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期 

篇名 作者 

發刊辭 城仲模 

大法官有關保障人身自由之解釋 翁岳生 

日本行政法學之現狀分析 劉宗德 

日本警察關職務執行法之研究（上） 梁添盛 

論行政調查之法的統制 陳景發 

英國特種娛樂營業管理法制初探 洪文玲 

公平交易法上兩罰規定之研究-法人處刑問題 鄭善印 

公害犯罪之成立與組織體責任論 黃嘉烈 

不作為　　　共同正犯　比較．研究（日文） 余振華 

法律與精神醫學 郭壽宏、陳正興 

從精神醫學探討司法精神鑑定責任能力 陳正興、郭壽宏 

強制猥褻罪之猥褻概念 許福生 

暴力犯罪被害者之研究 吳耀宗 

非常上訴制度的探討 陳涵 

誘捕偵查與誘陷抗辯理論 黃朝義 

論公務員之侵權責任-民法第一百八十六條之探討 梁添盛 

日本家族法制度之發展（譯文） 中川淳著.鄧學仁譯

論訴訟案件舉證責任與真實發現原則之法理關係 尹章華 

 第 2 期 

篇名 作者 

淺談違憲審查制度 吳庚主講.陳立祺紀

錄 

規範與事實之間的歧路徬徨 陳愛娥 

論行政作用中之物理行為 李震山 

我國國家賠償法上國家賠償責任之認定 蔡震榮 

警察任務與警察權限 梁添盛 



KTV 業等八大行業管理法制之研究 鄭善印 

中共警察法制之研究 洪文玲 

以德國為例論警察行政程序之理念 陳英淙 

論確保行政上義務履行之手段 黃慧娟 

刑事政策及其相關學科 林東茂 

刑法連續關係問題探討 柯耀程 

論共謀共同正犯 陳子平 

在犯罪實行階段之共同正犯與幫助犯的區別 黃惠婷 

探討妨害公務罪適用上的幾個問題 林裕順 

以國票事件為例-建構流向偵查之概念 林煒翔 

論破產犯罪 蔡明潭 

親屬法之歷史與課題 鄧學仁 

法院拍賣之公信效果 李銀英 

論保全業定型化契約 郭志裕 

 第 3 期 

篇名 作者 

四次修憲的過程與成果 謝瑞智 

提升憲法文化建構法治社會 城仲模 

日本刑法及其理論之發展 川瑞博主講.余振華整

理 

民眾參與的理念與實際-以民眾參與「水庫集水區」的

管理為例- 

陳愛娥 

公營事業人員身分法律規定之研究 蔡震榮 

民主法治國家與集會自由-從言論自由及行政刑罰觀

點探討 

李震山 

情況判決制度 林素鳳 

論行政調查與犯罪偵查 陳景發 

警察之犯罪偵查活動與國家賠償 蔡佩潔 

詐欺罪的財產損害 林東茂 



「觀察勒戒處分執行條例草案」與「戒治處分執行條

例草案」之立法意見書-自比較法觀點以論 

鄭昆山 

經濟犯罪與經濟刑法之基本問題 黃朝義 

性表現自由與刑法散布猥褻物品罪 許福生 

論德國強制罪可非難性條款之判斷範圍 吳耀宗 

高齡社會之成年監護 鄧學仁 

責任法基礎理論 楊佳元 

組織犯罪之經濟分析 李湧清 

第 4 期 

篇名 作者 

日本　刑事立法　刑事政策　新動向 森下  忠 

代議民主體制是民主原則的不完美形式？ 陳愛娥 

德國警察資料保護職權精緻化之探討 許文義 

論訴願程序之證據調查 洪文玲 

日本現行行政訴訟制度之特色與實務概況 林素鳳 

國家賠償暨補償法制之研究-以台灣省警察機關為例- 劉嘉發 

水上警察機關海域管轄分配之研究-以社會秩序維護法

案件與刑法案件為對象 

陳國勝 

警察發佈犯罪偵查新聞之行為與國家賠償 蔡佩潔 

警察人事懲處相關案件之探討與評釋 許義寶 

美國強姦法律改革暨我國修法之省思 許福生 

論違法性之本質 余振華 

論自白在證據法上之相關問題 黃朝義 

DNA 之鑑定與親子關係之確定 鄧學仁 

從法概念的觀點論婚姻與離婚：歷史性的漫遊（譯文） 楊佳元 

美國現行收養法制之研究 彭南元 

日本「吹田市規範基因重組設施管理辦法」之法律問題

（譯文） 

李銀英 

德國成年召護法之解析 李沃實 

  



第 5 期 

篇名 作者 

可容許危險在醫療刑事過失責任中之適用 翁玉榮 

正當防衛論之變遷 余振華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立法之探討 許福生 

刑法新增第一九○條之一之研究 吳耀宗 

白領犯罪的相關法律議題 孟維德 

中共人民檢查院偵查職能之研究 曾正一 

刑事被告在刑事訴訟中之地位及權利義務-以偵查階段為

中心的探討 

陳俊宏 

行政即時強制之研究 林素鳳 

從法規觀點論公務員懲戒（處）制度之理論與實務 許文義/游啟南 

日本警察盤查權限之研究 鄭善印 

日本之新成年監護制度 鄧學仁 

受虐兒童法律上保護措施之探討 黃翠紋 

婚生推定之問題點與解決對案初探-以日本學說之探討為

中心 

高一書 

歐洲資訊管理與資訊法之施行經驗（譯） 蔡震榮 

民主憲法國家中的基本權利（譯） 程明修 

 第 6 期 

篇名 作者 

社會倫理限制理論在正當防衛上之事用可能性-以「原因

違法行為」為中心- 

余振華 

大陸刑事訴訟法之初探（上）-兼與我國刑事訴訟法相比

較 

吳耀宗 

計謀採尿與強制採尿 李錫棟 

消防與行政強制 林素鳳 

論警察對營業場所之檢查權 洪文玲 

論警察攔檢之法規範-以美國警察對行人及汽車攔檢為

例 

蔡庭榕 



從司法改革之趨勢論警檢關係之重新建議 許福生 

論警察命令與行政程序法之施行 許義寶 

森林遊樂區內所生旅遊事故之賠償責任-以民事賠償責

任與國家賠償責任為中心 

鄧學仁 

婚姻暴力抗制策略之省思-強制力介入乎？調解乎？ 黃翠紋 

離婚給付規定沿革之考察 林日東 

人身保險複保險之研究 賴上林 

網路著作權的重製概念、型態及其展望 陳俊宏/呂豐足 

新修正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釋疑 蔡志中/黃建樂 

國際法上管轄權之域外適用 魏靜芬 

不作為犯 蔡震榮 

警察活動之基本觀念～國民對警察之期待與行政關係之

三面性 

田村正博著江玉女譯 

老年安全 彼得.克勞哲/鍾秉正

譯 

 第 7 期 

篇名 作者 

我國親屬之範圍與效果 鄧學仁 

現階段兩案合作共同打擊跨區犯罪模式之研究 曾正一 

日本組織犯罪對策之法律規制 江玉女 

試評大額交易中報制之可行性-兼論洗錢防制法第七條

修正草案 

謝立功/董顯惠 

從單一關係談案件單一性在刑事訴訟上之效果 翁玉榮 

論羈押之限制 黃惠婷/李錫棟 

監聽與違法證據排除 梁世興 

論保全業法上之「行政制裁」與「一事不二罰」 傅美惠 

司法院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有關警察臨檢法制之評釋 蔡達智 

以調解措施處理家庭暴力事件之現況檢討與改進意見-

以法官之意見調查為例 

黃翠紋/鄧學仁 

 第 8 期 



篇名 作者 

論法官獨立及對法官之監督 林燦都 

入出國管理法制之研究 柯雨瑞 

從「情治分立」論移民組織之定位 蔡庭榕 

日本個人資訊保護法制之展望與課題 林素鳳 

國家賠償訴訟上的反射利益論 陳景發 

論附屬刑法之立法裁量 林佳璋 

改善我國短期自由刑之探討 許福生 

犯罪被害人訴訟權利之研究 劉勤章 

犯罪事實同一性在刑事訴訟上之效果 翁玉榮 

論調解離婚 鄧學仁 

美日信託法制運用與高齡化社會對我國之啟示 李沃實 

民事訴訟法修正後關於抗告程序之探討 張耀彩 

電子垃圾郵件相關法律問題之研究 林宜隆 

美國延緩執行死刑之發展 邱俊誠 

 第 9 期 

篇名 作者 

行政警察活動與司法警察活動 梁添盛 

跟監對基本權利之干預 李錫棟 

論盤查之實力行使 陳景發 

指認程序之研究 梁世興 

基因資訊的取得利用與隱私權保障 黃清德 

美、日、德三國網路犯罪相關法制之探討 李崇偉 

美國網路犯罪搜索扣押之案例研究 丁秋玉 

論高齡者財產管理法制 王育慧 

　　　　　利益團體　司法過程 蘇俊斌 

五十年來德國聯邦憲法保護署之公共形象（譯文） 劉建宏 

 第 10 期 



篇名 作者 

論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警察職權行使法第十五條評釋 李震山、李錫棟 

日本現行個人資訊保護法制初探 林素鳳 

論警察攔停與檢查之職權行使 蔡庭榕 

論保全業評鑑制度-以法官評鑑為借鏡 林燦都 

如何建構適合我國國情之保全業法制-兼論我國保全業法之

修法與方向 

傅美惠 

「酒醉而不能安全駕駛罪」的立法形成自由與比例原則的研

究 

陳仟萬 

事實上夫妻之定位及其衍生之法律問題 鄧學仁 

老人保護現況及其改進措施之實證研究-以社工人員之意見

為例 

鄧學仁、黃翠紋 

保全業者與管理服務業者執行社區管理維護衍生問題之研

究 

古振暉 

 第 11 期 

篇名 作者 

The Supreme Court and Public in the United States 蘇俊斌 

行政程序之陳述意見應用於集會遊行法之探討 陳英淙 

論行政罰法在警察法制之地位與執法之影響 蔡庭榕 

評析刑法新修正之公務員概念 吳耀宗 

線民之遴用及其在刑事證據上之問題 李錫棟 

雙方不法原因給付不當得利返還問題之探討 李沃實 

 第 12 期 

篇名 作者 

人群基因資料庫之建置-「告知後同意」原則之檢討- 林孟玲 

我國與日本資訊公開法制之比較 林素鳳 

從憲法觀點論司法警察之定位--兼論軍人具司法警察身分之

執法問題 
蔡庭榕 

從身分犯的本質檢視刑法第三十一條身分犯共同正犯－以國 游明得 



內現況評析為主 

鑑定人在刑事訴訟程序的角色與權利義務 吳耀宗 

仲裁判斷書未附理由之撤銷仲裁判斷事由-兼評釋字第五九一

號解釋 
陳清雲 

司法警察身體採證行為 梁世興 

執行搜索之必要措施 李錫棟 

論保全服務契約 林燦都 

第 13 期 

篇名 作者 

The Guarantee of Right of People in Choosing Public Offici

in the Japanese Constitution 
蘇俊斌 

我國與日本災害應變法制之比較研究 

林素鳳  

陳景發 

論假釋處分之撤銷與救濟--評最高行政法院 93 年 2 月庭長法

官聯席會議決議 
林順昌 

策略聯盟可能涉及之法律問題探討 張格明  

各國保全人員從業資格之比較 呂秉翰  

成年監護之意思能力 高一書 

英國二ΟΟ五年意思能力法之概述 李沃實 

 第 14 期 

篇名 作者 

監視錄影系統法規範之研究 蔡庭榕、

許義寶、

梁世興 

論我國資訊公開紛爭解決機制 梁學政 



概述 2007 年日本更生保護法-整合式觀護法制的全方位檢討 林順昌 

自動測速照相之相關法律問題-以基本權利干預及其界限為中

心 

李錫棟 

同性婚者在我國身分法中應有之地位 李沃實 

 第 15 期 

篇名 作者 

行政立法行為之意義與類型初探 郭德厚 

論行政違規調查與裁處之進程及權限分配-以社會秩序維護法之

罰鍰處分為例 
蔡庭榕 

德國行政法上損失補償與損害賠償之劃分與競合問題-兼論我國

最高行政法院 92 年判字第 1709 號判決 
王服清 

論交通標誌標線之法律性質及其爭訟程序 林素鳳 

審判公開與營業秘密 林燦都 

日本「裁判員制度」新制下之刑事司法改革 林裕順 

情報機關通訊監察權之研究-德國法之啟示 周治平 

英國二ΟΟ五年意思能力法之概述 李沃實 

 第 16 期 

篇名 作者 

中國大陸勞動合同法實施對台商投資行為之影響 林俊宏、李秀貞 

「修復式司法」正名的論辯與實踐-以觀護法制的改革為

核心 

林順昌 

論道路交通違規事件之「舉發」與「處罰」 陳景發 

情報公開をめぐる争訟制度—日台の比較を通じて— 林素鳳 

大法官果能廓清「一行為不二罰」的真貌？ 呂秉翰 

日本任意監護法制暨其運用上衍生問題 李沃實 

第 17 期 

篇名 作者 



言論自由與名譽保護之研究 黃國益 

日本永久居留權之取得及其衍生問題之研究 許義寶 

論釋字 662 號與刑法第 41 條之修正論易服社會勞動之建構 林順昌 

論我國法官之選任制度及其改革 林燦都 

第 18 期 

篇名 作者 

前科素行註銷制度的原則與重要概念 盧艾雯 

論行政法上違規停車拖吊行為之相關問題 王服清 

警察利用衛星定位系統跟監追蹤與基本人權保障之研究 黃清德 

美國行動電話定位追蹤法規範研究 黃政龍 

兩岸收養法制之比較評析與衝突解決之研究 林益山 

第 19 期 

篇名 作者 

生存權作為社會保險制度基礎之司法建構 徐良維 

外國人個人資料保護與國家蒐集利用之法律問題研究 許義寶 

從歐盟法探討歐洲監察使之職權範圍及從判例分析其定位 李鳳英 

海盜罪之研究 林志勇 

我國羈押原因與目的之探討 許揚成 

第 20 期 

篇名 作者 

以社會復歸觀點反思前科紀錄限制基本權之妥適性-從釋字

第五八四號解釋談起 

林儹紘 

外國人收容之法律研究 陳鏡華、陳育晏

社會秩序維護法修正評析-以警察任務競合為中心 王欽源、傅美惠

社會秩序維護法立法缺失及爭議問題之研究 蔡庭榕、簡建章

釋字第 666 號解釋與性交易合法化問題之研析 林俊廷 

正當法律程序下指定辯護制度之實踐 莊杏茹 

第 21 期 



篇名 作者 

教育資訊公開行政爭訟事件之回顧與前瞻 梁學政 

由法治國概念探討憲法法治國原則之內涵 陳英淙 

論欠稅與擋關之法律關係 盧世寧 

從人權保障觀點論百年來臺灣警察法制之遞嬗 蔡庭榕 

日本行政訴訟法制之特色與實務現況 林素鳳 

第 22 期 

篇名 作者 

保全業法第 10 條之 1修正評析 傅美惠 

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制範圍與適用原則之研究 許義寶 

論警察事前防衛射擊 陳景發 

司法警察強制採尿行為 梁世興 

共同犯罪之證明-以共犯共同被告知供述為中心 李錫棟 

第 23 期 

篇名 作者 

警察依法使用槍械致第三人損害之國家責任 李錫棟 

論法益保護前置 徐久生 

探討警察用槍之法規範要件的邏輯性 陳英淙 

論當前刑事政策下的施用毒品者-以我國的刑罰規則為中心 林儹紘 

中國大陸社區矯正的簡要歷史和發展概況 吳宗憲 

論法律與事實-法律意義共享理論之協商 郭德厚 

第 24 期 

篇名 作者 

判例與決議統一法律見解之功能-從比較法觀點論起 黃朝義 

量刑論辯構想的司辯 柯耀程 

論傳統習慣國際法之國際刑事管轄（上） 陳荔彤 

關於日本之基本法 林素鳳 

性刑法防治兒童及少年性侵害之修法研究 黃惠婷 

論刑事訴訟程序限制出境之合理性與公正性 謝志鴻 

論刑事程序之限制出境 王乃彥 



權利車交易法律關係之探討-兼論車輛移置保管與發還民事法

律問題 

吳家慶 

論警察分局長之指定權限-以指定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臨檢

為中心 

陳景發 

論攜帶經公告查禁器械行為之處罰 陳景發 

論主觀違法要素與實質違法性之評價 蔡孟兼 

第 25 期 

篇名 作者 

實務上有關販賣罪見解之變更 花滿堂 

論傳統習慣國際法之國際刑事管轄（下） 陳荔彤 

羈押審查之範圍及其具體考慮之因素 李錫棟 

我國社會秩序維護法存廢之探討 傅美惠 

論取締酒駕全面攔檢之法律根據 陳景發 

刑罰正當化根據的歷史演變及未來走向 何群 

夜間偵訊容許性之探討 梁世興 

初探法律知識-知識論作為反思基礎 郭德厚 

內部軍事勤務關係之國賠責任探討 張哲瑋 

第 26 期 

篇名 作者 

通聯記錄調取與另案監聽修法評析 黃朝義 

正当防衛における侵害の終了時期 明照博章 

日本的社會內處遇及法制探討 周慶東 

大陸地區社區矯正制度的司法實踐-以審前社會調查報告為中

心 

何群、吳志華 

我國社會秩序維護法語大陸地區治安管理處罰法之比較研析 傅美惠 

論未遂犯之危險概念 蔡孟兼 

第 27 期 

篇名 作者 

日本行政不服審查法 林素鳳 

兩岸城市管理組織任務與權限之比較-以流動攤販管理為例 蔡庭榕 



警察與一般行政機關管轄權界限之探討-以警察與社政機關處

置遊民為例 

陳正根 

大陸地區刑罰理論的發展趨勢 何群 

日本自衛隊任務派遣之研究-以警察權行使為中心 范聖孟 

淺論積極責任原則的困境 曾思堯 

無令狀搜索 許揚成 

 

第 28 期 

 

第 29 期 

篇名 作者 

警察用槍規範與審查機制-兼論其他警械使用 黃朝義 

不實廣告與刑罰的適用界限 王乃彥 

歐洲跨國/跨境情報資訊交換與個人資訊保護要項-以警察情

境交換為中心 

周慶東 

論「法定」職務權限與賄賂罪中「職務行為」的關聯性 林朝雲 

從台南府會爭議事件的亮票行為觀察刑法上洩漏國防以外秘

密之行為要件 

賴俊宏 

第 30 期 

篇名 作者 

日本公務機關對於個人資料之目的外利用與提供---從實務案 林素鳳 

篇名 作者 

日本刑事司法互助之物件交付-以搜索扣押為中心 李錫棟 

言論自由限制之憲法爭議-以美國罪高法院有關抗議墮胎緩衝

區之判決為探討核心 

許炳華 

從遊戲橘子併購案論事業結合之規範-以公平交易法為核心 楊麗娜 

從警察執勤被訴民事賠償案論國家賠償責任之性質 蔡佩潔 

警犬於刑事訴訟程序之運用 梁世興 

警校性騷擾事件之法律適用與相關實務問題研析 謝長志 



例出發 

超實定法之不法實務—以納粹司法與 E. Wolf 之「正法」為中

心 

李錫棟、許義

寶 

因果關係 Kausalität 周慶東 

刑法在風險社會的課題 黃國瑞 

日本之醫療過失與刑事責任 賴勇佢 

論應考人作為妨害考試罪行為主體之適格性 林柏仰 

第 31 期 

篇名 作者 

日本行政機關之個人資訊保護--以日本行政機關個人情報保

護法為中心 

林素鳳 

死刑之量處基準—以殺人罪為例 李錫棟 

論警察應勤裝備器材之攜帶使用的法問題 陳景發 

直接審理問題之探討—雖非口說無憑？那見聞即為真？！ 陳靜隆 

日本法院對警備公安情報收集立場之分析 周治平 

第 32 期 

篇名 作者 

請求外國協助訊問筆錄之機制—以日本為例 李錫棟 

論吸毒人員的心理特徵與防治對策─以明星吸毒現象為視角 江玉女、周蓓 

德國長照法制的調控及監督發展 陸敏清 

兩岸著作權刑事責任比較：以點對點網路平台為中心 宋俊賢 

自白之取得程序與任意性判斷 梁世興 

青少年網路恐怖主義及其防治研究 李江 

第 33 期 

篇名 作者 

金字塔型訴訟制度 黃朝義 

警察任務之比較法觀察 洪文玲 

我國警察任務規範之探討--以任務競合與警察法修正為核心 陳正根 

警察預防性制壓犯罪之任務與職權 李錫棟 

整建我國保全業管理法制之芻議—以日本法為借鏡 呂美嫺 



第 34 期 

篇名 作者 

論國家賠償法上之違法性-以公權力行使致第三人受害之違法

性為中心 

劉昌元 

論杯葛行為之合意屬性 何晴 

論警察保護私權之任務與其界限 許義寶 

論警察之犯罪偵查任務-臺灣與德國法制之比較研究 潘怡宏 

論集會遊行「禁制區」 陳景發 

第 35 期 

篇名 作者 

論修復式司法與在臺灣之實踐 許福生 

網路通訊資料保障與網路通訊監察-以取得過去已結束通訊內

容為主 

黃朝義 

與危險相關之故意判斷基準-兼論危險故意 周慶東 

過失侵權行為致第三人「休克損害」之美國法比較研究 陳宗駿 

從風險社會窺探刑法毀謗罪性質 許鐽騰 

私人行車紀錄器畫面作為舉發交通違規適法性之探討 謝志忠 

第 36 期 

篇名 作者 

捜査権に関する権限分配─日本の変遷を中心に 明照博章著/

李錫棟譯 

論警察犯罪被害人保護體系之建置-以司改國是會議決議為中

心 

許福生 

論兩岸刑事司法互助與人權保護 許光 

以危險防止與犯罪偵查為中心 李憲人 

刑事偵查程序中基本權干預處分之監督與救濟-以設置專庭及

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之閱卷制度為例 

朱志平 

護理人員之業務權限與違反醫師法第 28 條界限之析探 謝志忠 

 



第 37 期 

篇名 作者 

日本の薬物事犯取締に関する法制度－覚せい剤取締の歴

史的経緯を中心に 

明照博章 

運用科技設備監控在性侵害犯司法處遇之探討 許福生 

科學證據容許性(證據能力) 黃朝義 

軍事審判之現況與展望 翁魁隆、李瑞典 

我國毒品防制之法政策發展 

-兼論歷次修法內容與毒品施用政策 

胡耀仁 

第 38 期 

篇名 作者 

法解釈学と法規範形成の関係 明照博章 

員警執行職務使用槍械致拒捕通緝犯致死案之評析 許福生 

刑事政策回顧與展望 黃朝義 

勞動基準法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相關法律問題探討 阮瑞章 

第 39 期 

篇名 作者 

刑事政策刑罰論 黃朝義 

員警執行搜索扣押之合法性界限—評桃園地方法院 109 年審

訴緝字第 5號刑事判決 

許福生 

日本法上意思形成過程資訊之限制公開 林素鳳 

論集會遊行之準則許可制與實質報備制 陳景發 

援引法律經濟分析探討死刑制度存廢之爭議 林金龍 

 

 



第 40 期 

篇名 作者 

警察查證身分職權之研究---以警察職權行使法第6條至第8條

規定為中心 

蔡庭榕 

從日本公安委員會制度論我國警察政治中立性之確保 陳景發 

歐洲警察合作措施之探討 王得志 

網購即運輸？跑腿成毒梟？-論運輸毒品罪之「運輸」 蕭文儒 

勞工概念之從屬性判斷基準──以我國實務見解之考察為中心 吳哲毅 

第 41 期 

篇名 作者 

檢察司法與警察地位的弱化 黃朝義 

外國人之居留自由 李錫棟 

肇事逃逸罪之交通事故歸咎問題─對釋字 777 號與新修法提出

質疑 

許澤天 

社維法散布謠言之處罰與言論自由之界限──新北地方法院三

重簡易庭 109 年度重秩字第 149 號刑事裁定評析── 

陳景發 

第 42 期 

篇名 作者 

國民法官法要點剖析 黃朝義 

員警執行巡邏勤務中盤查人車及取締酒駕案例之評析 許福生 

駭客、炸彈客與內線交易 江朝聖 

刑法聚眾妨害秩序罪的解釋定義-聚焦於若干重要實務案例 陳德池 

兩岸「查緝仿冒」相關刑事法制之研究－以「偽劣金門高粱酒」

為對象 

洪俊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