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晴潭 崔松和 敎授 年譜․硏究業績

Ⅰ. 人的事項

姓   名 : 최 송 화 (崔松和,  Song-Wha CHOI)

生年月日: 1941. 6. 27.

本   籍 : 경북 김천

Ⅱ. 學歷

1963. 2   서울大學校 法科大學 

1966. 8   서울大學校 大學院

1998. 8   大邱大學校 大學院 名譽法學博士

Ⅲ. 主要經歷

1971. 1～2006. 8 서울大學校 法科大學 任講師․助敎授․副敎授․敎授

2006. 9～現在    서울大學校 法科大學 名譽敎授

1977∼1978     美國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客員敎授

1977∼1978     美國 Harvard 法科大學 客員敎授 

1996. 2∼1998. 8 서울大學校 副總長

1998. 9∼1998. 11 서울大學校 總長職務代理

2002. 8～2003. 3 서울大學校 評議員  議長

1968∼現在  韓國公法學  員, 理事(1986-92), 總務理事(1992-96), 

副 長(1996-97), 次期 長(1998-99), 長(1999-00), 

顧問(2000-現在)

1977∼現在  韓國環境法學  員, 理事, 常任理事(1986-現在)

1984～現在 韓國行政判例硏究  員, 出版理事(1999-2001), 

副 長(2002-2005), 長(2005-現在)

1989∼現在  韓國行政法理論實務學  顧問

2000～現在  韓國土地補償硏究  副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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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2000  司法試驗, 外務 試. 行政 試, 立法試驗, 軍法務官試驗, 

辨理士試驗, 公認鑑定士試驗 試驗委員 

1985∼2002  內務部․法務部․外務部․警察廳․體育部․文化體育部․

國務總理․ 監査院 行政審判委員  委員

1993～1998  大法院 公職 倫理委員  委員

2001∼2005  憲法裁判所 公職 倫理委員  委員

2002∼2006  大韓辯護士協  辯護士懲戒委員  委員

1983～1984  行政審判法․行政訴訟法 改正案 審議委員 (法務部) 委員

1994∼1996  情報公開法案 審議委員 (總務處) 委員長   

1995∼1996  行政節次法案 審議委員 (總務處) 委員

2002～現在  行政訴訟法 改正委員 (大法院行政處) 委員

2006～現在  알기 쉬운 법령 만들기 원회 원장

1996∼1998  第2期 敎育改革委員  第4 委員  委員長

1998～2000 새敎育共同體委員  大學委員  委員長

1993∼2002  中央土地收用委員  委員

1993∼1997  國土利用計劃審議  委員

1996∼2001  地方自治制度發展委員 (國務總理) 委員

1994～2000  韓國行政硏究院 理事

1995∼1999  自然保護中央協議  理事

2000∼2003  韓國法制硏究院 硏究諮問委員

2002～2005  民主化運動關聯 名譽回復 補償審議委員  委員 

(委員長職務代理 2003.2-3)  

2003. 4. 1∼2005. 6. 30 人文社 硏究 (國務總理傘下) 理事長

2005. 7. 1∼2006. 4. 10. 經濟․人文社 硏究 (國務總理傘下) 理事長

2000∼現在  韓․濠硏究所(Korea-Australasia Research Centre(KAREC),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諮問委員長

2000∼現在  韓國하버드 칭學 (The Harvard-Yenching Visiting 

Scholars Association, Korea) 長

2002∼現在  東아시아行政法學  理事, 理事長(200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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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理事  理事長(現))

2005∼現在 Honorary Chairman,  The Vision Group for Promotion of 

Korean Studies in Southeast Asia 

〈賞 勳〉

1997         서울大學校 勤續30年 表彰 서울大學校 總長    

1998             國民勳章 冬栢章 大統領

Ⅳ. 硏究業績

 1. 單行本

•南北韓 法體制의 比 硏究(共著), 國土統一院, 1972

•行政法 Ⅰ (共著), 1973

•行政法 Ⅱ (共著), 1973

•公益論, 서울大學校 出版部, 2002 (2004 한민국학술원 우수학술도서) 

•法治行政과 公益, 박 사, 2002

•韓國行政判例集 (上)․(中)․(下) (共編), 서울文化社, 1976

•監査院 監査의 發展方向 (共著), 監査院不正防止 策委員 , 1993

•獨逸經濟行政法 (共譯), 法文社, 1996

•부총장의 역할에 한 국제비교 연구, 2002 

•21세기 동북아 문화공동체의 구상(共編著), 法文社, 2004

 2. 硏究 論文 

•法的利益과 反 的利益, 法學 第11卷 2號, 1970

•우리나라 經濟行政法에 한 硏究, 文敎部, 1971

•우리나라 行政委員 制度에 한 硏究, 法學 特別號 2, 1972

•南北關係變化에 비한 國內公法調整方案(共著) 1973

•우리나라 土地行政法에 한 硏究, 法學 第16卷 2號, 1975

•抗告訴訟의 訴의 利益의 範圍에 한 判例, 法學 第17卷 2號, 1976

•法律上 利益과 反 的 利益, 法學 第17卷 2號, 1976

•美國 行政法의 來, 法學 第21卷 1號,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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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行政法의 歷史的 展開, 現代公法의 理論, 學硏社, 1982

•韓國의 立法機構와 立法 , 法學 第25卷 4號, 1984

•合法性監査의 槪念에 한 몇 가지 察, 監査,1984

•法과 政策에 한 硏究, 法學 第26卷 4號, 1985

•環境紛爭調停制度의 開發에 한 硏究, 環境法硏究, 1985

•北韓의 憲法과 統治構造, 北韓槪論, 乙酉文化社, 1990

•北韓法制의 總說, 北韓法制槪要, 法制處, 1991

•南北韓 行政組織의 比 , 陶山學術論叢 1집, 陶山아카데미硏究院, 1991

•地方自治와 監査院의 監査, 監査, 1991. 6

•公權과 反 的 利益, 試界, 第36卷 8號, 1991. 8

•法科大學의 學科體系와 敎科課程의 再檢討, 韓國의 法學敎育 ─反省과 改革, 

法學 第33卷 1號, 1992. 3

•無效등 確認訴訟에서의 訴의 利益, 試界 1993. 1

•行政訴訟制度의 改革, 公法硏究 第22輯 3號, 1994

•現行 行政訴訟法의 問題點, 試界, 第39卷 9號 1994. 9

•行政規制緩和와 裁量權 濫用防止를 한 法制整備方案, 法制硏究 第4號, 韓

國法制硏究院, 1995

•韓國行政法學 50년의 成果와 21世紀的 課題, 法學 第36卷 2號, 1995

•行政法學에 있어서 公 私法 區別論의 思想史的 檢討, 韓國公法의 理論, 195

•서울 학교법 제정에 한 연구(공동연구 책임자), 1996. 2

•學則의 法的 性格과 國家監督, 法學 第37卷 1號, 1996

•行政法上 公益槪念의 展開와 意義, 現代憲法學理論, 1996

•行政處分의 理由附記義務, 行政判例硏究 第3卷, 1996

•敎育改革의 現況과 課題, 公法硏究 第25輯 3號, 1997 

•公共機關의 情報公開에 한 法律의 特色과 內容, 試界, 第42卷 2號 1997.2

•行政裁量의 節次的 統制, 法學 第39卷 2號, 1998. 8

•公益槪念의 法問題化, 法學 第40卷 2號, 1999. 8

•뉴 니엄에 즈음한 韓國公法學의 回顧와 展望, 公法硏究 第28輯 4號 1卷, 2000

•判例에 있어서의 公益, 行政判例硏究 Ⅵ, 2001. 11

•동북아 지식인 교류와 동북아 문화공동체,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