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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相關論著

篇名 -( 期別 )	 	 	 												作者
侵占罪之基本概念 -(4)	 			 												黃榮堅

圖利與保密 ( 上 )( 下 )-(4)(5)	 												甘添貴

論數人參與犯罪之中止 ( 上 )( 下 )-(5)				李進榮

犯罪論體系的重構 -(6)	 																										何秉松

關於日本的犯罪體系論 -(6)	 								松宮孝明

九十五年修正刑法簡介 -(7)	 												范清銘

由美國民事財產沒收制論反毒作為

之新思考 -(7)	 	 																										朱富美

對國內外點對點傳輸案例分析

之我見 -(7)	 																																								張少彬

淺論盜採砂石與公務員貪瀆關係 -(7)					吳文忠

	 	 	 	 												曾耀賢

法律人的雙語世界一談「日常語言」

和「法律語言」的併用 -(7)	 												鄭逸哲

論沒收 -(8)	 	 							 												柯耀程

貪瀆犯罪「窩裡反」條款與	

「刑事免責」之檢討 -(8)																									陳運財

論理性選擇理論對刑事政策之

影響與評析 -(8)		 																										許福生

司法審判機關化 -(2)	 	 												林石根

環境權入憲初探 -(5)	 	 												徐昌錦

香港的人權保障及其隱憂 -(6)	 												魏千峰

論立法不作為之違憲審查 -(7)																	陳春生

釋憲者遭遇立法對抗之困境與

因應對策 -(7)	 	 																											朱敏賢

修正後公務員圖利罪新增要件

內涵分析 -(1)	 	 	 												劉承武

廉政與肅貪—談處理公務常面臨之

刑法問題 -(2)	 	 																											施茂林

刑事職務規範與直覺判斷之迷思

與辨正 -(3)	 	 	 												施茂林

臺灣幫派與取締法律 -(4)		 												蔡墩銘

刑事實體法論著

太武山 / 金門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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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鑑定與醫病關係？ -(9)	 												黃俊雄

醫療業務過失與刑事責任 -(9)																	甘添貴

日本刑事醫療過失責任之實況 -(9)									彭南雄

我們在創造歷史，歷史將留下

我們的足跡 -(9)		 																											何秉松

臺灣地區經濟金融犯罪的偵審概況 -(10)		周士榆

美國證據開示制度簡介 -(10)	 												殷玉龍

刑事訴訟法修正要點 -(1)								 												施茂林

刑事訴訟法修正重點說明 -(1)																	蔡清遊

論羈押要件 -(1)																			 												沈明倫

搜索扣押實例探討 -(1)	 																										陳瑞仁

搜索扣押案例探討 -(2)	 																										陳瑞仁

誰能決定被告生死？ -(2)	 												蘇友辰

論拘提或逮捕相關問題 -(3)		 												王兆鵬	

控制下交付與搜索逮捕之關係 -(3)									陳瑞仁

軍事審判法修正簡介 -(4)	 												劉岳平

偵查の藝 -(4)	 	 	 												邢泰釗

德美兩國刑事法教學與法庭活動

之比較觀察 -(5)		 	 												張麗卿

網路電話之現況與偵防因應 -(5)													朱帥俊

陸正案答問 -(5)																																										陸晉德

刑事訴訟法修正後之實務運用 -(6)									張淳淙

經濟犯罪與羈押 -(6)																																	許永欽

論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之

角色、地位 -(6)		 																										謝協昌

明鏡 -(6)	 	 	 												邢泰釗

折獄明珠 -(7)	 	 									 												邢泰釗

美國刑事訴訟淺論－以檢察官之角色

與認知為論 -(8)		 	 												呂維凱

論檢察一體觀念之調整 ( 上 )( 下 )-(8)(9)						梁義順

金管會如何協助偵辦金融犯罪及現今

金融犯罪偵查的重要課題 -(8)	 												莊				正

美國聯邦檢察官撤職風波 -(9)	 												陳瑞仁

刑事程序法論著

刑事執行操作查扣原則及流程以消滅

犯罪所得之方法 -(9)										 												劉承武

臺灣檢察官與檢察制度 -(9)	 												何克昌

偵辦重大案件技巧之新顯學—刑事司法互助

-兼談請求新加坡刑事司法協助 -(9)													黃謀信

南迴鐵路謀殺案偵辦心得 -(9)	 												蔡榮龍

美國聯邦上訴程序之研究 -(9)	 												周文祥

辦理重大貪汙案件之審判心得 -(9)									陳定國

向網路犯罪宣戰，科技新人類給我

們上的一課 -(9)		 																	John	Palfrey

																																																																曾士哲	譯

從德國刑事參審制度看司法院「人民觀審

試行條例草案」的基本問題 -(10)	 												楊雲驊

日本高定罪率原因再探—以偵查實務

為中心 -(10)	 	 																											李濠松

從檢警移送事實之拘束力探究裁判主文

應否諭知無罪 -(10)	 	 												王鴻均

最高法院全民「觀」審－網路轉播

勢不可檔的時代趨勢 -(10)	 												朱富美

二審新手檢察官實行公訴一年有感─淺析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 100 年度上重更

（二）字第 2號案件 -(10)	 												吳祚延

最高法院全民「觀」審—網路轉播

實行公訴制度 12年總體檢之我見 -(10)				張安箴

認罪協商制度於我國刑事訴訟實務之

定位與檢討 -(10)	 	 												曾士哲

最高法院應勇於自為判決	-( 金馬法鑑 )					陳瑞仁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9條施行周年現況

與檢討－ 2012 年由判決統計論立法

政策得失 -( 金馬法鑑 )	 	 												朱富美

DNA證據之研究 ( 上 )( 下 )-(1)(2)									朱富美

淺談專家證人在虐童與性侵害案件的

實務運作 -(1)	 	 																											黃心賢

司法警察出庭作證教戰守則 -(1)													張安箴

證據法論著



司法警察證據法實例演練 -(1)																	邢泰釗

DNA鑑定的證據能力 -(1)	 												野明義

暗示訊問之運用及危險 -(2)	 												朱朝亮

司法警察與證據排除法則 -(2)																	林俊益

談司法警察就刑事訴訟新制應有之

認識 -(2)	 																																									李錦樑

證據法基本概念 -(2)	 		 												葉建廷

現場處理人員如何因應法庭

交互詰問 -(2)	 																																									程曉桂

警察雷射測速證據 ( 上 )( 下 )-(3)(4)							施俊堯

正視傳聞證據法則立法疏漏對幼童

性侵害案件之影響 -(3)												 												朱富美

從公訴法庭證據價值談司法警察

偵查行為 -(3)	 																																									張安箴

由案例探討當事人蒞庭及交互詰問制度

刑案現場勘查應有之認知與作為 -(3)					謝松善

真相是什麼？ -(3)	 																										呂太郎

抓賄與移動式蒐證器材之使用 -(4)									陳瑞仁

論證人之聲音指認及聲紋鑑定 -(4)									朱富美

論法院自由心證及證據評價之基本

認識 ( 上 )( 下 )-(4)(5)	 																										劉承武

日本藥物犯罪的現狀及相關課題 -(4)						蘇德昌	譯

證據法則相關問題研究 -(5)																					朱石炎

論證據排除法則與警察因應之道 -(5)					許福生

論命令解剖之利益衡量	 		 												朱富美

從證據能力談司法警察以「釣魚」

辦案方式之妥適性 -(5)																													黃玉垣

自白與補強法則 -(6)																																	黃朝義

為對質指認強制被告變髮與	
採取聲調 -(6)	 																																									朱富美

從公訴觀點談同意搜索 -(6)	 												張熙懷

刑事證據 -(7)	 	 	 												王兆鵬

鑑定人與鑑定證據的法理檢討 -(7)									林裕順

日本刑事證據法則之理論與實務 -(7)					吳秋宏

司法警察辦理相驗案件蒐證要領 -(7)					張安箴

法醫鑑定與法醫師法 -(8)	 												王崇儀

刑事訴訟法中之法理與類推適用 -

以南迴搞軌案為例 -(8)																														李佳玟

「緝毒犬聞出了大問題」－談科技

偵查之隱私權侵犯與搜索 -(8)	 												朱富美

從傳聞法則談偵查模式之因應 -(8)									黃裕峰

線上遊戲盜寶案件偵辦標準程序 -(8)					徐仕瑋

從科學證據的觀點看測謊證據能力 -(8)					林故廷

基層法醫實務與制度－以雲林地方

法院檢察署為例 -(8)	 																											鄭寬寶

以非訴訟方式解決醫療糾紛之研議－

由德國「醫療糾紛鑑定委員會」及

「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談起 -(9)									朱富美

「抽樣調查」在我國刑事司法實務中

之應用 -(9)	 												 		 												廖先志

境外犯罪調查策略之研究－以「廣大興 28號」

漁民洪石成被菲律賓公務船射殺為例 -(10)			林故廷

生活法律 -(2)	 	 								 												鄭麗燕

民事訴訟法上之基礎原則及其關聯 -(4)								黃茂榮

法律扶助與訴訟救助之關係 -(4)													鄭文龍

效率、正義與契約 -(5)	 																										陳彥希

拍賣物為第三人財產時之物權關係

與債權關係 -(6)		 											 												詹森林

醫療過失與民事責任 -(9)	 												邱				琦

中國大陸事實婚姻解除 ( 終止 )

的法律效果 -(9)																																										郭永發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補償制度 -(9)													曾士哲

家事事件法之審理原則與特色 -(10)						李國增

民事法相關論著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之專利紛爭

與臺灣企業因應之道 -(6)	 												劉尚志

	 	 	 	 												王俊凱

公司捐贈的法律問題 -(7)	 												劉連煜

商事、經濟相關法學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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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不意外？文山溫泉落石事件的

法律經濟分析 -(7)																																					熊秉元

台海兩岸實施智慧財產民、刑事及

行政訴訟三合一審理制比較評析 -(8)					魏憶龍

	 	 	 	 												林合民

會計從業人員及會計師簽證之

相關法律責任 ( 上 )( 下 )-(8)(9)															李重慶

經濟學家如何分析法律規範 -(8)													朱敬一

鄰居換偶房屋貶值的官司 -(9)																	熊秉元

	 	 	 											 												帥嘉寶

	 	 	 	 												陳心弘

公司化國營事業為公益捐贈應受

預算法等相關法令規範 -(9)																					謝碧珠

藉由電腦鑑識（Computer	Forensics）

進行企業風險管理 -(10)																											林佳瑩

軍事審判制度回歸司法院的憲政意義 -(10)		陳新民

回顧軍事審判制度與驟然變革可能

衍生之影響 -(10)	 	 												簡朝興

司法與軍法互助在金門之體現 -( 金馬法鑑 )			儲義財

海滄法院臺胞陪審員參審制度設計

與成效分析	 	 																										薛永慧

促進海峽兩岸社區矯正處遇─

志願服務角度以論 -(10)		 												鄧煌發

論兩岸刑事司法互助調查取證

之證據能力 -(10)	 	 												許福生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與刑事證據法則

之研究—特信文書與傳聞法則 -(10)												林裕順

海峽兩岸對於犯罪所得查扣與沒收之研究－

兼述金門、連江地區犯罪所得之查扣與沒收				郭永發	

論中國大陸刑事辯護制度之修正													張明偉

兩岸法制下的刑事不利益變更禁止

原則及其法理基礎 -(10)		 											潘天蔚

軍事審判制度專題

兩岸法制評論

論刑民交叉案件的被害人權利保護 -(10)						王林林

	 	 	 	 												魏大眾

淺談法學翻譯中的同詞異義問題 -(6)					王世洲

法學方法論 -(7)																																										楊仁壽

方法論

行政法規論著

行政法講座 (上 ) －行政法學方法論 -(3)						劉宗德

行政法講座 (下 ) －行政程序法 -(4)							劉宗德

從法律觀點解析行政組織變革之

方向與問題 -(7)		 																											李震山

論行政執行相關程序的銜接 -(7)													蔡志方

行政訴訟與司法審查概念之異同 -(7)					楊				寅

政府資訊公開法解析 -(8)	 												湯德宗

從「精神病學與法律」課程省思

精神衛生制度 -(8)	 																											蘇佩鈺

行政罰法上不法利益之追繳問題 -(9)					陳清秀

風險、風險預防與風險處理 -(2)													柴松林

從企業的觀點談廉能 -(3)	 												嚴長壽

從展望理論看選舉決策 -(3)																					洪茂蔚

	 	 	 	 												劉玉珍

	 										 	 	 												戴維芯

政府改造現況與展望 -(6)	 												朱武獻

大衛葛根與領導統御 -(6)	 												洪勝堃

行政管理與創新 -(7)	 																										施茂林

從建立一個以服務為導向的企業

文化談現代公僕 -(7)	 																										嚴長壽

新世紀的策略管理 -(7)																									歐陽靉靈

從糾正案另類思考國安基金運作

失當問題徵結 -(7)	 	 												林修葳

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公開財務資訊

之意涵與運用績效 -(7)	 																										謝碧珠

從政風體系的轉型談變革及價值管理 -(9)				管高岳

管理專欄



預防犯罪

2008 年雲林地區特殊刑案偵查與

預防策略白皮書 -(8)		 																											邢泰釗

防杜斃死豬非法留用之修法研議 -(8)					郭吉助

	 	 	 	 												黃裕峰

設計預防犯罪理論－集體合作、

共同預防犯罪 -(8)	 					Stuart	MacDonald

	 										 	 																						黃國禮	譯

設計防範犯罪 -(8)	 																			Mike	Press

	 																																																		張岑瑤	譯

少年藥物濫用預防策略之管窺 -(8)									林瑞欽

鑑識會計 -(8)	 	 	 												馬秀如

藥物法庭制度介紹－對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24條之建議 -(8)																											楊士隆

	 	 	 		 												李宗憲

2010 年屏東地區刑事偵查與為民服務

之檢討與策進 -(9)	 																											邢泰釗

酒醉駕車決意歷程與預防對策之研究

－以高雄地區為例 -(9)																													王邦安

2012 年金門地區犯罪趨勢與管理

-( 金馬法鑑 )	 																																									孫義雄

																																																																					李修安

																																																																					陳佩君

治安論壇

臺中縣警察局策劃「推動社區警政視訊

暨勤務工作方案」－提昇服務品質及預

防犯罪能力 -(1)																																									陳瑞添

賞與罰 -(1)	 																																									林清求

新世紀之警察職權法制－警察職權行使法 -(2)			官政哲

解讀桃花源的安全防衛機制 -(2)													陳連禎

「機動無線電汰換更新案」執行情形

簡介 -(2)	 	 																											鄭火來

無名屍體查詢技巧 -(2)	 																											吳武龍

日本實務當中處理違紀警察之概況

與其侷限性 -(2)																																										陳慈幸

警察風紀與形象之探討 -(2)	 												李金田

棄灰斷手補破窗 -(3)	 																										陳連禎

俯瞰當前日本警察政策之特點－

從社區與民眾安全問題而論 -(3)													陳慈幸

美國警察的制度及啟發 -(3)		 												石支齊

從社會正義、社會安全談警察的

社會責任 -(4)	 																																									謝芬芬

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勤務方式

新探 -(4)	 																																									呂英敏

政府機關整體資安策略探討 -(4)													李相臣

	 																																																							高大宇

懷念一段勇敢與堅持的刑案實錄 -(4)					方成德

我國警察聯絡官之制度探討 -(4)													洪勝堃

參訪日本警政心得紀要 -(4)	 												林文全

從香港經驗談如何建立廉能警察 -(4)					林佳世

從美國警察實務談防彈衣之重要性 -(4)				石支齊

簡介美國緝毒局組織及查緝毒品方式 -(4)	

英國希斯羅機場參訪紀行 -(5)	 												陳瑞添

				 																																																							余振芳

督導駐美東地區海外境管業務紀實 -(5)				吳振吉

澎湖離島之治安經營策略 -(5)	 												官政哲

美國警察的政風制度 -(5)	 												石支齊

日治時期的臺灣警察 -(5)	 												林佳世

國土防衛 -(5)	 																																									劉世林

檢察官指揮調度員警協助辦案件

作為探討 -(6)	 																																									侯友宜

警察職權行使法上之即時強制 -(6)									蔡茂寅

臺北縣政府警察局警騎隊成立過程

、執行效益及未來展望 -(6)	 												黃茂穗

社區警政推展的實務與爭論 -(6)													施源欽

警政署政風室九十四年重要績效 -(6)					林明志

94年度政風專精講習精神講話 -(6)								謝銀黨

一以貫之，從「了凡四訓」一書

論海巡文化 -(6)				 																											鄭樟雄

知識管理在檢察體系之運用 -(10)											黃元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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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世紀警政思維 -(7)	 																											劉世林

我國警政機關之顧客關係管理現況

調查與未來努力方向 -(7)	 												張				琪

再造治安策略公共性 -(7)	 												高政昇

	 																																																							陳譓森

勤務安全之重要性 -(7)	 																										石支齊

警政署電信警察隊執行「防制詐騙

集團詐財作為」策略作為 -(7)	 												劉太強

95年度政風專精講習致詞 -(7)	 												侯友宜

經絡海洋、十年守護 --- 海巡工作

十年回顧與前瞻 -(9)	 																											王進旺

論培育警察專業人才之教考訓用制度 -(9)					侯友宜

社區輔助警察於社區警政運用之探討 -(9)			蔡俊章

「夜巡」不忘治安有望 --- 談社區

警政的「代表作」-(9)	 																											陳連禎

同理心 -(9)	 																																									金浩明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防制毒品危害

治安策略 -(9)	 																																									宋孔概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簡介 -(9)				廖宗山

談當代社會趨勢與警察核心能力 -(10)			謝秀能

新北市當前警政工作概況與創新

作為 -(10)	 	 	 												伊永仁	
	 	 	 	 												廖學霆

卻顧所來徑－談警察分局長的角色

與定位 -(10)	 	 	 												蔡耀坤

尚義機場發展紀實與航警實務探討 -(10)						鍾興昌

金門地區治安組織聯防運作

見證 -( 金馬法鑑 )	 	 												張蒼波

金門地區海巡工作強化作為探討

-( 金馬法鑑 )																海岸巡防署第 12巡防區

金門海域大陸船舶新興違法態樣與

危機研析 -( 金馬法鑑 )	 	 												陳志偉

淺談查察計畫與布局 -( 金馬法鑑 )									洪培根

警政治安工作十年回顧與展望

-( 金馬法鑑 )	 	 															連江縣警察局

自 1990 年遣返工作與收容

管理 -( 金馬法鑑 )	 	 				連江收容所

近十年偵辦刑事案件概述

-( 金馬法鑑 )	 	 	 				連江調查站

從 1990 年「金門協議」談外逃

大陸地區罪犯之緝解 -( 金馬法鑑 )					連江調查站

2012 年查緝馬祖地區越域捕漁概況

-( 金馬法鑑 )	 海洋巡防總局第十 ( 馬祖 ) 海巡隊

92 年至 101 年廉政作為

-( 金馬法鑑 )	 																					連江縣政府政風室

離島地區反賄選簡述 -兼論金門地檢署

101 年反賄選工作 -( 金馬法鑑 )													周士榆

觀護園地

從整體學業自我效能感情談青少年偏差

行為與犯罪行為之形成 -(5)																					吳英璋

	 	 	 	 												溫明晶

12Q輔導理念與生涯發展 -(8)																蔡德輝

性侵害犯罪之輔導教育與身心治療

歷程分析 -(8)	 	 																											鄭瑞隆

高關懷青少年犯罪預防與輔導 -(8)									鄧煌發

前科與就業：各國經驗 -(8)	 												周愫嫻

自我瞭解及自我肯定 -(8)	 												廖永靜

溝通協調與說話的藝術 -(9)	 												祝鳳岡

法務志工如何增強專業輔導能力 -(9)					林美靜

弱勢族群家庭司法保護服務的策略

與作法－以原住民族為例 -(10)	 												張再明

離島地區更生保護業務之我見我思 -(10)						程又強

屏東縣琉球鄉毒品走私、製毒案例

之研討 -(10)	 	 	 												葉春麗

	 	 	 	 												程文珊

	 	 	 	 												夏以玲

南投地區如何連結偏遠地區政府及社會

資源有效推動司法保護 -(10)	 												李孟珍

臺東地區綠島、蘭嶼司法保護執行

現況與願景 -(10)	 	 												姚武雄

澎湖地區柔性司法保護工作概述 -(10)									廖珮儀



前警政署長莊亨岱先生 -(6)

前法務部政風司司長劉展華先生 -(6)

專訪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先生 -(6)

最高法院檢察署前檢察總長王建金先生 -(7)

最高法院檢察署前檢察總長陳涵先生 -(7)

前中央警官學校校長梅可望先生 -(7)	

宜蘭丸山聖母療養院院長柏德琳修士 -(7)

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先生 -(7)

最高法院檢察署前檢察總長石明江先生 -(8)

臺灣國寶級的金光布袋戲大師黃俊雄大師 -(8)

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所長羅明通律師 -(8)

霹靂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黃強華董事長與
黃文擇總經理 -(8)

一代佛教宗師星雲大師 -(9)

當代文學大師余光中先生 -(9)

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前檢察長張春榮先生 -(9)

教育家前高雄中學校長王家驥先生 -(9)	

一代刑事鑑定大師李昌鈺博士 -(10)							楊婉莉

	 	 	 	 												陳佳慧

	 	 	 	 												許炳華

挖掘沉默的證據法醫巨擘

- 裴起林先生 -(10)	 	 												程文珊
	 	 	 	 												顏民宗

	 	 	 	 												詹淑雅

	 	 	 	 												許哲瑋

	 	 	 	 												盛義宏

鑠法薪傳

金門與我有緣－金馬司法工作之

傳承與回憶 -(10)	 	 												朱石炎

金馬司法生涯十年紀行 -(10)	 												紀文勝

十載焠錬的閩東珍珠 -(10)	 												黃玉垣

司法工作經驗傳承 -( 金馬法鑑 )													城仲模

金門司法工作之經驗與回憶 -( 金馬法鑑 )					王和雄

每一個人都是自己舞台的

主人翁 -( 金馬法鑑 )	 	 												趙昌平

法務部陳部長定南先生 ( 上 )( 下 )-(1)(2)

前警政廳王廳長一飛先生 -(1)

刑事警察局鑑識科科長程曉桂 -(1)

國家安全局副局長王進旺先生 -(2)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鑑識中心主任謝松善 -(2)

慈濟功德會創辦人證嚴法師 -(3)

前警政署長顏世錫先生 -(3)

三義木雕大師康木祥先生 -(3)

前保一總隊總隊長陳禮中先生 -(4)

喜樂保育院創辦人瑪喜樂女士 -(4)

專訪內政部部長蘇嘉全先生 -(4)

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先生 -(5)

前警政署長孔令晟先生 -(5)

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張俊雄先生 -(6)	

人物專訪

澎湖地區更生保護會業務現況與展望 -(10)				高珍珍

	 	 	 	 												陳雅琳

澎湖地區犯罪被害人服務推動困境

之探討 -(10)	 	 	 												黃筱筑

	 	 	 	 												陳佩琳

金門監獄受刑人司法保護需求之

探索 -(10)	 	 	 												許金標

金馬更生保護特色 -(10)		 												王寶璽

金門地區司法保護業務之現況與

檢討 -(10)	 	 	 												孫國粹

	 	 	 	 												王怡雯

	 	 	 	 												涂惠琴

金門地區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特色

與困境 -(10)	 	 	 												孫緗妮

金門地區更生人就業服務之檢討

與策進 -(10)	 	 	 												謝彧玥

談連江地區司法保護業務 -(10)	 												黃玉垣

金門監獄連江分監收容人司法保護

需求之探討 -(10)	 	 												許炳輝

連江就業服務站輔導案例分享 -(10)							林寶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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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連江縣之司法發展與省思 -( 金馬法鑑 )						曹爾忠

金馬地區之司法歷程與省思 -( 金馬法鑑 )					林勤綱

一個政風人的心聲 -( 金馬法鑑 )													陳炳仁

金門地檢 7月餘，忙裡偷閒

逍遙遊 -( 金馬法鑑 )	 	 												林俊益

金馬司法審判工作三年之回憶

與感想 -( 金馬法鑑 )	 	 												陳坤地

辦理金門馬祖民事訴訟隨筆 -( 金馬法鑑 )					陳容正

金門地院八卦史 -( 金馬法鑑 )	 												張珈禎

金門 -浯江情緣 -( 金馬法鑑 )	 												朱朝亮

懷古鑑今 ‧ 再創高峰 -( 金馬法鑑 )											陳宏達

近二年重要案件及工作紀要 -( 金馬法鑑 )					張金塗

金門執事花絮 -( 金馬法鑑 )	 												張益昌

金門，兩度職涯轉折 -( 金馬法鑑 )									吳祚延

憶往金門 -( 金馬法鑑 )	 																											莊榮松

懷念金門行 -( 金馬法鑑 )	 												吳文政

浯島之憶 -( 金馬法鑑 )	 	 												陳明進

金生金事 -( 金馬法鑑 )	 	 												席時英

近十年來重要廉政工作查察紀實

-( 金馬法鑑 )	 	 															福建省調查處

傳承 ‧ 蛻變－金門新廉政

-( 金馬法鑑 )	 	 							金門縣政府政風室

戰地金門的獄政史事 -( 金馬法鑑 )									許金標

連江憶往 -( 金馬法鑑 )	 	 												賴哲雄

感恩的地方 --- 馬祖 -( 金馬法鑑 )										林慶宗

馬祖執法回顧 -( 金馬法鑑 )	 												許呈傑

緣起馬祖心正念	把握當下

好時機 -( 金馬法鑑 )	 	 												陳登堯

誠以待人、敬以致事 -( 金馬法鑑 )									孫國粹

法界前輩的智慧與傳承 -( 金馬法鑑 )					洪建銘

會計業務沿革及簡介 -( 金馬法鑑 )									楊定成

																																																																					劉秀芳

兼辦金門高分檢人事業務之我思 ‧ 我見 ‧ 我聞

－由人力資源分析談起 -( 金馬法鑑 )												馮怡青

馬祖記遺 -( 金馬法鑑 )	 	 												洪建銘

金門人與司法圈淵源 -( 金馬法鑑 )									楊肅民

廉吏列傳

知識分子的良心與風骨－陶百川先生

生平事蹟簡介 -(1)	 	 												顏高飛

開封有位包青天 -(1)	 																											葉建華

尹仲容先生生平事蹟簡介 -(2)																	顏高飛

海公大紅袍 -(2)																																										葉建華

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精神－傅斯年先生

生平事蹟簡介 -(3)	 																											顏高飛

我們的赫德 -(4)																																										葉建華

蔡元培先生生平事蹟簡介 -(5)																	顏高飛

前樂生療養院院長陳宗鎣先生 -(5)									蘇德昌

林則徐 -(6)	 	 	 												葉建華

洗心集

快雪時晴 -(1)	 	 	 												賴鼎銘

爸爸，你的確是一位完人 -(2)																	錢				煦

父與女 -(2)	 																																									朱嘉雯

情采－布雕創作 -(2)	 	 												周美純

親情的吶喊 -(3)		 																										楊麒麟

做就是了－活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3)							傅木龍

家，是自我的延伸 -(3)										 												朱嘉雯

一個人上山 -(3)																																										葉志龍

圍棋樂 -(4)	 																																									劉錦安

馬陵絕響 -(4)	 		 	 												簡文鎮

時代之解就在心頭自明 -(4)	 												王鎮華

彌勒樓閣 -(4)	 																																									李霖生

追著櫻花跑 -(4)		 																										曹又方

叩問滄桑 -(4)	 	 	 												林貴真

浮生苦茶 -(5)	 	 							 												林清玄

永遠的阿媽 -(5)		 																										洪淑娟

現代人的身心療癒地圖 -(5)	 												胡因夢

心靈花園 -(5)	 	 	 												張淑芬

諦觀隨想 -(5)	 																																									陳經緯

生死相通、有漏人生 -(6)	 												余德慧

山旅絮語 -(6)	 																																									何正成



價值變遷與個人認知之因應 -(1)													洪				蘭

躬身入局才有希望 -(2)	 																										何進財

情緒壓力與行為的關係 ( 上 )( 下 )-(3)(4)						洪				蘭

不一樣的社會、不一樣的人生 -(4)									柴松林

人權與人權譜系的擴增 -(4)	 												柴松林

菜人物語、黑暗之心 -(5)	 												邢泰釗

法律隨筆 -(5)	 																																									郭麗娟

埋頭苦幹也要抬頭看看 -(5)	 												何進財

死有重如泰山，輕如鴻毛 -(6)																	白冰冰

規劃美滿的人生 -(6)	 																											白省三

唯有創新才能發展 -(6)	 																											林能白

用心懲戒 -(6)	 																																									黃勝雄

生涯規劃最後的十四堂課 -(6)																	彭慧玲

	 	 	 	 												王昭琪

信任能產生力量 -(6)	 																										鄭石岩

終身學習 -(7)	 																																									柴松林

未絕－一位作者的成長 -(7)	 												張曉風

提升生活與工作效能 -(7)	 												鄭石岩

談觀念革命 -(8)																																										王一飛

聽故事、學佛法、聞覺道、

透心涼 ( 上 )( 下 )-(8)(9)				 												林文亮

換個想法 -(8)	 																																									程曉桂

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 -(9)	 												季羨林

側看成峰 -(9)	 																																									陳之藩

不滯譚

參加鐵人三項運動之感想 -(1)																	于建中

SARS 你了嗎？還是學會止煞？ -(1)						許正典

冠狀動脈與心臟病 -(2)	 																										黃瑞仁

健康排毒與癌症預防 -(2)	 												賴基銘

冠狀動脈與心臟病的診斷與治療 -(3)					黃瑞仁

再也不當生悶氣的好人 -(3)	 												許添盛

漫談高度近視的視網膜病變 -(4)													何子昌

癌症防治與健檢 -(4)	 	 												賴基銘

別被肝病打倒 -(5)	 	 												許金川

心導管檢查及治療 -(5)	 																											黃瑞仁

寶貝牙齒自己來 -(5)	 																											藍萬烘

生物技術點石成金	農業生技向上提升 -(8)				張明瑜

	 																																																							高淑貴

打通醫學的任督二脈 -(8)	 												賴寧生

醫療糾紛 -醫者的夢饜 -(9)	 												李昭仁

醫療糾紛簡介及預防 -(9)	 												蘇清泉

肺癌：並非不治之症 -(9)	 												余忠仁

健保制度下的醫師心聲 -(9)	 												李				琳

醫療保健

其  他

一生必遊西方十大古文明遺跡 -(3)									阮清陽

婚姻移民及其衍生問題的解析 -(5)									柴松林

教改聲中話教育 -(5)	 	 												萬家春

臺灣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之現況與展望 -(9)			湯曉虞

揭開臺灣海岸防護工程的真相與

海洋生態的興衰 -(9)	 																											鄭明修

恆春半島山水典藏 -(9)	 																											謝宗宏

人口革命與人口問題 -(9)	 												柴松林

臺語扎根上手，庭訊任爾遨遊

－學與用臺語的若干心得 -(10)	 												粟威穆

最後一泡茶 -(6)											 																											林清玄

母親的花 -(6)	 																																									林懷民

風裡的哈達 -(6)																																										席慕蓉

山豬、飛鼠、撒可努 -(6)	 												亞榮德

	 																																																							撒可努

舉杯向天笑－論中國詩之自作多情 -(7)			余光中

人物速寫之「J」-(7)	 																										林文月

臺灣念真情 -(7)																																										吳念真

七十五歲生日一輯 -(7)	 																										周夢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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