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索書號

1 C/548.571/2777/2020/

2 C/548.571/2777/2020/

3 C/567.07/3634/2020/

4 C/579.98/4633/2020/

5 C/579.98/8048/2020/

6 C/584.1116/1740/2019/

7 C/584.2173/1722/2020/

8 C/584.276/2744/2020/

9 C/584.276/7612/2020/

10 C/584.2793/7774/2020/

11 C/584.943/1035/2019/

12 C/584.943/1/5588/2020/

13 C/585.1431/2076/2019/

14 C/585.24/1002/2019/

15 C/585.24/6079/2020/

16 C/585.34/1031/2020/

17 C/585.34/7412/2019/

18 C/585.38/1133/2020/

19 C/585.38/3211/2020/

20 C/585.78/2634/2019/

21 C/586.23/1001/2020/

22 C/586.23/4993/2020/

23 C/586.503/1189/2019/

24 C/586.519/2602/2020/

25 C/586.822/4426/2019/

26 C/587.252/7297/2020/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以重罪案件为视角
苗生明主编；崔杨，李

华，张朝霞副主编
C005864

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法律规制研究 刘辉著 C005856

民事证据契约研究＝Research on civil

evidence contact
赵小军著 C005859

刑事检察实务问题研究 张智辉主编 C005866

刑事辩护实务操作技巧 吴立伟编著 C005860

毒品案件中的证据理论与证据实践 祈亚平著 C005850

未成年人审前羁押权益保障研究 吴波著 C005862

民事诉讼证据运用与实务技巧＝Evidenc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al skills in

civil litigation

王新平著 C005833

未成年人性侵害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王宁霞，黄海燕，董欢

著
C005865

涉卖淫刑事犯罪的司法认定
陆建红，杨华，田文莎

著
C005842

人民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司法适用与定罪

量刑
张洪江等著 C005853

刑法中的间接故意研究 焦阳著 C005848

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侦查与认定 [王文利等撰稿]；陈国

庆主编；王文利副主编
C005863

贪污贿赂罪实务精解＝On the practice of

the crime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罗开卷著 C005844

环境能源与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 (EPC)法律

实务
周月萍，周兰萍编著 C005852

德国民法典：王宠惠英译本＝The German

civil code

[王宠惠譯]；戴永盛校

勘
C005845

德国债法分则案例研习：第十版 卡爾-海因茨·費策

(Karl-Heinz Fezer)，

伊娃·伊內斯·奧博格菲

爾(Eva Inés

Obergfell)著；王剑一

译

C005858

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研究＝Research on tort

liability of medical malpractice
孟睿偲著 C005839

P2P网络借贷审判实务问题研究＝Peer to

peer lending
殷华著 C005837

我国P2P网贷平台非法集资风险的法律规制

研究
阳建勋著 C005857

证据法：国际规管与诉讼中的证据攻防 杨良宜，杨大明，杨大

志著
C005836

国际民事诉讼法：原理、制度与案例 金彭年，董玉鹏编著 C005846

人格权及其救济制度研究 尹志强著 C005849

大陸圖書

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治理研究 向鹏著 C005835

生理性弱势群体犯罪治理研究 向鹏主编 C005851

一般反避税制度法律问题研究＝Researches

on legal issues about the general

anti-avoidance rules

汤洁茵著 C00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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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C/587.81/3110/2019/

28 C/587.943/81/3142/2020/

29 C/588.1/4612/2019/

30 C/588.152/0790/2020/

31 C/588.233/2512/2020/

32 C/588.345/2629/2020/

33 C/589.41/1223/2020/

34 J/548.581/7041/2020/

35 J/579.1/3454/2020/

36 J/579.997/2631/2020/

37 J/581.31/2282/2020/v.3

38 J/584.2171/4425/2020/

39 J/584.2327/4853/2020/

40 J/585.133/4545/2020/

41 J/585.2/1312/2020/

42 J/585.2/6084/2020/

43 J/585.952/73/6811/2020/

44 J/586.4/6049/2020/v.1

45 J/586.4/6049/2020/v.2

46 J/586.521/9628/2020/

47 J/586.92/507/2244/2020/

48 J/586.952/55/9628/2020/

49 J/587.207/6393/2020/ 吉本健一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企業金融・

資本市場の法規制

[黒沼悦郎等執筆]；久

保大作等編
J007145

刑事上の利益に反する供述と伝聞例外＝

Penal interest and the hearsay

exception

小早川義則[著] J007129

中国の近代的刑事裁判：刑事司法改革から

みる中国近代法史＝Modern 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China's modern legal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minal judicial reform

久保茉莉子著 J007136

科学的証拠とフライ法則＝Scientific

evidence and the frye rule
小早川義則[著] J007131

アメリカのホワイトカラー犯罪：名誉なき

巨富

スティーブン・M・ロソ

フ(Stephen M.

Rosoff), ヘンリー・N

・ポンテル(Henry N.

Pontell), ロバート・H

・ティルマン(Robert

Tillman)著；赤田実穂,

J007125

条解民事執行規則
最高裁判所事務総局編

集
J007141

条解民事執行規則
最高裁判所事務総局編

集
J007142

刑法における正当化と結果帰属 松本圭史著 J007130

捜査実例中心刑法各論解説
司法研修所検察教官室

著
J007137

刑法各論＝Strafrecht BT 日髙義博著 J007126

注釈日本国憲法 川岸令和等著；長谷部

恭男編
J007132

交通賠償理論研究の道程 藤村和夫[著] J007143

民法改正と売買における契約不適合給付 古谷貴之[著] J007140

日文圖書
少年事件加害者家族支援の理論と実践：家

族の回復と少年の更生に向けて
阿部恭子編著 J007147

国際テロリズムに対する法的規制の構造：

テロリズム防止関連諸条約における裁判管

轄権の検討

安藤貴世[著] J007133

国際家族法：準拠法・手続法・国籍法・戸

籍法・入管法
奥田安弘著 J007135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及鉴定意见的形成与

采信：以民事公益诉讼为对象的分析＝The

managerment of forensic science, and

the forma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forensic opinions on environment

damage

朱晋峰著 C005840

网络、电子商务与数据法＝Internet, E-

commerce and data law

[韩伟等作]；吴伟光主

编
C005861

德国法院与司法制度＝Germany's court

and the judicial system
孙佑海，李曙光主编 C005834

德国破产法：第七版 乌尔里希．福尔斯特

(Ulrich Foerste)著；

张宇晖译

C005838

行政法总论：原理、制度与实案 杨登峰著 C005854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司法救助司法解释理

解与适用：理解与适用．请示答覆与解读．

典型案例

[郭粹执行编辑；范春雪

责任编辑]；最高人民法

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编

C005843

破产预重整法律实务＝Prepackaged

bankruptcy legal practice

[江丁库等撰]；江丁库

主编；郑小雄，林达，

叶卓尔副主编

C005847



50 /198.58037/3625/2019/

51 /198.58037/3625/2020/

52 /198.58037/3625/2019/c.2

53 /198.58037/3625/2020/c.2

54 /415.9512/2616/2014/

55 /582.84037/2631/2020/

56 /582.84037/2631/2020/c.2

57 /582.84037/7790/2020/

58 /582.84037/7790/2020/c.2

59 /586.5/2519/2020/

60 /586.5/2519/2020/c.2

61 /587.537/1138/2020/

62 /587.537/4463/2020/

63 /587.537/4463/2020/

64 /588.233/4451/2020/ 給國內法院的氣候變遷指引 [林春元等作]；謝英士

主編；[高思齊執行編
0045334

參加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國際研討會．

2019年度：「實現改革：金融危機後存款保

險制度之改變」摘要報告

張祥鍏等著；中央存款

保險公司編
0045330

金融穩定學院(FSI)暨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

會(IADI)．第九屆：「危機管理、銀行清理

與存款保險：如何因應下次危機」國際研討

會紀實

蘇財源，范以端著；中

央存款保險公司編
0045329

參加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亞太區域委員會

年會暨國際研討會摘要報告．第17屆

蘇財源等著；中央存款

保險公司編
0045333

檢察書類寫作要領 周懷廉，陳舒怡，法務

部司法官學院編撰；李

安蕣等執行編輯；李海

龍，柯宜汾，江林達編

輯

0045336

刑事訴訟法論＝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朱石炎著 0045343

刑事訴訟法論＝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朱石炎著 0045344

刑事裁判書類寫作要領 吳冠霆，法務部司法官

學院編撰；林怡伸執行

編輯；李海龍，柯宜汾

，江林達編輯

0045339

刑事裁判書類寫作要領 吳冠霆，法務部司法官

學院編撰；林怡伸執行

編輯；李海龍，柯宜汾

，江林達編輯

0045340

檢察書類寫作要領 周懷廉，陳舒怡，法務

部司法官學院編撰；李

安蕣等執行編輯；李海

龍，柯宜汾，江林達編

0045335

司法倫理講義 [湯千慧等編撰；法務部

司法官學院編]

0045341

司法倫理講義 湯千慧等編撰；[法務部

司法官學院編]
0045337

司法精神醫學手冊 [吳建昌等作]；周煌智

總編輯；王俸鋼等編輯

0045328

司法倫理講義 [湯千慧等編撰；法務部

司法官學院編]
0045342

司法倫理講義 湯千慧等編撰；[法務部

司法官學院編]
004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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