端處理：訴訟與仲裁 

法律 鄭有為 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博士 
破產法、重整法、公司法、企業

組織法、證券交易法 

法律 盧文祥 律師 

政治大學科管博士 

美國 Franklin Pierce Law School 法學智財碩士 

中興大學法學碩士 

東吳大學比較法學士 

科技法律、網球、羽毛球、桌球、

壘球 

法律 薛銘鴻 

昭信法律事務所所長 

黎明技術學院兼任講師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 

中華不動產仲裁協會仲裁人 

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民事法、刑事法、商事法、公平

交易法、各國職棒制度 

法律 謝定亞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系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博士 球賽丶國際規範、公司法 

法律 謝崇浯 

執業律師 

臺灣高等法院調解委員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 

國立台灣大學化工系、 

世新大學法律研究所 

不動產紛爭解決、涉外事件、民

事及商務訴訟事件 

法律 顏玉明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營建工程法學博士 
國際工程法、政府採購法、促參

法 

體育 巫昌陽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教授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 運動管理 

體育 

法律 
邱玟惠 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 

東吳大學法學博士 

日本筑波大學經營政策研究科碩士 
民事法律 

體育 

法律 
胡博硯 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學博士 行政法 

體育 朱萱 博斯數位頻道專案經理 

Schille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London 

campus)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旅館管理 

媒體 球員經紀 體育行政 

體育 汪國彬 中華民國裁判組國際裁判、器材委員會委員 私立明新工業專科學校機械工程科 
機械工程、鍋爐、運動組織管

理、桌球教練、桌球國際裁判 

體育  郭展宏 自由業（公務員退休） 

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法學士 

義守大學管理碩士 

高雄師範大學生命教育碩士 

一、裁判/教練 (輕艇、健美、鐵

人三項、游泳、田徑、自由車、

角力、橄欖球、足球等) 

二、體育行政 (臺中市政府運動

局科長退休) 

體育 

法律 
曾韋綸 律師 東吳大學大陸法組 

柔術、裁判、訴訟外紛爭解決機

制、法律 

體育 
 

焦佳弘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副秘書長 國立交通大學族群與文化研究所碩士 足球 

體育 

法律 
楊軒廷 宸軒兩岸法律事務所所長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中國大陸法碩士 

兩岸婚姻、親屬、繼承、侵權案

件訴訟等 

體育 劉曜彰 新北市麗園國小教師兼教練 台北市立大學碩士 教練,裁判 

體育 戴淑華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秘書長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運動科學研究所 

國立體育大學國際體育事務研究所 

跆拳道、游泳、運動防護、國際

體育事務、運動裁判 

體育 鄭世忠 國立體育大學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英國諾丁漢大學外科醫學院運動醫學中心博士 

選訓、裁判、教練、訓輔、醫學、

運動醫學、國際事務、運動禁藥

法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