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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選輯／文獻動態

最新文獻資訊（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序） 

以下資訊收錄至月旦法學知識庫，歡迎上網檢索（www.lawdata.com.tw）。 

 基礎法學類  

許耀明，  法理學文獻選讀：一個或多個自然法？，月旦法學教室，109期，2011年11月，

97-106頁。  

陳惠馨，  創新與實踐⎯⎯臺灣法學教育的改變嘗試（二○○七至二○一一年），月旦法學

雜誌，2011年11月，198期，83-101頁。  

 公法學類  

吳志光，  軍事審判官是憲法上的法官嗎？，月旦法學教室，109期，2011年11月，6-8頁。 

吳信華，  憲法訴訟綜合研習⎯⎯釋憲程序的審理：第二講   大法官釋憲程序的法律規範

與「程序自主權」，月旦法學教室，109期，2011年11月，77-87頁。  

李念祖，  忽略資訊自由的警告性解釋，月旦裁判時報，11期，2011年10月，69-76頁。  

李惠宗，  嘻，異哉，所謂「丙等考績」非行政處分！⎯⎯保訓會九十九年度公申決字第○

二六一號再申訴決定書及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九年度訴字第二二三六號判決

評釋，月旦裁判時報，11期，2011年10月，5-18頁。  

周佳宥，  台灣災害防救法之過去、現在與未來，法令月刊，62卷10期，2011年10月，103-114

頁。  

林三欽，  違法授益行政處分受益人之信賴保護⎯⎯以金錢或可分物給付之授益行政處分

為中心，中研院法學期刊，9期，2011年9月，1-48頁。  

林炫秋，  瑞士部分工時勞動契約法制及其對我國的啟示，政大法學評論，122期，2011年

8月，297-3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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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岳宏，  台灣不當勞動行為之實體與程序規範，台灣法學雜誌，184期，2011年9月15日，

5-22頁。  

施品安，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配套規範之研擬歷程，科技法律透析，23卷9期，2011年9

月，9-14頁。  

洪大植，  我國公平交易法是否需要引進寬恕政策的幾項思考，全國律師，15卷9期，2011

年9月，48-69頁。  

洪家殷，  行政調查與舉證責任，台灣法學雜誌，184期，2011年9月15日，82-86頁。  

范文清，  非自用房屋交易所得從實課徵，月旦法學教室，109期，2011年11月，88-96頁。 

范文清，  滞報金之性質與消滅時效／最高行98判978，台灣法學雜誌，184期，2011年9月

15日，186-192頁。  

孫世昌，  國際間科學專家利益衝突管理規範趨向⎯⎯以美、歐藥品審查機構科學諮詢委員

會專家利益衝突解決政策與機制為例，科技法律透析，23卷9期，2011年9月，

40-61頁。  

孫迺翊，  再探視障按摩保留條款之合憲性⎯⎯大法官釋字第六四九號解釋的法事實與法

釋義，中研院法學期刊，9期，2011年9月，49-128頁。  

郭欽銘，  評析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20號解釋後宜落實立法免生法適用上之爭議，華岡法

粹，49期，2011年3月，43-84頁。  

陳正根，  警察資訊作用之正確性⎯⎯評高雄高等行政法院九十八年度訴字第六○九號及

九十九年度訴字第三一二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2011年11月，198期，213-232

頁。  

黃怡碧、  黃嵩立，菸品無裝飾包裝之合憲性探討，法學新論，32期，2011年10月，141-166

頁。  

黃奕超，  量能原則在德國之歷史發展⎯⎯兼論我國相關之學說及實務見解（上），司法周

刊，1559期，2011年9月8日，2-3版。  

黃奕超，  量能原則在德國之歷史發展⎯⎯兼論我國相關之學說及實務見解（下），司法周

刊，1560期，2011年9月16日，2-3版。  

廖福特，  從歐洲人權法院Storck及Buck判決看其對德國法院之衝擊⎯⎯私生活及住家隱

私權之論辯，歐美研究，41卷3期，2011年9月，763-800頁。  

劉文仕，  社維法不當跟追處罰條款合憲！，月旦裁判時報，11期，2011年10月，77-87頁。 

蕭文生，  不服大學指考成績之救濟，月旦法學教室，109期，2011年11月，9-11頁。  

賴恆盈，  告別特別權力關係（下）⎯⎯兼評大法官釋字第六八四號解釋，月旦法學雜誌，

2011年11月，198期，174-1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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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法學類  

吳光明，  物權行為理論之探討，月旦法學雜誌，2011年11月，198期，5-22頁。  

吳光陸，  金錢請求權執行事件之管轄競合，高雄律師會訊，12屆100-9期，2011年9月，11-13

頁。  

吳俊穎、  賴惠蓁、陳榮基，醫療糾紛重複鑑定之實證研究，月旦法學雜誌，2011年11月，

198期，155-173頁。  

吳珮君，  論空間權之法理⎯⎯以大陸物權法有關空間權之立法為中心，銘傳大學法學論

叢，15期，2011年6月，81-124頁。  

吳瑾瑜，  抵押權標的物之範圍與拍賣標的物之擴張⎯⎯最高法院一百年度台上字第四號

民事判決評析，月旦裁判時報，11期，2011年10月，19-26頁。  

林秀雄，  債權人繼承債務人時之遺產分割，月旦法學教室，109期，2011年11月，12-14

頁。  

林誠二，  論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之責任性質，台灣法學雜誌，185期，2011年10月1日，

127-132頁。  

姜世明，  不當得利請求權無法律上原因要件之舉證責任分配⎯⎯著重於實務發展近況介

紹兼評最高法院96年度台上2362號及98年度台上字1219號民事判決，台灣法學

雜誌，185期，2011年10月1日，27-36頁。  

姜炳俊，  請求履行分割協議之聲明，月旦法學教室，109期，2011年11月，18-20頁。  

姚志明，  承攬瑕疵損害賠償與不完全給付於最高法院判決發展之軌跡，月旦法學雜誌，

2011年11月，198期，23-39頁。  

唐敏寶，  承認外國民事判決之審查主義與審查原則⎯⎯兼評最高法院100年度台上字第

552號民事判決暨歷審判決，法令月刊，62卷10期，2011年10月，35-70頁。  

陳文霜，  家事調解二、三事，司法周刊，1560期，2011年9月16日，3版。  

陳洸岳，  配偶及未成年子女對通姦行為相對人之慰撫金請求，台灣法學雜誌，184期，2011

年9月15日，87-92頁。  

黃國昌，  新民事訴訟法連載：第五講   第三審上訴（下），月旦法學教室，109期，2011

年11月，42-51頁。  

劉玉中，  日本民事訴訟上關於「獨立當事人參加」訴訟之進展⎯⎯以其訴訟架構為中心，

銘傳大學法學論叢，15期，2011年6月，47-80頁。  

劉明生，  辯論主義與協同主義之研究⎯⎯以德國法為中心，政大法學評論，122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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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8月，1-82頁。  

劉昭辰，  不當得利的基本法理，月旦法學雜誌，2011年11月，198期，40-56頁。  

潘雅惠，  法官的困境與解決方法的尋繹⎯⎯以辦理民事保護令事件為核心的探討（上），

司法周刊，1561期，2011年9月22日，2-3版。  

謝哲勝，  抵押權所擔保債權的範圍，月旦法學教室，109期，2011年11月，15-17頁。  

商事法與財經法學類  

李素華，  專利權讓與之給付義務與權利瑕疵擔保⎯⎯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五年度上字第一

○三二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11期，2011年10月，47-57頁。  

洪秀芬，  公司經理人之認定標準，月旦法學教室，109期，2011年11月，21-23頁。  

張本德，  大法官釋字687號衝擊租稅公平，稅務旬刊，2158期，2011年9月10日，20-23頁。 

梁宇賢，  票據法：第六講   票據之消滅時效與票據之利益償還請求權，月旦法學教室，

109期，2011年11月，64-76頁。  

郭大維，  論董事報酬決定機制之建構⎯⎯從最高法院九十八年度台上字第九三五號民事

判決談起，月旦法學雜誌，2011年11月，198期，191-212頁。  

陳彥良，  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責任可否用章程或股東會決議加以限縮，月旦法學教室，

109期，2011年11月，24-26頁。  

陳彥良，  董事義務責任的解構與建構⎯⎯德國法制之借鏡，月旦法學雜誌，2011年11月，

198期，124-154頁。  

廖大穎，  限縮股東表決權迴避行使之適用範圍⎯⎯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三年度上字第九二

八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11期，2011年10月，35-46頁。  

廖大穎，  證券交易法系列講座：第二講   證券市場與資金流通的平台，月旦法學教室，

109期，2011年11月，52-63頁。  

 刑事法學類  

Wolfgang Frisch著、蔡聖偉  譯，客觀之結果歸責：客觀結果歸責理論的發展、基本路線

及未決之問題，法學新論，32期，2011年10月，1-44頁。  

甘添貴、  靳宗立，證券交易犯罪之探討⎯⎯以強制公開收購刑事規制為中心，月旦法學雜

誌，2011年11月，198期，57-82頁。  

李莉苓，防治家庭暴力處遇計畫之研究⎯⎯以美國加州為例，法學叢刊，56卷3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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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7月，107-136頁。  

李榮耕，  準備程序與強制辯護，月旦法學教室，109期，2011年11月，36-38頁。  

李錫棟，  日本法上賄賂罪職務行為之研究，法學叢刊，56卷3期，2011年7月，17-64頁。  

周慶東，  貪瀆罪中的職務行為意義⎯⎯德國刑法上的觀點，法學叢刊，56卷3期，2011年7

月，1-16頁。  

林志潔，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判決與內線交易內部人定義之發展⎯⎯以O’Hagan案為核

心，歐美研究，41卷3期，2011年9月，849-883頁。  

林裕順，  性侵犯罪「科技監控法制」檢討與前瞻，法令月刊，62卷10期，2011年10月，

89-102頁。  

張升星，  檢察官「司法外陳述」⎯⎯以美國法為重心，法學新論，32期，2011年10月，73-108

頁。  

張瑋心、  邱炫綿，龍布羅梭「天生犯罪人說」之再探與評析，警學叢刊，42卷2期，2011

年9、10月，63-78頁。  

張麗卿、  韓政道，醫療自主與生命抉擇⎯⎯從「姊姊的守護者」談起，月旦法學雜誌，2011

年11月，198期，40-56頁。  

許恒達，  資訊安全的社會信賴與刑法第三五九條的保護法益⎯⎯評士林地方法院九十九

年度訴字第一二二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2011年11月，198期，233-249頁。  

許澤天，  同舟食人，月旦法學教室，109期，2011年11月，30-32頁。  

許澤天，  過失結果犯構成要件的論證，台灣法學雜誌，185期，2011年10月1日，133-136

頁。  

郭豫珍，  審判不公？超法規因素對法官量刑的影響，全國律師，15卷9期，2011年9月，

70-84頁。  

郭麗娟，  關鍵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錄表，法務通訊，2561期，2011年9月15日，6版。  

陳通和，  論偵查法學之範疇⎯⎯以警察犯罪偵查作為為核心，中央警察大學學報，48期，

2011年6月，283-310頁。  

陳慧娟、  黃惠婷、林子瑋、張澤銘，大法官會議釋字第669號探討氣動式槍枝之適法性，

警學叢刊，42卷2期，2011年9、10月，49-62頁。  

黃朝義，  刑事二審上訴具體理由記載與被告權利保障，中央警察大學學報，48期，2011

年6月，261-282頁。  

劉幸義，  由一般法律學說到刑法構成要件⎯⎯概念與分類概述，台灣法學雜誌，185期，

2011年10月1日，45-51頁。  

蔡聖偉，  不同等級毒品間的客體錯誤⎯⎯評最高法院九十九年度台上字第二四一九號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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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11期，2011年10月，58-68頁。  

蔡銘書，  關於賄賂罪職務行為之最高法院裁判動向，法學叢刊，56卷3期，2011年7月，

65-106頁。  

盧宥霖，  監造人與刑法上監工人之辨異，司法周刊，1558期，2011年9月1日，2-3版。  

盧映潔，  好心呼雷親，月旦法學教室，109期，2011年11月，27-29頁。  

謝開平，  中止未遂⎯⎯己意，月旦法學教室，109期，2011年11月，33-35頁。  

 國際法學類  

江姿瑩，  默示接受程序於國際海事立法之運用，法令月刊，62卷10期，2011年10月，115-141

頁。  

李開遠，  美國「移民及國籍法」有關國籍取得、放棄及雙重國籍法律問題之研究──兼

評前立委李慶安被控雙重國籍擔任公職案，銘傳大學法學論叢，15期，2011年6

月，125-152頁。  

林恩瑋，  國際私法上外國懲罰性賠償金判決之承認⎯⎯以臺灣實務裁判為中心，法學叢

刊，56卷3期，2011年7月，137-160頁。  

林益山，  電腦網路侵權行為之準據法，台灣法學雜誌，184期，2011年9月15日，93-98頁。 

翁燕菁，  私人與家庭生活的歐洲共識與善良風俗⎯⎯《歐洲人權公約》體系求同存異之

道，中研院法學期刊，9期，2011年9月，179-270頁。  

許耀明，  國際法院判決之解釋與暫時措施裁定之要件與效力──二○一一年七月十八日

國際法院關於一九六二年普里維哈古寺案（柬埔寨訴泰國）判決解釋案之暫時

措施裁定評釋，裁判時報，11期，2011年10月，27-34頁。  

黃居正，  諾 特 邦 案 ： 國 籍 的 意 義 、 得 喪 與 承 認 Nottebohm Case （ Liechtenstein v. 

Guatemala） , ICJ Reports, 1955, p.4，台灣法學雜誌，185期，2011年10月1日，

37-44頁。  

鄧衍森，  承認之國際法意義⎯⎯以利比亞國家過渡委員會為例，月旦法學教室，109期，

2011年11月，39-41頁。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