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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栋 / 著  

ISBN 978-7-301-21174-8/D•3174

16开 / 68元 / 2013年1月出版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民法基本原则解释
诚信原则的历史、实务、法理研究

作者简介

   徐国栋，别号东海闲人。1961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从1978年

至今，历任西南政法学院学士、中国政法大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博士、罗马第二大学访问学者、江西大学法律系助教、

中南政法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民商法典研究所所长、厦门大

学法学院教授、罗马法研究所所长、民商法博士生导师、哥伦比亚

大学访问学者。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研究民法基本原则一般理论和诚信原则的专著。其

第一、七、八、九章研究民法基本原则的立法技术特征和功能，

强调其以人的因素补规则因素之不足的积极作用，以及相应的人

治化危险。其第二、三、四、五、六章专门用于研究诚信原则，

说明了这一原则的罗马法起源、它在大陆法系的历史发展、向英

美法的扩张、运用这一原则的中国立法和司法实务等问题。强调

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的统一以及伦理学上的

善恶概念是法律上诚信恶信概念的基础。第十章是对全书内容的

总结。

争鸣与思辨
刑事诉讼模式经典论文选译

编者简介

   虞平，美国华盛顿大学比较法学博士。美国开放社会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交

通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科学研究院兼职研究

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事法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华南理工大

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郭志媛，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所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了过去五十多年里发表在美国及欧洲主要学术刊物上

对刑事诉讼模式及制度研究的经典文章二十篇。它集中反映了美国

及欧洲学者半个多世纪来对美国对抗制下的刑事诉讼制度优劣的论

争及交锋。这些文章沿着刑事诉讼价值模式和制度模式两条理论线

索，全面探讨了美国对抗制的种种问题及背后的价值观。在大多数

作者们看来，研究任何一种刑事诉讼制度都不应回避孕育在制度表

面下的价值选择和形式结构，更不能脱离刑事诉讼制度赖以存在的

政治社会及文化背景抽象地讨论问题。

〔美〕虞平 郭志媛 / 编译  

ISBN 978-7-301-21016-1/D•3143

16开 / 68元 / 2013年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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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
储槐植教授八十华诞贺岁集

内容简介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的“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

篱”的论断，道出了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之间固有的紧张关系，

并由此决定了长期以来刑法教义学的体系性思考与刑事政策的批

判性思考之间的紧张性。为了跨越李斯特鸿沟，中外刑法学者作

出了不懈的学术努力。在德国，李斯特提出了“整体刑法学”的

构想，罗克辛构建了“刑事政策导向的刑法体系”。在中国，储

槐植教授提出了具有学术标签意义的“刑事一体化”的思想，并

得到刑法学界的普遍体认。为进一步推动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的

融合，本书秉承“整体刑法学”、“刑事政策导向的刑法体系”

以及“刑事一体化”思想，力度从刑事政策的向度思考刑法体系

的建构以及我国刑法基本问题。

民法新角度
“用益债权原论”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隋彭生，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合同

法研究中心主任。

内容简介

   本书是“用益债权原论”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作者除了对“用

益债权”本身进行论述外，还论述了作为“用益债权”理论支撑的

“占有”和“法律关系”。全书由二十一篇独立的论文合成，其中

七篇未发表过，对发表过的论文，有的作了增补。

保险公司风险处置及

市场退出制度研究

作者简介

   薄燕娜，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职

于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所委托同名课题的研究成果，由

基本理论问题、美国的立法概览、日本的立法概览、中国的立法现

状、市场退出保障制度研究、附录等六部分构成，涵盖了保险公司

日常监管、问题(包括出现重大风险)保险公司风险处置、保险公司

市场退出等保险监管的内容，通过全面地介绍、评述美国、日本保

险公司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和实践做法，剖析中国现行

法相关制度实然法层面的不足之处，探索可行于中国的、应然的保

险监管法律制度。

薄燕娜 / 主编

ISBN 978-7-301-21756-6/D•3234

16开 / 49元 / 2013年2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隋彭生 / 著

ISBN 978-7-301-21215-8/D•3179

16开 / 42元 / 2012年10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北京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学科群 / 编  

ISBN 978-7-301-21593-7/D•3223

16开 / 98元 / 2013年1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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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永忠 王进喜 朱琳 / 著  

ISBN 978-7-301-20637-9/D•3114

32开 / 28元 / 2012年7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刑事辩护 国际标准与中国实践

作者简介

   顾永忠，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担任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进喜，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证据科学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中国政法大学）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琳，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内容简介

   本书以刑事辩护国际标准为参照，以我国宪法关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为依据，系

统考察评估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现状，进而从刑事辩护制度的

基础性问题、条件性权利、手段性权利、保障性权利等四个方面

对如何改革、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提出了富有建设性、可行性

的建议，并进行了充分论证，其中不少意见和建议在2012年3月14

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印证。

中国资本市场法治前沿
作者简介

    刘俊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本书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指南针；在证

券发行制度上，我国未来的证券发行监管体制改革仍要在继续坚持

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与创新；证券交易所是证券市

场的心脏；公司治理乃公司命运之所系；证券公司与其客户之间的

代理关系适用代理人对被代理人所负的诚信义务，包括忠实义务和

勤勉义务；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受托人信托义务

之违反；股权分置改革的实质是从根本性的制度建设层面理顺流通

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证券市场立法和司法必须

扭转重行（刑）轻民的传统思维定势，对于证券民事责任、证券行

政责任与证券刑事责任予以同等关注等观点。

传播与阅读 明清法律知识史

作者简介

    徐忠明，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杜金，中山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山大学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研

究中心研究员。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借鉴出版史、传播史和阅读史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

沿着明清时期法律知识的生产、传播、阅读、运用这一主线，在史

料钩沉中向我们展示出一幅明清法律知识在官民之间传播与阅读的

清晰图卷。

刘俊海 / 著  

ISBN 978-7-301-20667-6/D•3119

16开 / 49元 / 2012年8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徐忠明 杜金 / 著  

ISBN 978-7-301-21017-8/D•3144

16开 / 49元 / 2012年8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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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
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 
作者简介

   高铭暄，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暨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

誉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名誉副主席暨中国分会名誉主席，北京市

法学会名誉会长。

内容简介

   全书包括前言、上卷和下卷。上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

孕育和诞生”，主要围绕1979年刑法典如何诞生来写，对1949年

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刑法典诞生期间的多个立法稿本以及立法过

程中的争议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归纳分析。下卷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的发展和完善”，主要围绕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来

写，内容包括1979年刑法典颁布后至1997年刑法典全面修订期间

的多个单行刑法、立法稿本，以及1997年刑法典修订之后的1个单

行刑法和8个刑法修正案、9个刑法立法解释，对刑法典每个条文

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并对条文在立法过程中的相关争议问题

进行了介述。

刑法规律与量刑实践 刑法现象的大样本考察

作者简介

   白建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奖者。

内容简介

   本书为刑法现象的实证研究，样本包括50个国家刑法中一万多罪

名和国内近年来十八万刑事司法判决。书中汇集了作者近期的九篇专

论，五篇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和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另外四篇是首次发表。

犯罪论的核心问题
作者简介

   王俊，1988年3月30日生，浙江绍兴人。2010年6月毕业于浙江

大学城市学院，获浙江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中国青年政

治学院攻读刑法学专业硕士学位，现为该校2010级硕士研究生。

内容简介

   作者立足中国现实，洞悉德日刑法学最新动态，具有世界眼光，

对形式刑法论和实质刑法论争论的剖析、对结果无价值论以及行为

无价值论的评论等，都能够站在学科前沿，清晰表明自己的独特观

点，说明作者对刑法学重大、疑难问题有足够的驾驭能力；作者对

我国刑法通说的诸多批评，基本切中要害，相关改造传统理论的意

见，虽有作者力所不逮之处，但富有建设性者随处可见，颇值得刑

法学界的“完善论者”细细品味。

高铭暄 / 著  

ISBN 978-7-301-19952-7/D•3022

16开 / 88元 / 2012年5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王俊 / 著

ISBN 978-7-301-19910-7/D•3017

16开 / 45元 / 2012年4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白建军 / 著

ISBN 978-7-301-19277-1/ D•2895

16开 / 39元 / 2011年1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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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 / 著

ISBN 978-7-301-19629-8/D•2969

32开 / 25元 / 2011年12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李翔 / 主编

ISBN 978-7-301-18799-0/D•2843

16开 / 48元 / 2011年6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程序正义的理想与现实
刑事诉讼相关程序实证研究报告

作者简介

   林莉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

行政法与诉讼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二十余年，著有《行政诉讼法

学》、《中国行政救济原理与实务》、《社会救助法研究》等。

内容简介

   本书是“刑讯逼供社会认知状况调查”与“监狱服刑人员羁押经

历调查”两个项目所形成的五篇调查报告和原始材料的汇编。调查

对象近四千人。调查报告是在正当程序与人权保护理念指导下，以

我国《刑事诉讼法》与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的刑事司法准则为依据，

全面展示了警察、普通公众和监狱服刑人员对刑讯逼供现象及其解

决路径的社会认知，反映了监狱服刑人员的羁押经历，分析了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

刑事法治视域下社会信用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

   李翔，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副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第二届“韬奋学者”。

内容简介

   全书秉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社会信用基础理论、侵犯

社会信用的犯罪、新型侵犯社会信用问题、信用卡诈骗犯罪、侵犯

社会信用的立法完善等五个部分开展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重在厘清相关概念，构建研究范式，创新学术体系，同时重视解决

司法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对司法实务和立法完善提出了具有针对性

的建议，相信对社会信用刑事法治的推进具有一定的促进价值。

反腐败国际刑事合作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

   李翔，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副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第二届“韬奋学者”。 

内容简介

   面对日益猖獗的跨国腐败犯罪，通过国际合作来打击此类犯罪，

必然成为一种势不可当的趋势。《反腐败国际刑事合作机制研究》

一书，以反腐败国际合作为视角，将主要国际组织、区域组织成员

国所签订的涉及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内容的国际公约、区域公约作

为研究基础，对国际反腐败刑事合作的各项原则和诸项具体机制进

行了研究。

林莉红 / 主编

ISBN 978-7-301-18760-9/D•2839

16开 / 38元 / 2011年5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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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民法
作者简介

   苏永钦，1972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1981年取得德国慕尼黑大学

法学博士学位，同年开始任教于政大法律系。教学和研究范围及于

宪法、民法、经济法和法社会学，是长期处于创作高峰的学者，曾

获众多讲座殊荣。

内容简介

   民法到了世纪之交，再度掀起了法典化与去法典化的争辩。荷兰

民法典与俄罗斯民法典，一西一东，代表着资本主义西方社会和后社

会主义东方社会两个新民法典的样板。中国海峡两岸刚好也兴起了重

修/制定民法典的热潮。如果不能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回顾整理以德

国五编制民法典为典范的21世纪民法发展经验，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加

入新世纪的一些明显变化，包含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的知识产业所凸

显的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公法与私法相互工具化的管制革新浪潮，契

约关系在许多方面的实质化，以及资信社会来临对交易成本所起的革

命性变化，等等，将很难掌握修立民法典的方法和取向。

英美法导论
作者简介

   王泽鉴，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名誉教授。 

内容简介

    现代法律人，必须兼具英美法与欧陆法的素质，始足以掌握各国

法律发展的进程。                                       

   本书邀请学有专精，留学英、美的法学者，针对英美法的各种重

要制度与法律的主要内容，介绍了英美法律制度与英美法的精神。对

英美法律发展史、司法制度、法源、主要法律领域，以及法律与社会

科学的研究等，作了体系性介绍。本书之末，还介绍了美国的法律课

程，作为了解美国法学教育的起始。

    本书将成为读者学习英美法的起步与捷径。

中国商事仲裁法律与实务
作者简介

   孙巍，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争议解决专业

硕士，中国政法大学学士，伦敦国际仲裁院青年仲裁员协会会员，

英国事务律师公会国际分会会员。

内容简介

   本书从律师执业实践的视角出发，结合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新动

向，客观分析了中国商事仲裁的现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并辅之以翔实的案例，对相关法令、司法解释、司法实践及疑难问

题作了细致的探讨，对仲裁员和广大律师，尤其是从事仲裁业务的

同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孙巍 / 编著

ISBN 978-7-301-19359-4/D•2907

16开 / 48元 / 2011年9月出版

陈康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苏永钦 / 著

ISBN 978-7-301-19783-7/D•2991

16开 / 58元 / 2012年7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主编

ISBN 978-7-301-19839-1/D.3000

16开 / 39元 / 2012年7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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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辉/ 著

ISBN 978-7-301-16672-7/D•2963

16开 / 39元 / 2012年1月出版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张卫平 / 著

ISBN 978-7-301-19285-6/ D•2896

16开 / 48元 / 2011年12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
作者简介

   施密特•阿斯曼，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德国与欧洲行

政法研究所所长。

内容简介

   本书共分七章，除有传统行政法总论的内容，即行政法基本体系

建构原则、行政组织、行政程序及行政行为外，尚有欧盟法对行政

法总论之影响。本书完整论述现行德国行政法总论发展的现状，并

提出很多开创性的见解。本书不仅文字典雅严谨，而且其内容业已

超越德国传统行政法总论教科书之水准，所以值得学术界、实务界

及学生们之关心及阅读。

民事诉讼 回归原点的思考

作者简介

   张卫平，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法学会民

事诉讼法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

内容简介

   本书收集了民事诉讼法学界著名学者张卫平教授近几年来在杂志

上公开发表的二十篇论文，主要涉及民事诉讼法修改、民事诉讼体

制、民事诉讼基础理论、民事诉讼制度和民事执行制度运行理论与

实务等方面，是作者对民事诉讼和民事执行问题的深层思考和探索

的成果结晶，反映了作者具有个性的研究方法、视角和路径。这些

研究和探索对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完善以及民事诉讼法学理

论的提升都有积极的意义。

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
作者简介

   陈景辉，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2004），中国政法大学法理

学研究所副教授。

内容简介

   案件的诉讼与裁判，不但是法律与日常生活相互纠缠的通常形

式，也是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法官与当事人这些必然纠

缠其中的实际参与者之外，普通民众似乎只是基于“猎奇”之类的

原因产生了关注案件的最初冲动，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旁观者和参

与者的身份是可以轻易倒转的，“观察者”的中立姿态无法始终保

持，随之也就有了发表意见和看法的基本理由。这些意见的发布本

身之所以具备话题性，不仅仅是因为每个民众都是潜在参与者这个

公共性或者政治性的部分，而是因为民众在看法上是有所分歧的、

甚至在某些情形中存在着严重的姿态对立。由此一来，实践理由必

然成为我们思考法律推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同时这也

迫使我们必须提高法律推理问题的论证强度，而与具体的案件争议

保持一个合理的观察距离。

〔德〕施密特·阿斯曼 / 著

林明锵 等  / 译

ISBN 978-7-301-19683-0/D•2978

16开 / 55元 / 2012年1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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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思维小学堂 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

作者简介

   英格博格•普珀，波恩大学法学院教授，2006年退休，迄今仍继

续在波恩大学法学院担任教学及研究工作。

译者简介

   蔡圣伟，现为台湾东吴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在德国刑法学界享有盛名，这本小书，可说是她集自己

数十年的教学写作经验，为法学初学者撰写的一本思维导引手册。

本书内容不同于传统方法论教科书的叙述方式，而是重在各种方法

的实际操演。相信您加入这个方法论密集班之后，可在短时间内了

解各种不同方法的运用，并有心领神会的喜悦。

中国经验
以刑事司法改革试点项目为蓝本的考察

作者简介

   郭志媛，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

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

内容简介

   试点是一种重要的实证研究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以试点为核

心的实证研究开始成为我国法律改革的主要方法和显著特征。本书

以试点方法在刑事司法改革领域的应用为重点，选取了过去十年中

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实施的经典试点项目，通过实例分析，力

图展示以试点推进刑事司法改革的步骤与方法、经验与教训、成就

与不足。

国际海事货物索赔管辖权的选择
从适格法院到适当法院

作者简介

   刘兴莉，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以国际海事货物索赔管辖权的选择——从适格法院到适当法院

为主题展开研究，采取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中国海事货物索赔管

辖权实施状况的观察和剖析，探讨中国海事法院作为受诉法院在什么

情形下对海事货物索赔争议行使管辖权，具有合理依据且是正当的。

同时，本书结合新的运输法公约《2008年鹿特丹规则》第14章管辖权

的规定，指出协调国际海事货物索赔管辖权的冲突以及消除择地诉讼

的最佳选择，是实现国际海事货物索赔管辖权的国际统一。

郭志媛 / 著

ISBN 978-7-301-19205-4/D•2886

16开 / 48元 / 2011年7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德〕英格博格·普珀 / 著

蔡圣伟  / 译

ISBN 978-7-301-19238-2/D•2892

16开 / 26元 / 2011年8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刘兴莉 / 著

ISBN 978-7-301-19342-6/D•2904

16开 / 34元 / 2011年10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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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 / 主编  赵启衫 / 执行主编

ISBN 978-7-301-18545-2/D•2798

16开 / 49元 / 2011年5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冲突与共赢技术标准中的私权保护 
——信息产业技术标准的知识产权政策分析

编者简介

     张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启杉，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讲师，北京大学科技法研究中

心主任助理。

内容简介

   本书从信息产业领域的特点出发，通过收集各国与标准化过程中

知识产权纠纷有关的典型案例，探讨了该领域技术标准中出现知识

产权问题的原因，分析了知识产权制度和竞争法制度对于解决信息

产业领域技术标准中知识产权问题的着眼点。本书不仅弥补了国内

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为产业界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参考资料。

证明责任 事实判断的辅助方法

作者简介

   肖建国，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包建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博士。

内容简介

   本书以民事裁判法律思维与法律适用中的焦点问题——民事证明

责任为研究对象，对证明责任的界定、适用、转移、分配、倒置、

减轻和免除等备受诉讼理论和审判实践关注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对

合同诉讼、侵权诉讼、房地产诉讼、公司诉讼、知识产权诉讼等不

同类型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

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研究，力求融实体与程序于一体，洞悉法律

文本和法律实践，生动地展示证明责任裁判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

间的博弈，发掘法律背后的逻辑和法律实践过程中的“隐秘”，力

争使本书成为民事证据制度研习者和利用者的良师益友。 

经验法则 自由心证的尺度

作者简介

   张亚东，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高级法官。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对经验法则基本理论的系统梳理，深入分析了经验法

则在事实认定中的地位、概念、性质、特征、适用主体以及经验法

则与相关制度的关系；从哲学、日常思维和诉讼认识等角度说明了

经验法则的理论基础；运用典型案例深入分析了经验法则在认定事

实、适用法律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在经验法则类型化的基础上进而

提出经验法则体系化的建议方案；在深刻剖析我国司法实践中经验

法则误用形态的基础上，提出了运用经验法则需要把握的原则和条

件等多项规制经验法则运用的措施。

张亚东 / 著

ISBN 978-7-301-18091-4/D•2739

16开 / 38元 / 2012年1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肖建国  包建华 / 著

ISBN 978-7-301-18245-1/D•2773

16开 / 48元 / 2012年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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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立法质量跟踪评估制度研究
作者简介

   任尔昕　甘肃政法学院教授、副院长，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挂职）。兼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中国法学会

商法学研究会理事。

内容简介

   本书著者在清醒意识到中国立法“立、改、废”并举时代已到

来，明智地将地方立法质量跟踪评估定位为一个系统工程，认为是

对地方性法规、规章进行立、改、废的“检验阀”，因此，主张应

将其提升到地方立法工作的重心位置。基于这样的洞识，本书进一

步结合我国各地近几年来开展地方立法质量跟踪评估工作的实践，

对地方立法质量跟踪评估制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构建进行了系统的

梳理和阐述，对地方立法质量跟踪评估制度的具体要素——评估主

体、对象、标准、方法、程序等有详尽的分析和论述。

日本侵权行为法
作者简介

   田山辉明，早稻田大学法学部教授，曾历任早稻田大学法学部部

长、早稻田大学副校长，现担任早稻田大学成人监护法制研究所所

长，日本内阁府中央残疾人政策实施促进委员会委员。

译者简介

   顾祝轩，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丁相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是田山民法学的一个浓缩，通俗而生动地向读者展现了田

山侵权行为法理论的鲜明特色：第一，提出了关于请求权竞合的最

新理论；第二，主张并详细阐述了公平责任说；第三，对“损害”

概念重新进行了诠释，尤其是围绕法人的名誉毁损的损害赔偿的属

性，提出了独特的见解；第四，围绕违法性的判断标准，主张采用

类型化标准，并在交易型侵权行为领域导入了市场竞争秩序原理。
［日］田山辉明 /著 
顾祝轩 丁相顺/译 

ISBN 978-7-301-18856－9/D•2847

16开 / 32元 / 2011年6月出版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任尔昕 / 著

ISBN 978-7-301-16069-5/ D•2923

16开 / 39元 / 2011年10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

036

林山田 / 著  

ISBN 978-7-301-19649-6/D•2972（上册）

ISBN 978-7-301-19624-3/D•2965（下册）

16开 / 49元（上册）56元（下册）

2012年1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林山田 / 著

ISBN 978-7-301-19625-0/D•2966（上册）

ISBN 978-7-301-19650-2/D•2973（下册）

16开 / 55元（上册）55元（下册）

2012年1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林山田刑法学作品

刑法通论（上、下册）

作者简介

   林山田，台南市人，德国杜宾根大学法学博士，台湾大学法律学

院教授。

内容简介

   刑法总则是刑事制裁法规范的主要法律，是规定刑事实体法的

共同原则，故论述刑法总则的本书称之为刑法通论。本书采最新的

刑法论理学说，引述并评论刑法实务见解，分就故意犯、过失犯与

不作为犯等三大犯罪形态，论述刑法总则编，建立犯罪的法律要件

及其法律效果的刑法理论体系，以作为犯罪判断与定罪科刑的共同

原理。

刑法各罪论（上、下册）

内容简介

   本书以刑法通论的刑法理论与体系架构为基础，论述刑法分则编

所规定的各罪，与论述刑法总论编的刑法通论构成一部完整的刑法

学论著。本书分为客观不法构成要件与主观不法构成要件，论述刑

法各罪，间或论及违法性、未遂犯、结果加重犯以及各罪中的竞合

问题。同时对于现行条文的检讨，提出了修法建议。

   由于本书兼顾理论与实务，除结合刑法总论的理论外，也引述并

评述实务见解，因而为研习刑法或刑法实务不可或缺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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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中之契约法
作者简介

   陈自强，台湾大学法律学院专任教授，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

内容简介

   世界契约法正处于整合阶段，其规模可分为全球性的与区域性

的。本书前三章一方面介绍德国消费借贷及代办商之发展并检讨台

湾地区之现行规定，另一方面彰显该发展乃区域性整合之一部分。

其后两章对欧洲契约法新动向之鸟瞰，不难发现欧洲契约法之发展

不仅瞬息万变，也与全球性契约法整合联动。后三章则为全球性契

约法整合之说明，主要从法律适用之角度，观察各国或地区制定之

契约法原则或其他形态之Soft Law 究竟有何作用。

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保护客体
作者简介

   陈忠五，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

授。

内容简介

   本书从民事责任法保护客体的角度切入，论证契约责任与侵权责

任在权利或利益的保护问题上，是否具有区别的正当性。

   本书是作者针对“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别”此一议题，从

事系列研究的开端。本书所持论点是否具体可行，有待验证。本

书各编章节论述之间，其“体系结构”、“问题定位”及“说理方

法”，论证上自成特色，可供参考！

新民事诉讼法
作者简介

   许士宦，台湾大学法学博士，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司法院

家事事件法研究制定委员会”委员，“司法院破产法研究修正委员

会”委员。

内容简介

   本书叙述20世纪30年代继受自德、日等国之“民事诉讼法”施

行台湾地区以后，历经20世纪80年代以来20年之论争、批判，终于

2000年左右被大幅度修正，借以落实宪法理念而保护当事人及利害

关系人之实体利益及程序利益。如巩固当事人之程序主体地位；扩

张反诉制度，平等保障被告攻防之机会等。而在审理模式上，改采

集中审理主义，充实审理及促进诉讼。要求当事人践行提出证据以

证明对其有利事实之举证责任，课以当事人诉讼促进义务。至于对

受本诉讼之判决效力影响之利害关系人，则增设法院职权通知及第

三人撤销诉讼等程序制度。

陈自强 / 著  

ISBN 978-7-301-20955-4/D•3138

16开 / 38元 / 2012年11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陈忠五/ 著  

许士宦 /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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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法之现代化 
作者简介

   陈自强，台湾大学法学士、法学硕士，台湾大学法律学院专任教

授。

内容简介

   近年来，世界契约法之整合加速。面对全球化之契约法变局，日

本2006年启动债权法修正，试图对其契约法进行大刀阔斧之改革。

本书前四章就中国台湾1999年之债编及成年监护制度之修正，提供

一愚之得。后四章介绍日本债权法修正之初步成果，观察其如何面

对世界契约法之新变局。从本书之论述不难发现，日本民法对中国

台湾民法之影响，超出了笔者的想象。第九章乃简要说明此影响之

轨迹及消长。第十章则为笔者对民法学习之感想。

侵权违法性与损害赔偿 
作者简介

   陈聪富，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内容简介

   在侵权行为的违法性方面，主要探讨违法性概念的内涵，及违法

性与过失概念的区别。在损害赔偿方面，主要讨论损害赔偿法上的

“损害”概念、抚慰金的调整补充机能、过失相抵的法理基础及赔

偿代位等。

批判民法学的理论建构 
作者简介

   薛军，1974年生，江苏如皋人，意大利罗马大学（Tor Vergata）

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商法、罗马法和西

方法律史的教学研究工作。

内容简介

   本书对中国民法基础理论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尝试

提出理论重构。著作围绕社会变迁与民法理论的转型，法律行为基

础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人格权基础理论，以及民法典编纂等问题，

针对市场经济的民法观念，私法立宪主义，民法与宪法的关系，法

律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法律行为与立法模式的选择问题，人格权的

立法模式，一般人格权问题，法人人格权问题，民法典编纂的基本

理论以及中国民法典编纂的价值基础问题，展开了深入论述。

薛军 / 著

ISBN 978-7-301-19998-5/D•3028

16开 / 46元 / 2012年1月出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陈聪富 / 著

ISBN 978-7-301-19909-1/D•3016

16开 / 39元 / 2012年7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陈自强 /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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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柔中国民法讲稿 
作者简介

   佟柔（1921—1990），我国著名民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国民法专业博士生导师。是新中国民法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内容简介

   本书是我国已故著名民法学家佟柔教授生前在民法总则的教学和

研究中相关论述的集合。书中所编辑的文字，主要取材于佟柔先生

颇有影响的演讲记录、教材、论文著述，以及编辑者个人的课堂笔

记。经过他的学生、旅美法律学者周大伟老师按照我国民法总则的

体系加以编排，基本上展现了佟柔先生在民法总则教学和研究中的

成果与心得。

罗马法提要
作者简介

   周枏（1908—2004），著名民法学家，一生致力于罗马法的研究

和传播，曾被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字典”。

内容简介

   本书系由作者1981年以来在西南政法学院、安徽大学法律系和华

东政法学院等院校讲授罗马法时所用的讲义而成，主要对罗马法的

各种制度进行了全面但又简明的介绍。对于初次接触和学习罗马法

的读者而言，《罗马法提要》可能最为适合，因为它能鸟瞰式地把

握罗马法研究的纲目、宗旨和步骤；对一些具体的罗马法制度，读

者也能很快地了解其概貌。

诉讼认识论纲
以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为中心

作者简介

   吴宏耀，法学博士，2003年于中国政法大学破格晋升副教授，现

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

内容简介

   本书针对传统证据法学的“客观真实理论”，以客观真实能否作

为（刑事）裁判的证明标准为着眼点，指出了传统论证思路中的逻

辑悖谬。在寻找新的切入点时，将传统证据法理论长期忽视的主体

因素纳入视野，探索一种兼顾认识主体和客体两方面的论证方法。

佟柔 / 著  周大伟 / 编

ISBN 978-7-301-13544-0/D•2016

16开 / 36元 / 2008年4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周    / 著

ISBN 978-7-301-14329-2/D•2158

16开 / 25元 / 2008年11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吴宏耀 / 著

ISBN 978-7-301-13379-8/D•1987

16开 / 35元 / 2008年3月出版

肖菊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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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代的民法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

   葛云松，男，1970年生，江苏人。南京大学法学学士，北京大学

法学硕士，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挖掘民法学的基本理论，澄清广泛存在的理论误导。书

中大量的观点都是国内首次提出，所使用的方法也具有创新性。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引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及相关学科的方法，是本书的

一个特色。

企业组织重组法制
作者简介

   王志诚，法学博士，台湾中正大学财经法律学系教授。

内容简介

   台湾学者作品。该书是专门探讨公司重组问题的专著，对于大陆

公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首先探讨了建立公司并购法

制的标准，接下来探讨了公司合并、分立、股份转换，以及金融机

构并购及变更组织的法制等，试图从理论上提出公司组织方面的改

革之道。书中所述问题也是大陆面临的现实问题和难题，书中的一

些建议当能为大陆公司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钱卫清律师为本书作序。

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开展
作者简介

   黄国昌，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学

研究所筹备处助理研究员。

内容简介

   台湾学者作品。本书针对民事诉讼领域的热门且重要议题，如举

证责任、程序保障等进行分析探讨，通过法律经济分析及实证研究

方法对民事诉讼法的变革进行深刻地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刘荣军教授为本书作序。

王志诚 / 著

ISBN 978-7-301-12837-4/D•1883

16开 / 36元 / 2008年1月出版

恽薇 / 责任编辑

黄国昌 / 著

ISBN 978-7-301-12859-6/D•1891

16开 / 49元 / 2008年1月出版

恽薇 / 责任编辑

葛云松 / 著

ISBN 978-7-301-13371-2/D•1985

16开 / 38元 / 2008年3月出版

马玲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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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保障与裁判外纷争处理
作者简介

   沈冠伶，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博士。

内容简介

   台湾学者作品。该书探讨了民事诉讼的基础理论与重要制度性问

题，并重点分析了裁判外纠纷处理制度。本书所讨论的示范诉讼契

约、仲裁鉴定及律师和解等重要制度，均属学界尚未重视的问题，

有一定的开创性。

   华东政法大学陈刚教授为本书作序。

代理权与经理权之间
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

作者简介

   陈自强，著名民法专家，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德国慕尼黑大学

法学博士。

内容简介

   台湾学者作品。本书以代理权的范围为主线展开论述，并借由对

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分合关系的讨论，回顾了民法与商法在私法历

史发展史上的分合关系，并对未来二者的关系作了展望和预测。        

    清华大学法学院申卫星教授为本书作序。

公司证券重要争议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

   冯震宇，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系教授。

内容简介

   台湾学者作品。本书内容丰富、见解精辟，不但包括与公司治理

有关的问题，还特别针对通讯投票、结算交割、股务作业、券商与

网络交易等证券市场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对企业并购与技术入股

所涉及的租税问题与公司法问题也有所讨论，凸显出作者在公司证

券法律领域的研究深度与广度。

    北京大学法学院蒋大兴教授为本书作序。

沈冠伶 / 著

ISBN 978-7-301-12857-2/D•1889

16开 / 39元 / 2008年1月出版

恽薇 / 责任编辑

冯震宇 / 著

ISBN 978-7-301-12858-9/D•1890

16开 / 39元 / 2008年1月出版

徐云龙 / 责任编辑

陈自强 / 著

ISBN 978-7-301-12834-3/D•1882

16开 / 29元 / 2008年1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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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一体化论要
作者简介

   储槐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内容简介

   在几十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作者对包括刑法学、犯罪学和监

狱学在内的刑事法诸领域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全方位透视，

逐渐形成了以刑事一体化理论为核心的极具学术标签意义的学术思

想。本书是作者刑事一体化学术思想之条理化与体系化，也是作者

刑事一体化学术思想的浓缩与精华。

    本书荣获首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罪过形式论
作者简介

   姜伟，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公诉厅厅长，现任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罪过形式是一个陈旧的传统议题，也是一个常新的永恒命题。在

刑法学界渐渐发展成为一个既简单、又复杂、且最为混乱的问题。

说其简单，是因为罪过问题似乎一目了然，极其浅显；说其复杂，

是因为罪过问题涉及学科较广，大都莫明其妙，人们常常难以自圆

其说；说其混乱，是因为罪过问题聚讼纷如，令人困惑且望而却

步。于是，罪过理论成为刑法体系中易而最易与难而更难的“司芬

克斯之谜”。围绕这些问题，作者借助一只妙笔向人们展示罪过理

论的奇异领域。

政治视域的刑法思考
作者简介

   刘树德（又名邵新，辛劭），湖南新邵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刑法

学博士，现为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法官。

内容简介

   本书虽然是以政治为视域，但分析的都还是刑法问题本身。作为

一种超规范的思考，它可以使我们对刑法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更

加开阔，从而达到一种更高的学术境界。

储槐植 / 著

ISBN 978-7-301-12752-0/D•1869

16开 / 32元 / 2007年10月出版

恽薇 / 责任编辑

姜伟 / 著

ISBN 978-7-301-13919-6/D•2074

16开 / 45元 / 2008年7月出版

肖菊 / 责任编辑

刘树德 / 著

ISBN 978-7-301-10407-1/D•1421

16开 / 34元 / 2007年10月出版

马玲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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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处分与刑事证据
作者简介

   林钰雄，台湾台北县人。台湾大学法律系、法研所毕业，司法

官、律师考试及格。

内容简介

   本书为我国台湾大学法学院教授林钰雄先生的专著。作者研究探

讨了干预处分、刑事证据、判解研究、立法评析四个专题的基本内

容，从比较法的视角全面阐释了台湾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身

体检查处分、鉴定留置、急迫性搜查，以及证据禁止等基本制度。

书中丰富生动的案例解析，作者对德国法律的认同甚至推崇，对台

湾刑事司法现实的批评与希望，读来令人印象深刻。本书所阐释的

有限干预、人权保障、程序正义等刑事法治理念，对繁荣两岸司法

交流、推动两岸刑事法治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学术

作者简介

   俞江，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西方的法概念在汉语中该怎样解释？欧洲的民法对中国社会合适

吗？对中国来说，采用哪一种司法体系更好？没有经验，也不可能

有现成答案。所有问题都是第一次碰到。中国的法律人在现实催促

下尝试着回答和行动。本书通过具体的事例或个案，展现近代中国

的立法和司法状况。同时，从法学语词、法学人物等不同角度，向

读者介绍了近代法学的发展历程。

公共执法与私人执法的
比较经济研究
作者简介

   李波，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职业法律博士，现就职

于中国人民银行。

内容简介

   私人执法模式与我们所熟悉的政府（公共）执法模式在经济学

上有什么区别？应该如何评价不同执法模式的成本和效果？在执法

制度的设计上，立法者应该如何权衡公共执法与私人执法之间的利

弊？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上述问

题做出进一步的探索，以期引起对此类问题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李波 / 著

ISBN 978-7-301-13246-3/D•1946

16开 / 25元 / 2008年1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俞江 / 著

ISBN 978-7-301-13141-1/D•1924

16开 / 39元 / 2008年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林钰雄 / 著

ISBN 978-7-301-16189-0/D•2480

16开 / 39元 / 2010年1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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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法的体系与精神
以英美法为特别参照

作者简介

   易延友，湖南省黔阳县（今洪江市）人。1992年至2002年在中

国政法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2001年至2002年在英国华威大学学

习，获硕士学位。现任教于清华大学法学院，并兼任北京市延庆县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内容简介

   本书志在将证据法学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独特

的学术品格的独立的法学学科来建设。为此，本书首先着力确定证

据法学的研究对象，以此为基点探求适合于证据法学研究的研究方

法，制作该学科的基本概念，提出该学科的基本命题，以求最终整

合为该学科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基于上述目标，本书以英美证据规

则为切入点，以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为基本线索，试图站在比较

成熟的英美法系证据规则这个巨人的肩膀上，以求得对证据法学研

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立场、基本精神和

理论体系等方面完整精确的答案。

物上请求权的功能与理论基础
作者简介

   王洪亮，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博士，现

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论证物上请求权的制度功能及其边界，并寻找其统一的

理论基础。在分析物上请求权的具体类型，即原物返还请求权、排

除妨害请求权以及妨害防止请求权的构成、功能、效力的基础上，

明确了物上请求权独立的制度价值，并尝试构建统一的物上请求权

制度，以否认责任为理论基础，形成跨越物权与债权的更抽象的否

认请求权制度。

易延友 / 著

ISBN 978-7-301-17265-0/D•2607

16开 / 49元 / 2010年6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王洪亮 / 著

ISBN 978-7-301-09000-8/D•2980

16开 / 30元 / 2011年10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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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名扬 / 著

ISBN 978-7-301-12833-6/D•1881

16开 / 68元 / 2007年12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王名扬 / 著

ISBN 978-7-301-12832-9/D•1880

16开 / 28元 / 2007年12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王名扬行政法著作

作者简介

   王名扬，当代著名行政法学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主要著作

有《英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比较行

政法》等。

元照法学文库

比较行政法
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国著名行政法学专家王名扬教授晚年力作。作者在中国

行政法学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其著名的行政法学三部曲——《法国

行政法》、《英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对中国行政法学的发

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该书在前三本书的基础上对法、英、美三

国行政法制度进行了比较和探讨。

法国行政法
French Administrative Law 

内容简介

    本书荣获首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本书是王名扬教授著名的“行政法三部曲”之一，也是王名扬教

授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作者早年在法国留学、教书，对法国行政法

制度了解颇深，书中所用资料全为第一手的资料，其初版已有二十

余年，但其在中国行政法学界的作用和影响一直不曾衰减，即使在

今天，要学习行政法，了解国外行政法，此书仍是无法绕过的。在

当今，普遍认为社会科学著作生命力，尤其是当今中国法学著作生

命力都很短暂，此书的重要性和可贵性更为凸显，其在法学界最高

的引证率足以证明一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建顺教授从专业的角度为本书撰写导读。

英国行政法
British Administrative Law

内容简介

   本书是王名扬教授著名的“行政法三部曲”之一，也是王名扬

教授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作者所用材料均是直接参考英文原文

行政法资料，所以展现给我们的也是英国最真实的行政法制度和原

则，而且作者还在此书中针对国外行政法的研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和方法，这对于行政法的学习和研究而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王名扬 / 著

ISBN 978-7-301-11118-5/D•1588

16开 / 28元 / 2006年11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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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鉴  民法研究系列

作者简介

   王泽鉴，台湾著名民法学家。1938年出生于台北,毕业于台湾大

学法律系，获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曾担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访问教授,并在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澳尔本大学从事

研究工作。现任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被称为海峡两岸当代民法第

一人，其学说备受两岸民法学界推崇。

丛书简介

   本系列图书共十六本，均是著名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的经典著

作，是先生多年来从事民法教学与研究的成果体现。其中八卷本的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论述了现行台湾“民法”自制定以来的民

法实务与理论的演变，尤其是里面的大量实务案例和真实判例，无

不在引导读者了解、学习、研究民法的基本体系和具体内容。最难

能可贵的是，八卷本写作长达二十年，却能一以贯之，浑然一体，

循循善诱、引人入胜之感可令读者回味无穷，被学界称为研习民法

学必读的“天龙八部”。

   本系列的另外八部书——《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

《民法概要》、《民法总则》、《债法原理》、《不当得利》、

《侵权行为》、《民法物权》和《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

案例研究》，是作者在教学、研究之余的另一部分学术成果。七部

著作从民法基本内容的几个重要部分展开，仍然沿袭了作者一贯的

写作风格，以理论研究为基础、以案例和判例为线索、以分析解说

为指导、以法释义学为规范模式，亦堪称经典，被许多高校法科教

师指定为教材或参考用书。

   2010年，台湾地区“民法”有较多修改。为此，王泽鉴先生对

《民法物权》和《民法概要》作了非常大的修改，两本书的修改版

已经出版。经过这样的调整和修改，使本套丛书内容更全面，知识

更为新颖，读者可继续追随王泽鉴先生的步伐。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一册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所著“天龙八部”中的第一册，

通过台湾“最高法院”判例及王泽鉴先生自己创设的案例，讲解了

民法学说中的重要法律关系，如买卖、契约、损害赔偿等。

   本书论述了现行台湾民法自制定以来的民法实务与理论的演

变，尤其是里面的大量实务案例和真实判例，无不在引导读者了

解、学习、研究民法的基本体系和具体内容。本书作为“天龙八

部”的第一本，作者倾注了他研究民法的极大热情，其精心、认真

在书中处处可见，案例之组织的严谨、周延以及案例分析的精到，

都可令读者受益匪浅。本书此次出版，在台湾各版本基础上结合大

陆版本进行了修订，尤其是对书中的德文作了修改和审定，作者为

调整八本书的布局 ，还将其中的“附条件买卖中买受人之期待权”

转移至第七册，使“天龙八部”各册篇幅更为合理。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5803-6/D•2413

16开 / 38元 / 2009年12月出版

苏燕英/ 责任编辑



基础法学     2009 CATALOGUE法学学术专著2013 CATALOGUE

047

王泽鉴 / 编

ISBN 978-7-301-15801-2/D·2411

16开 / 30元 / 2009年12月出版

姜雅楠/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5802-9/D•2412

16开 / 33元 / 2009年12月出版 

苏燕英/ 责任编辑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二册 

内容简介

   本书结合台湾民法及大量法院判案实例，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方式，探讨了契约及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 

   本书论述了现行台湾民法自制定以来的民法实务与理论的演变，

尤其是里面的大量实务案例和真实判例，无不在引导读者了解、学

习、研究民法的基本体系和具体内容。循循善诱、引人入胜，在学

习之余，可以感受作者的诲人不倦之情。本书是继“天龙八部”第

一册后作者的又一力作，其写作已经很熟练，分析更为全面。我们

在出版时，重新核定了文中的德文、引注信息，并作了精心编辑，

非常适合大陆学者研究和参考，尤其适合法律系学生阅读。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三册 

内容简介

   本书重点探讨产品责任问题、对消费者的保护，以及有关未成

年人保护的问题。本书以专题类型化的形式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

对上述问题作了论证和总结。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共八册）是著名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

最负盛名的著作。这套书问世至今数十年，拥有众多拥趸，堪称经

典之作。此次出版，在台湾最新版本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订；本

书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延续了王泽鉴先生一贯的论述风格，案例丰

富、资料翔实、分析透辟、深入浅出，对于民法研究和教学都具有

重要意义。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四册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探讨了几种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无效法律行为、

附条件法律行为、二重买卖等，还对债权发生原因中的无因管理和

不当得利做了专题性探讨，同时对未出生者权益的保护也有深入探

讨。

   本书是王泽鉴先生的经典著作之一。此次出版，在台湾2005年1

月最新版本的基础上，参考原简体中文版本，进行了部分修订；本

次出版得到王泽鉴先生的亲自指导，并对书中的外文引注及资料进

行了重新校订，校正了部分文字性及技术性错误，使本书在体例和

内容上均更加完备。相信本书的出版能够极大地满足民法学习者学

习和收藏的需要。
王泽鉴 / 编

ISBN 978-7-301-15800-5/D•2410

16开 / 30元 / 2009年12月出版

侯春杰/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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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五册 

内容简介

   本书针对法律行为的规定及与物权行为适用的关系问题作了深

入探讨，尤其是特殊的物权行为可能引起的债法及侵权法上的后果

问题。作者通过专题研究的形式，辅以丰富的判例与学说，分门别

类对民法学的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及实务上疑义迭生的焦点问题进

行全景式阐释，对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法的民法原则予以引介式考

量；作者的研究视角既立足传统——博采众家之长，又不囿于框架

——递进式推陈出新，其凝结于本书的成果，将对我国民法理论体

系的构建，以及民事法律的解释适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此次出版，在台湾2005年1月最新版本的基础上，参考大陆原

简体中文版本，进行了部分修订；并在王泽鉴老师的指导下，重新

核改了书中的德文、引注信息，校改了原简体中文版的一些技术性

错误。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六册

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法释义学、案例研究及比较法侧重阐述债法上的一些重

要原则，如物之瑕疵担保责任、同时履行抗辩、买卖不破租赁，以

及通谋虚伪之第三人利益契约。

   本书是王泽鉴先生的经典著作之一。此次出版，在台湾2006

年9月最新版本的基础上，参考大陆原简体中文版本，进行了部分

修订；并在王泽鉴老师的指导下，重新核改了文中的德文、引注信

息，校改了原简体中文版的一些技术性错误。具有较强的学习和收

藏价值。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七册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探讨民法与经济法相关领域的法律问题，如定型

化旅行契约的司法控制、土地征收补偿金交付请求权，以及其

他形式金钱赔偿问题。

　　本书是王泽鉴先生的经典著作之一。此次出版，在台湾最

新版本的基础上，参考大陆原简体中文版本，进行了部分修

订；并在王泽鉴老师的指导下，重新核改了文中的德文引注信

息，校改了原简体中文版的一些技术性错误；此外，依据王泽

鉴老师的意见，将原《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的

“附条件买卖中买受人之期待权”一文放入本书，充实了本书

的内容。经过本次修订，具有较强的学习和收藏价值。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5798-5/D•2408

16开 / 30元 / 2009年12月出版

徐云龙 /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5799-2/D·2409

32开 / 28元 / 2009年12月出版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5835-7/D•2423

16开 / 30元 / 2009年12月出版

孟瑶/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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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八册

内容简介

   本书论述了民事审判过程中应适用的原则，如衡平原则、类推

适用，并对一些民法新问题中的法院造法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对

“动产担保交易法”十几年的实施作了回顾。

   本书是王泽鉴先生的经典著作之一。此次出版，在台湾2006年

2月最新版本的基础上，参考大陆原简体中文版本，进行了部分修

订；并在王泽鉴老师的指导下，重新核改了文中的德文、引注信

息，校改了原简体中文版的一些技术性错误。具有较强的学习和收

藏价值。

人格权法
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

内容简介

   人格权法系采法释义学、比较法及案例研究的方法，阐述人格价

值理念，建构人格权法的规范体系，研讨现行法解释适用的基本问

题，以及探寻人格权法的发展方向。在某种意义上，本书也可说是

借着人格权法来检视反省法学方法的理论与应用。

民法思维
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建构请求权基础的理论体系，期能为民法实务提供可

资遵循的思维及论证方法，以增进法律适用的合理性及客观性。本

书重视方法论上的运用，所设实例主要针对民法领域重要的基本问

题，并多引用判例学说及德国法的理论，有助于读者理解相关法律

的解释适用。

　　本书是王泽鉴先生的经典著作之一。此次出版，在台湾2009年7

月最新版本的基础上，参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原简体中文版本，

进行了修订；本次出版得到王泽鉴先生的亲自指导，并对书中的外

文引注及资料进行了重新校订，校正了部分文字性及技术性错误，

使本书在体例和内容上均更加完备。相信本书的出版对民法学习者

应大有助益，特别是对大陆和台湾地区现行民法的比较研究提供了

动态的资料支持。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5912-5/D•2430

16开 / 38元 / 2009年12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5797-8/D•2407

16开 / 28元 / 2009年12月出版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20561-7/D•3107

16开 / 59元 / 2013年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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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概要（第二版）

内容简介

   《民法概要》（第二版）在2009年第一版的基础上，根据台湾地

区“民法”各编的修正对书中内容进行相应调整。本次修订共涉及

物权、亲属、继承等编的修正。

   本书内容着重于阐释民法的价值理念，分析讨论权利体系、法律

行为、债之关系、物权、亲属、继承等重要制度的功能，并提供若

干相关统计资料，使读者能够了解攸关个人权益及社会经济发展之

私法秩序的理论架构和实际运作。另外，本书设计157个例题，阐释

民法上的立法政策、规范模式及解释适用的核心问题。

民法总则
内容简介

   本书是研习民法者的入门参考书，以私权利贯穿始终，开篇转载

了德国法学家耶林的名著《法律的斗争》，为全书定下了基调：即

民法是保障私权利的基本法。接着从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变

动及权利的行使等角度进行论述，力图把民法的权利本位、私法的

价值理念与原理原则全方位地展现给读者。本书的另一特色是，用

实例引导读者发掘问题、思考问题，并带着问题去探求私法上的解

决途径，以专题类型化的形式全面探讨了民法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

面的诸多重要问题，对于民法研究和教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是王泽鉴教授的一部重要著作，最初成书于二十余年前，经

反复修改补充，始成现在的规模。此次出版，在台湾2008年10月最

新版本的基础上，作了较大修订。

债法原理
内容简介

   本书是王泽鉴先生专题讨论债法问题的专著，以“债法原理”为

题，就债法的重要基本问题，作系列专题性的研究；并对债的发生

原因一一作了专章分析和研究，兼采实例以引导法律上的思考和对

理论问题的理解。

　　本书是王泽鉴先生的经典著作之一。此次出版，在台湾2005年1

月最新版本的基础上，参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原简体中文版本，

进行了部分修订；本次出版得到王泽鉴先生的亲自指导，并对书中

的外文引注及资料进行了重新校订，校正了部分文字性及技术性错

误，使本书在体例和内容上均更加完备。本书是学习债法的基本参

考书，相信本书的出版可以对初学债法者提供详细的债法理论指

导，也可以极大地满足民法学习者的要求。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5953-8/D•2431

16开 / 34元 / 2009年12月出版 

侯春杰/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7758-7 /D·2682

16开 / 68元 / 2011年1月出版

陈晓洁/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6020-6/D·2445

16开 / 49元 / 2009年12月出版 

姜雅楠/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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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6002-2/D•2439

16开 / 46元 / 2009年12月出版

孟瑶/ 责任编辑

不当得利
内容简介

   在当前的民法判例中，与不当得利相关的问题非常繁杂，其涉及

面相当广，产生的法律后果和影响也很大。作者通过精当的分析论

证、结构化的章节体例，以及详实的立法资料，加之对判解的深入

研究及对德国法的比较式考察，全面阐释了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演

进、体系构建及未来发展，其对不当得利法则的理论追溯与实例考

证，将为我国民法学及不当得利制度的修改、完善与司法适用提供

有益的动态性启示。

   本书为修订版，在台湾2009年7月最新版本的基础上，参考大陆

原简体中文版本，进行了较大修订，纳入了最近实务案例，补充了

新的文献，重新检视争议问题，强化说理论证，并增列附录资料，

方便读者结合判例和立法资料，对不当得利有较为深入、透彻的理

解；并在王泽鉴老师的指导下，重新核改了书中的德文、引注信

息，校改了原简体中文版的一些技术性错误。

侵权行为
内容简介

   本书结合台湾民法和具体实例，主要阐释侵权行为的基本理论；

分析讨论一般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法的基本概念、体系构造与思考

方法；特别讨论了侵权行为法上的公平正义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对

于特殊侵权行为也作了专章探讨。

   本书从侵权行为的各种表现展开，以理论研究为基础、以案例和

判例为线索、以分析解说为指导、以法释义学为规范模式，将2008

年《侵权行为法——基本理论：一般侵权行为》和2009年《侵权行

为法》（台湾作者自版）合为一本，新书名为《侵权行为》。经过

调整和修改，使本书专题更为明确，论述更为顺畅，案例更为丰

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已经出台，本书是难得的参考

资料。

   本书出版前，在王泽鉴先生的指导下，对书中的德文资料，引注

信息作了认证核对，比起以前的版本更为严谨。

民法物权（第二版）

内容简介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物权编制定于1929年，施行迄今已有八十

余年，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变迁，2010年2月3日公布了新修正的

“用益物权”和“占有”部分条文，并于2010年8月3日施行。因

此，王泽鉴先生结合新的修正情况对《民法物权》（2009年12月

版）进行了修改（除第六章外，其他章均有重大修改），及时推出

《民法物权》（第二版）。王泽鉴先生依据“法律”规定、相关判

例和学术理论，对物权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施行不久的背景下，本书对大陆物权法学者及立法部门极

具研究参考价值。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7915-4/D•2705

16开 / 58元 / 2010年11月出版

陆建华/ 责任编辑

王泽鉴 / 著

ISBN 978-7-301-16021-3/D•2446

16开 / 59元 / 2009年12月出版

苏燕英/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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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兆龙 / 著  陈夏红 / 编

ISBN 978-7-301-15452-6/D·2347

32开 / 22元 / 2009年10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韩忠谟 / 著

ISBN 978-7-301-15400-7/D·2337

32开 / 19元 / 2009年10月出版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民国法学名家精选

法学绪论

作者简介

   韩忠谟（1915―1993），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江苏省泰县

人。1934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法律学系。授课之余，孜孜于法学暨

刑法原理之钻研写作，且以为终身志业。

内容简介

   韩忠谟先生是台湾地区著名法学家，执掌台湾大学法学院数十

年，育人无数。《法学绪论》一书即由韩忠谟先生在台湾大学法学

院执教时自编讲稿删正而成，初版于1962年。作者深感中国自清末

变法以来，法律研究偏重于移植外国法制，注释法学之流弊深重，

而忽略对法学理论与思想的探讨，这对于培养法学新人殊为不利，

因此本书着重从远大处把握法律的全貌，以启发初学者的研究兴

趣，与其他法律课程既无重复之处，而且能彼此配合，相得益彰，

被誉为台湾法学界的经典之作。

刑法原理

内容简介

   本书以刑法基本原理为叙述客体，对刑法原理进行了体系性的展

开与阐述，同时纵论古今刑制之演变，极究刑事思潮之兴衰，揭示

了刑制演变与刑事思潮之间的相关性，并对中国固有的中华法系传

统的律学文化与外来的大陆法系刑事法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

析。正因为《刑法原理》一书重视对刑法基本原理的解析，因而虽

刑法条文因时变动，本书的理论价值却未曾削减。

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

作者简介

   杨兆龙（1904—1979），字一飞，江苏金坛人，中国近代著名

法学家。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和东吴大学法学院。后获哈佛大学

S.J.D法学博士学位。被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评选为世界范围内50位

杰出法学家之一（我国共两位）。至1949年止，其著述约300万言，

译作有《联合国宪章》。

内容简介

   本书所选文章篇篇都是杨兆龙先生治学的精华，字里行间可以看

出一代法学大家的风范，视野开阔，举重若轻，非一般法学匠人可

比。即以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如此法学常识性的题目，编者读过

很多法学家的解析，但仍以为杨先生这一篇是最为透彻精当的。

韩忠谟 / 著

ISBN 978-7-301-15271-3/D·2309

32开 / 29元 / 2009年10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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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政府

作者简介

   钱端升（1900-1990），上海市上海县人。著名政治学家、法学

家、教育学家、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1919年毕业于清华留美

预备学堂，后赴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院留学。

192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

京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以及天

津《益世报》主笔等职务。1952年负责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第

一任院长。1954年任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一部宪法。

内容简介

   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34年，是钱先生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

的一部分成果——“著者的计划，想把英、美、法、德、日、俄的

政府合著成一本书”。此计划穷钱先生数年之力，最终未竟全功，

多有遗憾。然此计划仍只是钱先生为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所做的准

备，斯人治学之魄力与风范，可见一斑。本书对德国宪政史和德国

政治组织的架构与运转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尤其详尽考察了魏玛宪

法这一德国宪法史上的丰碑。

法国的政府

内容简介

   本书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钱端升先生撰写，当初作

者的写作意图是，希望将英、美、德、法、日、俄等先进国家的政

治制度和政府组织介绍给当时政局很不稳定的中国政坛和研究者，

由于诸多原因，作者只完成了《法国的政治组织》、《法国的政

府》、《德国的政府》几本书。因为钱端升等先驱学者的努力，使

处于混乱中的中国有了了解先进国家政治的机会。本次重版《法国

的政府》和《法国的政治组织》，首先是为了缅怀先人，其次是为

了记住那段历史，再次是作为资料，使研究者有可依之据。希望我

们出版的这本书，不致再次成为“历史的尘埃”。

钱端升 / 著

ISBN 978-7-301-15388-8/D·2331

32开 / 20元 / 2009年10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钱端升 / 著

ISBN 978-7-301-15401-4/D·2338

32开 / 23元 / 2009年10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燕大元照法律图书

054

现代刑法问题新思考（1-4卷）

作者简介

   赵秉志，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暨法学院

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新中国首届刑法学博士

（1988），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1990—1991）。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

心创始人。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常务理

事等职务，曾获“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等荣誉。

第一卷 刑法基本问题

内容简介

   《刑法基本问题》是刑法学的基础。刑法基本问题研究的繁荣和

创新关系到刑法学科的总体发展和刑法实践的进步。本书论述了刑

事法治、刑事政策、刑法机能、刑法哲学、刑法解释以及国际刑法

规范的国内立法贯彻等刑法基础理论领域的若干具有前瞻性、现实

性的重要课题，希冀对深化刑法基本问题的研究有所贡献。

编辑荐语

   本书以刑法基本问题为主旨，通过对刑法基础领域若干重要问题

的专题论述，笔者将其开放的心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引入对刑

法问题思考、论证的字里行间，在历史回顾与当下研究、理论发展

与法治现实的全景视阈中，刑法基础领域若干重要问题的真实面相

客观地被呈现，理性地被表达。

第二卷 罪刑总论问题

内容简介

   本书探讨了犯罪总论与刑罚总论领域的若干重要理论和实践问

题。在犯罪总论部分，研究了犯罪构成理论、犯罪停止形态、共同

犯罪及刑事责任阻却事由等争议问题和热点问题；在刑罚总论部

分，研究了刑罚种类和刑罚制度改革问题，尤其是重点研究了中国

当前的死刑制度改革问题，同时还探讨了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和社区

矫正立法构建等前沿性问题。

编辑荐语

   《罪刑总论问题》作为丛书中的一卷，计两编29篇论文，分别研

究了犯罪总论和刑罚总论领域的诸多理论与实务问题，是对罪刑总

论问题的体系性阐述，值得读者阅读、收藏。   

赵秉志 / 著

ISBN 978-7-301-16419-8/D·2511

16开 / 52元 / 2010年1月出版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赵秉志/ 著
ISBN 978-7-301-16416-7/D·2508

16开 / 49元 / 2010年1月出版

孟瑶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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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志 / 著

ISBN 978-7-301-16418-1/D·2510

16开 / 69元 / 2010年1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第三卷 罪刑各论问题

内容简介

   罪刑各论领域所研究的具体犯罪的罪与刑问题实践性突出，同

时它也是刑法总论得以丰富和深化的重要基础。本书分别论述了经

济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和贪污贿赂罪等方面的多种较新类型、常见多发、情况复杂、问题

疑难的具体犯罪的罪刑问题，希翼对相关刑事法治实践和刑法学理

论研究有所裨益。

编辑荐语

   本书是著名刑法学者赵秉志教授《现代刑法问题新思考》丛书

中的第三卷，是关于刑法分则中热点、难点问题的学术专著。文中

作者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通过许霆案、章俊理非法行医

案等典型案例，结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需要，对我国刑法中的经济犯

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贪

污贿赂罪等犯罪的构成、认定及与他罪的界限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

探讨，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了相应的修改意见。本书是刑法

学及相关研究人员的重要参考资料。

第四卷 外向刑法问题

内容简介

   本书以外向型刑法问题为视野，在内容上涵盖了比较刑法、国

际刑法和中国区际刑法三个领域。在比较刑法部分，研究了大陆法

系刑法理论的演进以及法人犯罪、正当防卫、死刑、缓刑、商标犯

罪、财产罪等问题；在国际刑法部分，重点研究了国际刑事法院的

相关问题，同时还论述了普遍管辖原则以及恐怖犯罪、侵犯知识产

权犯罪、贿赂罪等热点犯罪问题；在区际刑法部分，研究了我国大

陆（内地）与我国港澳台地区间的刑事管辖权冲突和区际刑事司法

互助等问题。

编辑荐语

   本书是赵秉志老师《现代刑法问题新思考》丛书的第四部分，

重点是对外向刑法的专题研究，用比较方法探讨了当前刑法中的若

干专题，为刑法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丰富的资料。刑

法学研究不是孤立的学科内研究，也不是简单的纵向梳理，它时常

需要跨越地域甚至时空的动态研究，这样才能全面贯通相关研究领

域，并向更高的研究目标迈进。

赵秉志 / 编

ISBN 978-7-301-16417-4/D·2509

16开 / 59元 / 2010年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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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论系列

两岸刑法案例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陈兴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子平，台湾高雄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是北京大学法学院与台湾东吴大学法律系共同开设的“两

岸刑法学案例比较”课程的文字再现。由大陆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

教授和台湾著名刑法学者陈子平教授共同执教。尤其是课程采用案

例式教学，也是一次尝试。全书体例沿循课程设置的原貌分为四个

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学生先就案例进行法理分析；第二个环节是陈

子平教授根据台湾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进行讲解；第三个环节是陈

兴良教授根据大陆刑法规定、司法解释和刑法理论进行讲解；第四

个环节是互动，学生提问、老师回答。这次课程选择的都是一些疑

难复杂的案例，从而为本次案例式教学课程提供了讨论的空间。讨

论的内容集中在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抢劫罪、杀人罪、强奸

罪、放火罪等这样一些常见多发的重点罪名，结合疑难案例进行深

入展开，这对于推进刑法分则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基础与超越
作者简介

    龙卫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内容简介

   本书是对龙卫球教授以往的著述从民法的观念基础、民法的发

展、民法的主体理论、物权法理论和债法理论等角度进行的集中整

理，是作者多年来学术研究的心得和成果的荟萃。作者在民法理论

上的真知灼见，很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民事诉讼证明妨碍研究
作者简介

   毕玉谦，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国家法官学

院教学部主任、司法审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对证明妨碍制度的基本法意、当事人证明协力义务的设置、

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适用证明妨碍的法律效果以及亲子关系纠纷

案件中证明妨碍问题等方面，分为六章加以深入、系统探讨。在本

书中，作者广泛借鉴两大法系有关国家的立法例、司法判例以及理

论学说，并且结合我国审判实务，为我国的立法及司法工作提出了

许多有益建议。

陈兴良、陈子平 / 著

ISBN 978-7-301-17743-3/D•2676

16开 / 39元 / 2010年9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毕玉谦 / 著

ISBN 978-7-301-17757-0/D•2681

16开 / 59元 / 2010年10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龙卫球/ 著

ISBN 978-7-301-15781－7/D·2403

16开 / 39元 / 2010年1月出版

陆建华/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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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纵横谈
总则部分(增订版)

刑法纵横谈
分则部分

作者简介

   张军，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兼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政法大学、外交学院等院校法学院教授及法律专业硕士研

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2000年获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

   姜伟，现任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职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院

法律硕士研究生导师。参与刑事立法的修订和论证工作。

   郎胜，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主任，主要负

责刑事立法工作。目前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国

家检察官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导师，中国人

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研究员。

   陈兴良，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

学刑事法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犯罪

学研究会副会长、监狱学研究会副会长、审判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1997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1999年当选全国杰出青年

法学家，2001年获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7年获美国法律

社会学协会国际学术奖。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四位作者关于刑法焦点问题的讨论。我们邀请四位在刑法

理论及司法实务界很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就我国刑法理论、司

法实践及立法三方面突出问题，以刑法典型案例为线索展开讨论，

并将以上问题集结成书。

   《总则部分》对刑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因为这

些理论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争议，如何从理论上分析这些

问题就成为本书关切之所在。由于参与讨论的四位作者所处的立场

不同，对这些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阐述，乃至于展开争论，以期

抵达问题的核心点。本书以一种实录的方式将整个讨论过程呈现给

读者，读者不仅从中获得结论性知识，而且可以随着讨论的思路触

摸作者的思绪，这是一般书面作品所不具有的阅读魅力。

   《分则部分》对个罪的讨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问题探讨，二是

案例分析。在问题探讨中，主要是针对这些罪名的司法适用中涉及

的疑难问题进行讨论，这些疑难问题是从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如何

从法理上对这些疑难问题作出正确的解答，就成为本书所要完成的

一项学术使命。应该说，一个问题之所以疑难就是因为对此存在争

议。而这种争议有时是可以通过沟通、辩论消除歧见达成一致的；

也有些争议则是由各自的立场、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因而难以通过

讨论而完全统一观点。但无论如何，讨论本身是十分重要的，正是

通过讨论不仅发现观点分歧之所在，而且深入地追问观点分歧产生

之所由。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刑法理论问题的思考推向深入。

张军  姜伟  
郎胜   陈兴良
ISBN 978-7-301-13311-8/D•1967

16开 / 59元 / 2008年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张军  姜伟  
郎胜   陈兴良
ISBN 978-7-301-13310-1/D•1966

16开 / 49元 / 2008年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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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应茂 / 著

ISBN 978-7-301-15097-9/D•2270

16开 / 29元 / 2009年11月出版

姜亚楠 / 责任编辑

法治中国丛书

法院执行为什么难
转型国家中的政府、市场与法院

作者简介

   唐应茂 ,1997年和1999年分别获得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和法学硕

士学位。之后赴美留学。2000年和2004年分别获得美国耶鲁法学院

法律硕士（LLM）和法律科学博士（JSD, Jurisprudence Science 

Doctor）学位。在纽约、香港和北京等地都工作过，有国际资本市

场和跨国并购等方面的法律实务经验，并一直从事转型社会的金

融、法院等领域的研究。

内容简介

   本书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中国部分法院执行数据的分

析，说明进入法院执行程序的质量如何影响执行的效果，以及法院

在改善执行效果方面存在的局限。

罪刑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
作者简介

   劳东燕，女，1974年出生，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清

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在论证方面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很强的逻辑性，全书分七章，

内容逐步深入、环环相扣、叙述缜密。犀利的语言给人酣畅淋漓之

感，诙谐的话语又能发人深省。从论题到论证，从结构到语言，都

有相当的水平，可以说是一部比较深刻的刑事“法理学”作品。

量刑程序中的理论问题
作者简介

   陈瑞华，男，1967年2月生，山东聊城人。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在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检察官学院任兼职

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关于量刑程序改革问题的学术著作。记录了作者近年

来在量刑程序改革问题的理论研究和探讨。书中以2010年10月1日颁

行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这一司法解释

为基点，作者结合自己在一些基层法院的“量刑程序民间试验”，

对量刑程序改革的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

劳东燕  / 著

ISBN 978-7-301-16187-6/D·2478

16开 / 36元 / 2010年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陈瑞华/ 著
ISBN 978-7-301-17997-0/D•2719

16开 / 32元 / 2010年12月出版

曾健 侯春杰/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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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

内容简介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是人类历史上影响仅次于《圣经》的书，

它奠定了近代以来所有民法教科书和民法典的基本问题域，汇集

了较合理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被誉为“西方文化的基础设

施”。自538年该书问世以来，西方世界不断有人为它做评注，哈佛

大学图书馆现存73种，作者们在评注古法的过程中塑造了现代西方

法制。本书是中文世界的第一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作者

从1988年开始就以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作为其罗马私法课程的教

材。20多年教这本书的经验，累积成他自己的《法学阶梯评注》。

该书写作中汲取了许多西文的《法学阶梯评注》的成果。该书也是

国内第一部对西方古典著作进行评注的作品。

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
内容简介

   这部指南包含一篇导论和六编正文，收入论文33篇，是法律与

社会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各章重在考察特定领域的历程，描述

其现状，分析其得失，指出其挑战，展示其未来走向。作者来自世

界各地，代表了广泛的社会情境，体现了多元的文化视域。这些文

章横跨法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比较法学以及许多部门

法学，涉及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法律意识，涵括民主、人权、法

治、程序正义、法律文化等传统问题，触及批判种族理论、女权主

义法学、后殖民法律以及法律全球化等前沿领域。由此，本书展示

了丰富智识和多重洞见。

   本书作者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阐释进路，不仅有实证主义套

路和新制度主义取向，而且有解释学进路和文化研究视角；不仅有

理性选择方法和政策分析模式，而且有批判研究范式和后现代叙事

风格。本书论证严谨，意蕴丰厚，行文有趣，观点新颖。

牛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南（第二版）

内容简介

   《牛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南》是一部真正的鸿篇巨著。联邦最

高法院不仅是美国司法的最高权威，实质上更是美国宪政的基石和

守护者。本书以1300多个词条、250多万字的巨大篇幅，完整地展现

了与联邦最高法院有关的一切。它不仅是一部以联邦最高法院为核

心的美国司法制度史，更是一部内容涉及美国政治、社会生活各方

面及数百年历史变迁的宏伟史诗！本书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历史和运

作提供了全面综合的介绍；论述了那些对联邦最高法院的运作和美

国立宪主义的内涵都具有核心意义的主要概念。

徐国栋/ 著
ISBN 978-7-301-18321-2/D•2729

16开 / 68元 / 2011年1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美〕奥斯汀·萨拉特 / 编
         高鸿钧、刘毅等 / 译
ISBN 978-7-301-16232-3/D•2496

16开 / 88元 / 2011年1月出版

恽薇 / 责任编辑

〔美〕克米特·L.霍尔/ 主编

        许明月  夏登峻等 / 译

ISBN 978-7-301-14427-5/D•2185

16开(精装) / 298元 / 2009年1月出版

杨剑虹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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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盐野宏 / 著  杨建顺 / 译

ISBN 978-7-301-14331-5/D•2160

16开 / 39元 / 2008年11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日〕盐野宏 / 著  杨建顺 / 译

ISBN 978-7-301-14330-8/D•2159

16开 / 38元 / 2008年11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日〕盐野宏 / 著  杨建顺 / 译

ISBN 978-7-301-14332-2/D•2161

16开 / 39元 / 2008年11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盐野宏行政法教科书三部曲

行政法总论（第四版）

行政救济法（第四版）

行政组织法（第三版）

作者简介

   盐野宏，日本著名行政法学专家，曾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成

蹊大学法学部教授。现任东亚大学通信制大学院教授。

译者简介

   杨建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行政法学

专家。

丛书简介

   “盐野宏行政法教科书三部曲”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系全面

而极具系统性。在充分继承传统理论的同时，对应瞬息万变的各种

行政需要，修正、补充了有关理论，以行政过程论为轴心，通过对

行政法的基础、行政过程论、行政救济论和行政手段论四大部分的

论述，完成了“盐野宏行政法教科书三部曲”——行政法总论、行

政救济法和行政组织法——的架构，体现了清晰的体系架构、发展的

轨迹和架构完整体系的恢弘气质。

 作者寄语

   行政法是实现宪法价值的技术法。因此，本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

题是，在实现法治国的、民主的宪法所具有的诸价值的过程中，行

政法和民事法、刑事法相比较具有什么特色，以及需要何种特别的

法技术的问题。

   本书对行政法诸制度进行理论上的归纳整理。在整理过程中，通

过对行政过程进行更加动态的、综合的考察，注意对以前的行政法

学不曾论及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论述，即立于行政过程论的方法。这

是本书的特色之一。

译者推荐

   无论从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的角度，还是从内容的广泛性和深

刻性的角度，亦或是从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和扎实性的角度，本套书

都堪称力作。正如我曾经给予本套书的评价——三册在手，融会贯

通，行政法学，行家里手。

编辑荐语

   “盐野宏行政法教科书三部曲”能为我们的理论研究坐标建立一

个参照系，使我们能更清晰地观照日本以及我们自己的法治及行政

法学研究状况，其对日本行政法实践和有关理论研究的细致入微、

系统全面的考察和论述，无疑拉长、拓宽、展远了我们的视线和眼

域，必将促进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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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延友 / 著

ISBN 978-7-301-17748-8/D•2680

16开 / 32元 / 2010年9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过失犯研究
以交通过失和医疗过失为中心

主编简介

   刘明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刑法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数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过失

犯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交通过失、医疗过失案件不断增加，有进

一步深化过失犯研究的必要。“海峡两岸暨内地中青年刑法学者高

级论坛”围绕过失犯，细分为过失犯的基本构造、交通过失与医疗

过失三个子议题，对过失犯的概念、构成要件及交通过失和医疗过

失进行了深入探讨。本书即为此次论坛的会议文集，是海峡两岸中

青年刑法学者共同智慧的结晶。期望藉此有助于我国刑法学中过失

犯理论的研究。

中国刑诉与中国社会

作者简介

   易延友， 现任教于清华大学法学院，并兼任北京市延庆县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八个典型社会事件反映出来的刑诉程序问题入手，揭示

了当下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法学界针对这些问题

近年来展开的深入探讨。本书从古代名剧“窦娥冤”入手，开篇即

具亲和力，将严肃的法律以戏剧分析的轻松形式展示出来，特别是

对曾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从社会和法学的多重角度进行了分析，

以另类方式向读者诠释法律制度。

国际私法第二版（上下卷）

内容简介

   《国际私法》一书是德国杰出的法学家马丁·沃尔夫的代表作。

作者被誉为“在阐明国际私法复杂问题方面成就最为辉煌的作者之

一”。原著于1945年初版，1950年再版。本书的最大特点和最重要

的价值在于，它是一部由德国著名国际私法学者写就的以英格兰冲

突法为主线的著作。作者因避难移居英国，得以研究英格兰国际私

法近十年，因此在本书的所有问题上均结合了英、德、法、美等多

国的法律、判决和学说，并用比较法进行了分析，使得本书集英美

国际私法和大陆国家国际私法之长，融汇两大法系，可谓国际私法

著作之典范。李浩培、汤宗舜两位先生于1955年即着手翻译本书，

根据原著第二版并参酌俄文译本译出后，几经周折，中译本方于

1988年得以首次出版，此次再版得到李先生之女凌岩女士和汤先生

的最新授权。

〔德〕马丁·沃尔夫 / 著

       李浩培  汤宗舜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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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铭暄  赵秉志 / 主编

ISBN 978-7-301-14597-5/D•2201

16开 / 52元 / 2008年12月出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高铭暄  赵秉志 / 主编

ISBN 978-7-301-14594-4/D•2198

16开 / 69元 / 2008年12月出版

恽薇 / 责任编辑

犯罪总论比较研究 

主编简介

   高铭暄,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特聘

顾问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秉志,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暨法学院院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犯罪总论比较研究》是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和他的弟子，

现为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师大刑科院暨法学院院长的

赵秉志主编的学科专著，是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

级科研项目“刑法基础理论比较研究”的最终成果。本书的专题设

置涵盖了犯罪理论领域的主要内容，论述反映了近年来犯罪理论研

究的新进展和开拓需要，专题研究深入细致，注意中外比较，理论

与立法及司法实践相结合。本书的出版，是对犯罪基本理论领域的

进一步繁荣和深化，可为本领域的学术探讨提供丰富资料，并对犯

罪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刑罚总论比较研究 

内容简介

   《刑罚总论比较研究》系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

级科研项目“刑法基础理论比较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本书内容

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对不同法系下的刑罚基础问题、刑罚种

类以及刑罚运用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内容全面翔实，对完善我国

的刑罚体系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本书可供刑法学领域

的研究者、学生以及实务工作者学习和参考。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
程序与证据问题研究 

主编简介

   顾永忠，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并兼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常务理

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内容简介

   以程序和证据为研究视角是本书的最大特色，本书收集了十二个

典型案例，均从程序入手，各个案例又因案情不同有不同侧重。增

加了部分相关法律法规链接，都是结合案例选用的相关规定，主要

是《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顾永忠 /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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