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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法                 

(一) 匯豐實務講座－民事法   （點擊書號可試聽該場次講座）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K0132AM0 公寓大廈法制重要議題分析 黃健彰 1200 

6K0124AM0 民事調解實務─如何打破僵局 陳雅瑩 1200 

6K0111AM0 民法上扶養義務的減輕或免除── 
 公扶養與私扶養的疑難 

戴瑀如、李莉苓 1200 

 (九) 法學綜論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B1210RM1 法學的想像對話系列第三講── 
 部門憲法：回到實存多元秩序的本質 

蘇永欽、王 鍇 
張 翔、章 程 

1800 

6B1209RM1 法學的想像對話系列第二講── 
 大民法典：工具箱要更大，模版更多 

蘇永欽、常鵬翱、

朱慶育、章 程 
1800 

6B1184RM1 法教義學的未來：怎麼做？做什麼？ 蘇永欽、章 程 1500 

                    

月旦品評家   元照讀書館     加入會員 

實務工作者，雲端學習的最佳平台 
含括：訓練課程、學分進修、自主學習 

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810
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810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638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857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835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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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 

(一) 匯豐實務講座－勞動法   （點擊書號可試聽該場次講座）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K0120AM0 妾身未明的類勞工之法律定位與實務見解 鄭津津、林福來 1200 

(二) 元照智勝講座－職場法律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P0127AM0 
會計師、記帳士事務所之營業秘密管理── 
 兼論勞動契約及事務所合夥契約之擬定 

葉俊宏 1200 

 (四) 企業與勞工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B1197RM1 2022 勞動法之繼往開來論壇(三) 鄭津津、邱羽凡 1000 

6B1196RM1 2022 勞動法之繼往開來論壇(二) 
林慶郎、傅柏翔 
張義德、劉志鵬 

1200 

(五) 不當勞動行為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B1198RM1 2022 勞動法之繼往開來論壇(四) 
蔡菘萍、張義德 
李瑞敏、周兆昱 

1000 

 (六) 工資與工時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B1200RM1 2022 勞動法之繼往開來論壇(六) 
王能君、吳哲毅 

侯岳宏 
600 

(十) 勞工保險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B1195RM1 2022 勞動法之繼往開來論壇(一) 
郭玲惠、侯岳宏 

陳金泉 
800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74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24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838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837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840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842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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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法與政府採購法 

(一) 匯豐實務講座－公法   （點擊書號可試聽該場次講座）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K0125AM0 不法行為之所得課稅 柯格鐘 1200 

6K0121AM0 
這樣再利用行不行──以案例說明 
 廢棄物清理法資源回收及再利用制度 

楊翊妘、劉典昇 1200 

6K0115AM0 不動產登記法律議題之研析 陳立夫 1200 

6K0114AM0 
律師視野下的憲法訴訟法── 
 以聲請書撰寫與憲法法庭辯論為中心 

周宇修 1200 

6K0113AM0 不動產執行程序爭議解析(上)、(下) 湯文章 2400 

 (四) 憲法、司法制度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B1208RM1 
憲法法庭就規範審查所為判決對大法庭為 
法律續造之影響 

張志偉、李念祖 600 

6B1207RM1 憲法法庭對大法庭裁定之違憲審查 
陳愛娥、陳陽升、
張桐銳、許家馨 

1200 

6B1206RM1 
憲法法庭統一法令解釋制度與大法庭統── 
 法律見解制度之比較 

謝碩駿、紀和均、
宮文祥、陳靜慧 

1200 

 

■ 刑事法 

(一) 匯豐實務講座－刑事法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K0099AM0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之辯護活動 陳運財．林怡伶 1200 

6K0116AM0 財經犯罪的點線面－訴訟策略分析 邱忠義 1200 

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877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854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698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696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685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873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872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871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404
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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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K0110AM0 

向左走？向右走？以《第三人參與沒收》及
《累犯前科事實之舉證》2則裁定—— 
 探討刑事大法庭的走向  
 (108 台上大 3594 vs. 110 台上大 5660) 

吳燦、謝煜偉 1200 

 

■ 商事法、經濟法 

(一) 匯豐實務講座－商事法   （點擊書號可試聽該場次講座）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K0123AM0 
財報不實損害賠償訴訟的進展與反思—— 
 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2717 號 
 民事判決及其相關判決 

邵慶平 1200 

6K0117AM0 中小企業股東會與董事會實戰案例研析 陳俊仁 1200 

 (三) 元照智勝講座－企業策略管理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P0128AM0 
企業併購系列講座(二)： 
 企業併購之法律盡職調查 

林麗琦、吳怡箴 1500 

 (五) 元照智勝講座－家族企業傳承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P0134AM0 家族財富傳承實務解析 方燕玲 1200 

 (七) 元照智勝講座－公司治理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P0121AM0 ESG浪潮下會計師的商機 廖欽福、蘇義淵 1500 

6P0120AM0 股東會遊戲規則與公司經營權爭奪 郭大維 1200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636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92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12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42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806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627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620


5 
 

■ 醫事法學 

(一) 匯豐實務講座－醫事法   （點擊書號可試聽該場次講座）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K0128AM0 醫審會鑑定在醫療判決扮演之角色 廖建瑜 1200 

6K0118AM0 
我國預防接種受害救濟 補償制度與 
司法救濟之檢討 

邱玟惠 1200 

6K0112AM0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對於 
醫療糾紛之影響 

廖建瑜、周賢章 1200 

 (五) 醫療行政法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B1201RM1 醫療保障領域法律法規解讀 于佳佳 600 

 (十一) 其他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B1191RM1 遠距醫療之規範與實務 
劉越萍、張麗卿 
江清泉、陳鋕雄 

1000 

6B1192RM1 智慧醫療數據之蒐集利用與責任 
郭萬祐、張陳弘 
許明暉、朱兆民 

1000 

6B1193RM1 智慧醫療器材之應用與責任 
王志嘉、王紀軒 
葉蕙禎、施壽全 

周伯翰 
1000 

6B1194RM1 
New Trends in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smart medical devices in Taiwan 

吳振吉 600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874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35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654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826
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77
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78
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79
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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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務法律 

(二) 稅務法律   （點擊書號可試聽該場次講座）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P0123AM0 
繼承之遺產及贈與稅規劃案例解析── 
 房地合一、借名登記與信託之探討 

吳俊志 1200 

 

■ 人工智慧、大數據、金融與科技 

(一) 元照智勝講座－數位經濟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P0122AM0 NFT 法律風險案例解析及合規建議 蔡步青 1200 

 

■ 不動產與法制 

(一) 元照智勝講座－不動產法律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P0132AM0 你的房子我繳稅？── 
 借名登記與房地合一稅相關內容探討 

簡英宗 1200 

6P0130AM0 預售屋實務─法律與稅務案例探討 謝友仁、陳揚仁 1200 

6P0133AM0 如何請求返還借名登記財產── 
 以不動產、車輛、基金、保險等財產為例 

鄭瑞崙 1200 

6P0131AM0 繼承受贈不動產出售房地合一課稅實務 封昌宏 1200 

6P0124AM1 
租賃住宅發展趨勢及爭議案例解析系列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未來趨勢── 
 租賃住宅契約教戰手冊 

楊文瑞 1200 

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695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628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81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81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75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75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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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P0124AM2 租賃住宅發展趨勢及爭議案例解析系列 
租賃住宅管理服業與其他住宅相關產業磨合 

楊文瑞 1200 

6P0125AM0 不動產信託後出租課稅實務 封昌宏 1200 

 

■ 匯豐實務講座 

(一) 案例研討   （點擊書號可試聽該場次講座）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K0122AM0 
給執業律師的幾個建議— 
 以民刑事法庭活動為中心 

楊智守 1200 

 

■ 法律私慕課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C0032RM1 民事訴訟法（110-2） 郭書琴 2000 

6C0031RM1 債法總論二──最法定之債 陳忠五 3000 

6C0030RM1 民事訴訟法（110-1） 郭書琴 3000 

6C0029RM1 專利法之理論與實用(全) 劉國讚 3000 

6C0028RM1 行政救濟法 李建良 3000 

6C0027RM1 智慧財產權法 楊智傑 3000 

6C0026RM1 商標法 楊智傑 3000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87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11&bkid_1=&KindID3=&KindID4=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772
https://www.angle.com.tw/media/Web/Video/GroupDetail.aspx?1=1&iMG=4216
https://www.angle.com.tw/media/Web/Video/GroupDetail.aspx?1=1&iMG=4206
https://www.angle.com.tw/media/Web/Video/GroupDetail.aspx?1=1&iMG=4200
https://www.angle.com.tw/media/Web/Video/GroupDetail.aspx?1=1&iMG=3441
https://www.angle.com.tw/media/Web/Video/GroupDetail.aspx?1=1&iMG=4111
https://www.angle.com.tw/media/Web/Video/GroupDetail.aspx?1=1&iMG=4108
https://www.angle.com.tw/media/Web/Video/GroupDetail.aspx?1=1&iMG=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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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C0025RM1 醫療法律責任導論 陳聰富 3000 

6C0024RM1 民法債總 楊智傑 3000 

6C0023RM1 債編各論 吳從周 3000 

6C0022RM2 刑法總則（111-1） 蔡聖偉 3000 

6C0021RM1 民法總則 陳聰富 3000 

6C0020RM1 民法總則 楊智傑 3000 

 

■ 法律素養課   （點擊書號可試聽該場次講座）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B0370RM1 跨國商務律師養成與職業生涯規劃 陳彥勳 1500 

6B0371RM1 專科律師的時代來臨── 
兼論司法官、行政官及律師職涯比較 

陳業鑫 1500 

6B0413RM1 一個證券律師談法律人生規劃 洪紹恆 1000 

6B0339RM1 論文寫作及德國文獻搜集方法 范文清 500 

6B0340RM1 論文寫作及美國文獻搜集方法 范秀羽 500 

6B0341RM1 論文寫作及日本文獻搜集方法 何佳芳 500 

 

 

 

https://www.angle.com.tw/media/Web/Video/GroupDetail.aspx?1=1&iMG=4113
http://www.angle.com.tw/media/web/video/GroupDetail.aspx?iMG=4105&sS=Web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598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937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591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599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8924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8925&bkid_1=&KindID3=&KindID4=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8926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8770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8771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8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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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小學堂   （點擊書號可試聽該場次講座） 

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L0020AM0 律界職業分享會 
張志朋、廖世昌、
陳奕廷、林孟毅、

陳連順 
1200 

6L0019AM0 新律師第一堂課 謝友仁、陳奕廷 1200 

6L0018AM0 
遺囑無效致侵害遺贈利益的損害賠償責任── 
從一則考試試題談思考論證方法 

陳忠五 1200 

6L0017AM0 民事訴訟法學方法論(二) 劉明生 1200 

6L0015AM0 評析正當防衛之理論與實務近況 許恒達 1200 

6L0016AM0 民事訴訟法學方法論(一) 劉明生 1200 

6L0014AM0 初入司法實務界的第一堂課： 
 實體法與程序法交會之處─訴之聲明 

林慶郎 1200 

6L0013AM0 刑事訴訟之證據禁止內涵 王士帆 1200 

6L0012AM0 大法庭制度重點說明與爭議問題探討 林明昕 1200 

6L0011AM0 過失犯理論與實務問題研究 許恒達 1200 

6L0010AM0 德國犯罪理論與案例解析的連動── 
 兼論容許構成要件錯誤案型的處理 

蔡聖偉 1200 

6L0009AM0 締約上過失類型與責任構成 陳聰富 1200 

6L0008AM0 行政爭訟法實例研習──地方自治權保障 林明昕 1200 

6L0007AM0 法學的想像 蘇永欽 1200 

http://angle.com.tw/book.asp?BKID=14882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846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290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104
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044
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088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610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465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355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951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845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827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826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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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號 連結 書        名 作  者 定價 

6L0006AM0 從裁判看資產傳承與遺族照顧 黃詩淳 1200 

6L0005AM0 都市計畫司法審查相關法律議題 陳立夫 1200 

6L0004AM0 財產犯罪的案例解析與方法論 古承宗 1200 

6L0003AM0 法律人的生涯探索與抉擇 蔡碧玉 1000 

6L0002AM3 由訴之三要素談如何撰寫書狀(三) 王聖惠 1000 

6L0002AM2 由訴之三要素談如何撰寫書狀(二) 王聖惠 1000 

6L0002AM0 由訴之三要素談如何撰寫書狀(一) 王聖惠 1000 

6L0001AM0 2019 年殺人及傷害罪章修法評釋  蔡聖偉 1000 

 

 

 

 

 

機關團體線上教育訓練──客製化講座 請洽：02-2375-6688 # 500 
 

更多精彩講座課程： 

月旦品評家：http://www.angle.com.tw/media/ 
月旦品評家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694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655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414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879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267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266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988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8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