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元照讀書館｜元照智勝學院‧月旦智匯學院‧法學思維小學堂 

【線上影音版】精選書籍享$300 元加價購書單： 

〈加購規則〉影音 1 場，加購書籍一本：影音 2 場，加購書籍 2 本；依此類推～ 

(贈品請於結帳後選擇，本公司保留訂單成立與否之權利) 

◆ 商法‧財金‧科技法律：  

書 號 書 名 作 者 定價 

5H119RA 研發成果進軍全球的關鍵秘訣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

技法律研究所 
350 

5D540RA 當公法遇上私法 Ⅲ──法律科技創新之智慧財產權 熊誦梅 380 

5D535RA 
商標法專題研究—以商標使用、耗盡原則及混淆誤認之判

斷為中心 
陳匡正 400 

5H100RB 洗錢防制法──銀行業實務挑戰 王任翔 450 

5T007RE 智慧財產權與法律 
陳銘祥．吳尚昆．陳昭華．

張凱娜 
450 

5C092PI 智慧財產權法 謝銘洋 450 

5B019RC 銀行法暨金融控股公司法 周伯翰 480 

5H083R 財團法人實務爭議研究－－設立至解散清算之流程分析  張庭維．陳岳瑜．廖世昌 450 

5H115R 探索商業智慧－－契約與組織 王文宇 420 

5D449P 企業併購法律與政策 

周振鋒．邱若曄．洪令家．

許兆慶．蔡鐘慶．謝哲勝．

謝哲勝 

280 

5D455P 內線交易與操縱股價法律與政策 

江朝聖．林建中．洪秀芬．

徐珮菱．郭大維．謝哲勝．

謝哲勝 

240 

5D469P 商業判斷原則法律與政策 

王 芳．江朝聖．周伯翰．

周振鋒．邱若曄．許兆慶．

謝哲勝．謝哲勝 

280 

52MMM010 企業策略管理 陳龍潭．廖勇凱 400 

6M00092 策略管理與會計個案集 傅鍾仁．黃瓊瑤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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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033P IFRS 與 ROC GAAP 之差異分析：附實例探討 張進德 200 

◆ 刑事法學習‧研究： 

書 號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M00091PA 強盜罪之構成要件及區辨 

柯耀程．黃惠婷．張天一．

蔡聖偉．許澤天．謝開平．

許恒達．張麗卿．高金桂．

呂秉翰 

320 

6M00058PA 租賃專題研究（一）：出租人與承租人之權利義務 

吳從周．謝哲勝．侯英泠．

吳瑾瑜．徐婉寧．林誠二．

姚志明．李木貴．詹森林 

320 

6M00068PA 遺贈與贈與 
林秀雄．黃詩淳．吳煜宗．

戴東雄．劉昭辰 
320 

5D526RA 搜索、扣押及受律師協助權 李榮耕 420 

5Z046RA 
刑法第 225 條乘機性交猥褻罪中智能障礙者同意能力之研

究 
林于軒 350 

5D525RA 釋字及刑事被告的人權保障 李榮耕 380 

5H109P 最新洗錢防制法實用 林順益．邱錦添 480 

5D420R 犯罪支配與客觀歸責  古承宗 350 

5D421R 刑法的象徵化與規制理性 古承宗 480 

5C175P 刑法案例解析方法論  蔡聖偉 450 

◆ 民事法學習‧研究： 

書 號 書 名 作 者 定價 

5Z068RA 
人工智慧系統使用者之民事責任──以自動駕駛汽車為中

心 
張湛 300 

5X073PA 論拒絕履行 李建星 350 

5P045RA 民法總則精選判決評釋 

臺北大學法律學院民事法研

究中心．姜炳俊．王怡蘋．

侯岳宏．陳榮傳．戴瑀如．

游進發．徐慧怡．蔡瑄庭．

呂彥彬．杜怡靜．向明恩．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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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佳元．郭玲惠 

5C262PI 最新稅法與實例解說──法律邏輯分析與體系解釋(上冊) 張進德 450 

5C263PI 最新稅法與實例解說──法律邏輯分析與體系解釋(下冊) 張進德 450 

6M00015 繼承法制之研究(一)  

林秀雄．林洲富．袁義昕．

郭振恭．劉宏恩．戴瑀如 
380 

6M00016 繼承法制之研究(二) 
王富仙．林誠二．施慧玲．

郭振恭．鄧學仁．戴瑀如 
260 

6M00030 確定判決與情事變更原則  

吳明軒．林誠二．姚志明．

陳啟垂．黃國昌．劉明生 
300 

5X076H 尋找新民法──蘇永欽、方流芳對話中國民法法典化 方流芳．朱慶育．蘇永欽 380 

5Y001R 如何撰寫訴之聲明（第一審） 王聖惠 280 

5Y002R 如何撰寫訴之聲明（上訴審） 王聖惠 450 

◆ 財稅法律：  

書 號 書 名 作 者 定價 

5D485RA 稅捐基礎法第一冊 

國立臺灣大學財稅法學研究

中心．柯格鐘．林鈺雄．許

澤天．柯格鐘．王士帆．范

文清．邱晨 

450 

5D529PA 證券交易法物語（三） 戴銘昇 450 

5H049P 企業租稅法律風險管理實例分析  張進德 400 

6M00108 會計．稅務判解評析(一)：個人財產篇 
封昌宏．陳心儀．曾邑倫．

葉子寧 
200 

6M00109 會計．稅務判解評析(二)：營利事業篇 
林陣蒼．徐薏筑．翁士傑．

馬承佑．黃韻璇．賴柏錚 
200 

5H128R 保險課稅實務 封昌宏 450 

5D362P 房屋稅法律與政策 

吳光明．林石猛．林俊宏．

林家祺．柯格鐘．袁義昕．

張進德．陳兆宏．黃曉薇．

黃繼岳．趙文銘．謝哲勝．

謝哲勝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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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法學習‧研究： 

書 號 書 名 作 者 定價 

5D532PA 轉型正義／黨產條例／法治國原則 董保城 380 

6M00059PA 租賃專題研究（二）：買賣不破租賃、先買權與房地分離 

簡資修．黃立．溫豐文．黃

健彰．林誠二．林俊廷．吳

從周．許政賢 

320 

5D488RB 共有不動產處分與優先購買權 黃健彰 300 

5D550PA 年金改革大法官解釋總評析 

社團法人台灣行政法學會．

蘇永欽．廖義男．董保城．

陳淳文．林明鏘．陳清秀．

廖元豪．朱敏賢 

320 

5J029RA 大審判：公眾圍觀下的法律 
Lawrence M. Freidman．朱元

慶 
320 

5P043RB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理論與實務 林洲富 320 

5P047RA 案例土地利用法 王珍玲 350 

5C259RA 地方自治法基礎理論與實務 蕭文生 450 

5C192RB 土地登記體系 許文昌 450 

5D490RB 不動產優先購買權總論 黃健彰 400 

6M00081PA 終止勞動契約 
徐婉寧．林佳和．鄭津津．

林更盛．侯岳宏 
320 

5D533PA 自治行政之民主正當性與監督 

社團法人台灣行政法學會．

廖元豪．周佳宥．吳志光．

許春鎮．胡博硯．涂予尹．

魏培軒 

400 

5D528HA 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與特殊教育法制 許育典 420 

5D516PA 跨越傳統與現代科技之行政管制與執行法制 

台灣行政法學會．王萬華．

章志遠．林昱梅．林依仁．

蔡震榮．林明昕．王敬波．

王華偉．洪文玲．宋華琳．

孟李冕 

400 

5C260P 憲法訴訟基礎十講  吳信華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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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046R 工資與工時精選判決評釋──航空、運輸及醫療保健業 

李柏毅．李瑞敏．林佳和．

邱羽凡．侯岳宏．郭玲惠．

陳業鑫．傅柏翔．程居威．

黃朝琮．臺北大學法律學院

勞動法研究中心．蔡正廷．

蔡菘萍．蘇文生 

450 

◆ 生活法律： 

書 號 書 名 作 者 定價 

5D545RA 法律與倫理的對話──臺美善終法制探析 張婷 400 

5Y008R 住宅租賃契約：理論與實務教戰手冊  楊文瑞 400 

5Y007R 從新聞案例輕鬆瞭解車禍責任與理賠 劉安桓 350 

5T010H 司法之路—法律人的生涯探索與抉擇 蔡碧玉 350 

◆ 醫事法律： 

書 號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M00069PA 醫事爭議處理 

吳振吉．劉宜廉．王志嘉．

林義龍．陳永綺．李詩應．

梁志鳴．林萍章．吳志正．

劉靜婷．沈若楠．陳文雯．

黃鈺媖．陳怡．許嘉龍．曾

昭愷 

300 

5L041HA 心智能力受損者之自主及人權：醫療、法律與社會的對話  

陳炳仁．Julian Hughes．

Sumytra Menon．孫效智．黃

詩淳．黃勝堅．葉依琳．黃

嵩立．黃怡碧 

350 

◆ 勞動法律： 

書 號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M00083PA 最低服務年限約款探討 

周兆昱．黃健彰．林更盛．

邱慧洳．侯岳宏．鄭津津．

陳業鑫 

320 

5H131RA 勞動事件法概要──案例式探討  陳業鑫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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