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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 系所 作者 書名

588 44242 法律系 艾, 台大 行政法精要 / 艾台大編著

587.4 10401 法律系 吾, 猛龍 票據法題型破解 / 吾猛龍著

588 4013-1 (105) 法律系 李, 建良 行政法基本十講 / 李建良著

588 4013-1 (106) 法律系 李, 建良 行政法基本十講 / 李建良著

584.2 4036 (105)  法律系 李, 淑明 民法物權 / 李淑明著

585.2 7760 法律系 周, 易 (法律) 就是這本刑法分則體系+解題書. 2015 / 周易, 爾雅編著

585.1 7760 法律系 周, 易 (法律) 就是這本刑法總則體系+解題書. 2016 = Gener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 周易, 法夫子編著

588 7744 法律系 周, 董 行政法題型破解 / 周董, 周凌編著

585.1022 6022 法律系 易律師 刑法總則 / 易律師編著

584.1 4410 法律系 林, 政豪
Crack!!這是一本民法總則解題書. 2016 = This is a  crack  book general priniciples of civil law /
林政豪編著

 585.1 4484-1  法律系 林, 鈺雄 新刑法總則 / 林鈺雄著

584.3022 7187 法律系 阿翔 (法律)
就是這本民法債編體系+解題書. 2016 = Enfocrcement act of the part of obligations of the civil
code / 阿翔編著

584.1 7187 法律系 阿翔 (法律) 就是這本民法總則體系+解題書. 2016 = General priniciples of civil law / 阿翔編著

581.2 4267 (105) 法律系 姚, 明 憲法題型破解 / 姚明著

581.2 3022;"高點
完全通關"

法律系 宣律師 憲法一本通 / 宣律師編著

584.2 0034 法律系 唐, 浩 (法律) 物權法題型破解 / 唐浩著

584.2 0034(107) 法律系 唐, 浩 (法律) 物權法題型破解 / 唐浩著

584.2 1147 法律系 張, 志朋 民法物權 = Civil law / 張志朋編著

584.3022 1147
(104)

法律系 張, 志朋 民法債編 / 張志朋編著

584.3 1117 法律系 張, 璐 (法律) 債法題型破解. 2016/ 張璐編著

584.2 4479 (104)   法律系 莊, 勝榮 "民法物權" » 民法.物權 / 莊勝榮著 

586.2 4412 法律系 莫, 孟衡 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 莫孟衡(撲吼獅)編著

586.2 4412 (107)   法律系 莫, 孟衡 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 莫孟衡(撲吼獅)編著

586.1 2022-2 法律系 喬律師 民事訴訟法 : 實例題解題書 / 喬律師編著

586.1 4204 法律系 彭, 韻婷 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 彭韻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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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51022 4426-1
(105)

法律系 黃, 程國 證券交易法題型破解 / 黃程國, 里昂編著

588 4494 (104) 法律系 黃, 燁 就是這本行政法體系+解題書. 2015 = administrative law / 黃燁編著

587.2 4648 法律系 楊, 翰 (法律) 公司法題型破解 / 楊翰, 齊軒著

588 3624 法律系 溫, 台大 行政法爭點精要 / 溫台大編著

588.022 3622-1 法律系 溫律師 行政法 : 選擇.實例實戰解析 / 溫律師編著

586.1 7222 法律系 劉律師 民事訴訟法(含綜合題)實例百選 / 劉律師編著

585.1 7236 c.2 法律系 劉淸景 刑法總則 / 劉淸景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