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書名 索書號 系所

王志文 國際法與兩岸法律問題論集 / 王志文[著]. 579.07 1040 法律系

王志文 國際公法論集 = Essaysen international law / 王志文著 579.07 1040-1  法律系

王志文 海域油氣探採之法律觀 / 王志文著. 579.14 1040 法律系

王志文 海洋法之硏究 / 張寶樹著. 579.14 1134 法律系

王志文 商事法. 保險法、海商法篇 / 王志文著. 587 1040 法律系

王寶輝 購屋法律常識 / 王寶輝等著. 441.51 1039 (密集) 財經組

王寶輝 司法造法之本質及其實踐 / 王寶輝著 589.07 1039 財經組

何連國 中國大陸專利法 / 何連國著 440.61 2136-1(去向不明) 法律系

何連國 商標法規及實務 / 何連國著 492.5023 2136-1 (73) 法律系

何連國 中國大陸商標法 / 何連國著 587.3 2136   法律系

吳威志 商事法 / 吳威志等編著. 587 2654 財經組

吳朝彥 旅遊休閒的法律智慧 / 吳朝彥,陳怡全,蘇錦霞著. 992.1 2640 法律系

李伸一 消費者保護法論 / 李伸一著. 548.39 4021-1  (密集) 法律碩

李伸一 監察權之理論與實務 / 李伸一著. 573.8 4021 法律碩

李伸一 因為有好心 : 一位平民律師的幸福密碼 / 李伸一著. 783.3886 4021 法律碩

李復甸 蔣中正先生與中國之現代化 / 李復甸,朱言明著. 005.32 4022.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大陸外商投資法令要點及合同範例 / 李復甸著. 553.4 4022.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貨櫃運送之法律問題 / 李復甸著. 557.13 4022.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中共外人投資法令之硏究 / 李復甸著. 563.51 4022.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呆商.台商 : 大陸熱談投資 / 李復甸編著. 563.51 4022-1.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瞭解大陸臺商權益保障. 投資篇 / 李復甸作. 563.52 4022.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抗衡當道 : 衛護人權與改革司法 / 李復甸著. 579.2707 4022.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法學槪論 / 李復甸,劉振鯤著. 580 4022 (92)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中共經濟合同法之硏究 / 李光燾,李復甸合著. 584.31 4094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海上貨物運送公約釋論 / 李復甸著. 587.6 4022.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智慧財產權導論 / 李復甸,鄭中人作. 588.34 4022. 法律系、三研所

林順益 最新洗錢防制法實用 / 林順益, 邱錦添著 561.2 4428 法律系?

花滿堂 刑事訴訟法爭議問題研究 / 花滿堂著 586.2 4439 財經組、法律碩

耿雲卿 民生哲學的法律思想 / 耿雲卿著. 005.129 1917. 法律碩、三研博

耿雲卿 先秦法律思想與自然法 / 耿雲卿著. 580.12 1917 (92) 法律碩、三研博

耿雲卿 中華民國憲法論 / 耿雲卿著. 581.2 1917.  (密集) 法律碩、三研博

耿雲卿 侵權行為之硏究 / 耿雲卿著. 584 1917   (密集) 法律碩、三研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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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雲卿 實用強制執行法 / 耿雲卿著. 586.89 1917-1 v.1-2 法律碩、三研博

耿雲卿 破產法釋義 / 耿雲卿著. 587.81 1917. 法律碩、三研博

耿雲卿 國家安全工作重要法令槪論 / 耿雲卿著. 599.7 1917 v.1-3 法律碩、三研博

張東亮 劃時代之國際法 : 漢堡規則論 / 張東亮著. 579.97 1150 法律系、法律碩

張東亮 <新編>民法槪要 / 張東亮等著. 584 1150  (密集) 法律系、法律碩

張熙懷 臺灣最高法院刑事裁判年鑑. 2016 / 張熙懷編著 586.5 1179 (2016)  財經組

張熙懷 臺灣最高法院刑事裁判年鑑. 2016 / 張熙懷編著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

.jsp?id=117033
財經組

許政賢 民事法學之比較與會通 / 許政賢著 584.07 0817-2 法律系、法律碩

許政賢 民事法學與司法制度 / 許政賢著 584.07 0817 法律系、法律碩

許政賢 兩岸民事法學會通之道 / 許政賢等合著 584.07 0817-1 法律系、法律碩

陳健民 大陸企業所得稅法要義 / 陳健民著 採購中 法律碩

陳健民 大陸刑法總則要論 / 陳健民著 採購中 法律碩

陳健民 大陸物權法要義 / 陳健民著 採購中 法律碩

彭心儀 WTO服務貿易與通訊科技法律 / 彭心儀著. 558.2 4232 法律系

彭心儀
台灣在WTO規範下之經貿新頁 : 國際經貿法學發展硏討會. 第一屆 / 彭心儀

等合著 ; 楊光華主編.
558.607 6727 v.1-3 法律系

焦仁和 商品責任之比較硏究 / 焦仁和著. 551.85 2022. (密集) 法律系

黃忠成 海軍與國際海洋法 / 黃忠成著. 579.14 4455 法學組

黃忠成 海軍與海洋法論文集 / 黃忠成著 579.14 4455-1  法學組

楊奕華 法律人本主義 : 法理學硏究詮論 / 楊奕華著. 580.1 4604 法律系

楊奕華 問法為何物 : 人本法學導論 / 楊奕華著 580.1 4604-1 法律系

楊偉文 新公平交易法 / 楊偉文,胡浩叡著. 553.42 4620 財經組

楊偉文 金融控股公司法 / 楊偉文,張世宏,胡浩叡合著. 561.2 4620 財經組

楊偉文 商事法. 公司法篇 / 楊偉文,楊德庸著. 587.2 4620 財經組

劉振鯤 法學槪論 / 劉振鯤著 580 7252 (107) 財經組、中山博

劉振鯤 保險法 / 劉振鯤著 587.5 7252-1 財經組、中山博

劉振鯤 圖解刑法入門 / 劉振鯤著 585 7252 (107) 財經組、中山博

劉振鯤 圖解保險法入門 / 劉振鯤著 587.5 7252 (107) 財經組、中山博

劉振鯤 實用民法槪要 / 劉振鯤著 584 7252 (107) 財經組、中山博

劉順達 你好嗎?我是朴槿惠 : 韓國最美麗的力量 真心真愛真幸福 / 劉順達著 783.28 4345-3 民族碩

劉順達 英文幽默笑話 : 外交100分 / 劉順達編著. 805.18 7223  民族碩

劉順達 介壽路二號的燈光永不熄滅 : 一個年輕外交人員之熱情與苦惱 / 劉順達作. 855 72231  民族碩
第 2 頁，共 3 頁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7033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7033


作者 書名 索書號 系所

劉順達 外交部與歪交部 [電子資源] : 外交小兵外交事件簿 / 劉順達作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

.jsp?id=143739
民族碩

戴銘昇 商業會計法 495.2 4386 (108) 法律系

戴銘昇 記帳士法典 495.2 4386-1 法律系

戴銘昇 證券交易法物語(一)(二)(三) 563.51 4386 v.1-v.3 法律系

戴銘昇 臺灣證券交易法 / 戴銘昇著 563.51 4386-1 法律系

戴銘昇 商事法 587 8713 (105) 法律系

戴銘昇 股份有限公司法研究 587.25 4386  法律系

戴銘昇 股份有限公司法研究2 587.25 4386.2  法律系

謝庭晃 捷徑刑法總論 / 甘添貴,謝庭晃合著. 585.1 4435-1 (95)  法律碩

嚴祥鸞 性別與工作 : 社會建構的觀點 / 嚴祥鸞著. 556 6632 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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