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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五年来台湾学界中国法律史论著目录（1990-2005）
尤陈俊
整理者注：这份台湾学界于 1990-2005 年间产出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论著的目录，不仅
包括专书与期刊论文，还涵盖此一时期以中国法律史为研究主题的博、硕士论文。这些广义
上的中国法律史——并不仅仅囿于通常狭义上所谓的‚法制史‛或‚法律思想史‛——论
著，并不全是出自身处法学院体制之内的法史学研究者之手，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台湾
文史学界近十五年来在中国法律史研究方面的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单凭我一人之力完成如此规模的目录整理，未免有些力有不逮，所幸
的是，此前已有多位台湾学者做过一些零散的相关整理。此一部分的目录统计，在部分参考
了高明士、桂齐逊、黄圣棻、卢静仪、刘恒妏、陈韵如、王泰升、江存孝等台湾学者的先期
整理成果的基础上，再汇集我本人 2005 年 4-6 月于台湾访学期间收集到的资料，以及 2007
年 1 月间我查阅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台湾出版物所得的相关信息制作而成。台湾学者的先
期整理成果，可参见桂齐逊：‚五十年来台湾有关唐律研究概况‛，载《法制史研究》创刊
号，台北：中国法制史学会主编，2000；卢静仪：‚近四十年来有关‘法律继受’研究论著
概述‛，载《法制史研究》创刊号，台北：中国法制史学会主编，2000；黄圣棻：‚近五年
来台湾有关中国法制史研究文献述要‛，载《法制史研究》创刊号，台北：中国法制史学会
主编，2000；刘恒妏：‚台湾法律史学界动态‛，载《法制史研究》第三期，台北：中国法
制史学会主编，2002；陈韵如：‚2003 年台湾法律史学界回顾‛，载《法制史研究》第四
期，台北：中国法制史学会主编，2003；王泰升：‚法律史‛，载周志宏等合著：《二○○
二年学界回顾》
，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高明士：‚台湾近十年来（1995-2004）
大学文史研究所‘中国法制史’研究概括‛，载《法制史研究》第七期，台北：中国法制史
学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编，2005。政治大学法学院江存孝先生为我提供了一份
台湾主要的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研究所于 1993-2004 年间产出的、关于法律史方面的博、硕士
论文简目，对我帮助颇大。在此一并致谢。就在本文即将付梓之时，得知新近出版有
《1945-2005 年台湾地区清史论著目录》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论著目录系列之一，
周惠民主编，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一书，遂又对照该书补录了个别先前遗漏的论著目录。
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我将按照这些论著的研究范围之断代别进行列举，惟须说明的
是，一些无法用断代别来区分的论著（其中也包括人物传记等），我将在最后单独列出；而
兼跨两至三个时段的论著，我则将之归类于文（书）中主要涉及的某一研究时段，这一点还
请读者查阅时注意。另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我之所以将关于台湾本土的法律史研究成果单
独列出，乃是考虑到，这样做更能如实直观地展示就台湾这一特定地区所做的法律史研究之
概况，而暂不考虑其中可能隐含的意识形态立场之差异。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份目录所列
举的论著，虽然无法说只是冰山一角，但也不过是近十五年来在中国法律史研究方面，绝大
多数台湾学者的绝大多数论著而已，而在挂一漏万的列举中被疏漏的（尤其是 2005 年 6 月
我从台湾返回大陆之后，虽然通过各种途径力求增补此后新出的论著之目录，但遗漏更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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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难免）
，并不意味着不重要，有时恰恰相反。

先秦时期
《先秦法家思想史论》/王晓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
“Legal Thought in the Analects”/张伟仁，《台湾大学法学论丛》第 20 卷第 2 期，1991。
“Legal Thought in Lao Tzu” /张伟仁，
《台湾大学法学论丛》第 21 卷第 1 期，1991。
“Legal Thought in MoTzu” /张伟仁，《台湾大学法学论丛》第 21 卷第 2 期，1992。
“Legal Thought in Chuang Tzu ”/张伟仁，
《台湾大学法学论丛》第 22 卷第 1 期，1992。
“Legal Thought in Mencius” /张伟仁，
《台湾大学法学论丛》第 22 卷第 2 期，1993。
“Legal Thought in Hsun Tzu” /张伟仁，
《台湾大学法学论丛》第 23 卷第 2 期，1994。
“
《□辜命案文书》笺释——包山竹简司法文书研究之一”/周凤五，
《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第 41 期，1994。
（□为异体字，上“人”下“香”
）
“Legal Thought in Shang-chun Shu” /张伟仁，
《台湾大学法学论丛》第 24 卷第 2 期，1995。
“Legal Thought in Han Fei-tzu (I) ”/张伟仁，
《台湾大学法学论丛》第 25 卷第 2 期，1996。
“Legal Thought in Han Fei-tzu (II)” /张伟仁，
《台湾大学法学论丛》第 25 卷第 3 期，1996。
“Traditional Chinese Legal Thought ：Postscript” /张伟仁，
《台湾大学法学论丛》第 25 卷
第 4 期，1996。
“秦儒法政治思想之探究”/高文宁，
《哲学与文化》第 23 卷第 5 期，1996。
“儒家法治观念之研究与实践”/史锡恩，《中华法学》第 7 期，1997。
“A Reply to Chang We-jen（张伟仁：中国传统法理思想）”/雷敦和，《台湾大学法学论丛》
第 26 卷第 4 期，1997。
“慎子的思想”/陈正凡，新竹：清华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
“老子法律思想之研究”/许文明，国防管理学院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
“墨子的法理思想”/黄源盛，收入氏著：《中国传统法制与思想》，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
司，1998。
“荀子的礼法思想方法”/黄源盛，收入氏著：《中国传统法制与思想》，台北：五南图书出
版公司，1998。
“韩非的历史观及其法理思想”/黄源盛，收入氏著：《中国传统法制与思想》，台北：五南
图书出版公司，1998。
“
‘黄帝四经’与‘荀’
、
‘韩’
、
‘淮南子’法、刑名理论的比较”/高龄芳，
《鹅湖》第 25
卷第 8 期，2000。
《孔孟荀礼法思想的演变与发展》/杨秀宫，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
“论韩非之赏罚观”/黄建辉，
《法律评论》第 65 期。
《先秦法家哲学思想——先秦法家法理、政治、哲学》/李增，台北：国立编译馆，2001。
“道法合流的慎到思想”/吴肇嘉，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
“韩非法律思想在现代法学理论上的意义——以其哲学基础为重心”/林文雄，
《法制史研究》
第七期，2005。
“
‘民之父母’与先秦儒家古典宪政思想初探——从上博楚竹书简文谈起”/李念祖，《法制
史研究》第七期，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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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
“西汉律令与国家正当性——以汉律中的‘不道’为中心”/王健文，
《新史学》第 3 卷第 3
期，1992。
《睡虎地秦简刑律研究》/傅荣珂，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2。
“汉代春秋折狱之研究”/黄源盛：台北：中兴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
“董仲舒春秋折狱案例研究”/黄源盛，《台湾大学法学论丛》第 21 卷第 2 期，1992。
《云梦秦简中思想与制度勾摭》/余宗发，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睡虎地秦简研究》/徐富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汉代大赦制度试释”/杜钦，东海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1993。
“两汉春秋折狱案例探微”/黄源盛，
《政大法学评论》第 52 期，1994。
《睡虎地秦简论考》/吴福助，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两汉礼法思想的省察”/詹哲裕，
《复兴岗学报》第 60 期，1997。
“儒家‘通经致用’实践之考察——以西汉朝廷‘春秋决事’为中心的探讨”/卢瑞荣，
《台
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 47 期，1997。
“秦司法官吏之探索”/傅荣柯，
《中国学术年刊》第 19 期，1998。
《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廖伯源，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
《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廖伯源，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7；台北：台湾
商务印书馆，1998。
“秦律婚姻与亲属、继承关系之研究”/傅荣柯，
《嘉义技术学院学报》第 63 期，1999。
“秦代的司法制度”/那思陆，
《社会科学学报》
（空中大学）第 7 期，1999。
“从选举制度看西汉王朝以儒化法的政治实质”/王保顶，
《孔孟学刊》第 37 卷第 7 期，1999。
“西汉前中期‘秦亡于法家’之说的检讨”/张菀琤，新竹：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
2000。
“董仲舒‘法制’思想之研究”/邓桂秋，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
“从商君学派的法治思想看秦王朝的政经形势”/蔡文彦，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
2001。
“汉代春秋折狱之法律思想及方法探微”/张永鋐，
《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 19 期，2002。
“云梦秦简中秦律之研究”/何宗昌，国防管理学院法研所硕士论文，2002。
“黄帝学派影响下的阴阳家与黄老道家——以‘刑德’为中心的考察”/房慧真，台湾师范
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
“秦汉律令关于‘老幼废疾有罪得减’相关规范试析”/桂齐逊，《简帛研究汇刊》第一辑，
2003。
“张家山《二年律令》读记”/邢义田，《燕京学报》第 15 期，2003。
“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论秦汉的刑期问题”/邢义田，
《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 31 期，
2003。
“汉代刑罚制度”/杜钦，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所博士论文，2004。
“中国传统法制儒家化之登场、体系及途穷——以程树德所辑两汉春秋决狱案例为切入点”
/黄静嘉，
“经义折狱与传统法律”学术研讨会论文，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
年 12 月 4-5 日。
“主观与客观之间——两汉春秋折狱‘原心定罪’的刑法理论”/黄源盛，
“经义折狱与传统
法律”学术研讨会论文，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 年 12 月 4-5 日；后以“两
汉春秋折狱‘原心定罪’的刑法理论”为题载《政大法学评论》第 85 期，200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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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或西汉初和奸案中所见的亲属伦理关系——江陵张家山 247 号墓《奏谳书》简 180-196
考论”/邢义田，
“经义折狱与传统法律”学术研讨会论文，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04 年 12 月 4-5 日。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的妇女缘坐”/马以谨，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
《魏晋南朝恩赦制度的探讨》/陈俊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的研究——中古皇权的一个侧面”/陈俊强，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
所博士论文，2000。
“法官与政治权威——中古三法司联合审案制下的实际权力运作（514-755）
”/卢建荣，
《台
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28 期，2000。
“六至八世纪中国法律知识的建构及其相关的文化和权力问题”/卢建荣，
《台湾师范大学历
史学报》第 29 期，2001。
“北魏均田法刍议——兼论‘土地兼并’的限制”/林茂松，《法制史研究》第三期，2002。
《关陇集团的权力结构演变：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吕春盛，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李贞德，台北：三民书局，2002。
“魏晋南北朝家法与国法——以《颜氏家训》为中心”/陈登武，
《中台学报（人文社会卷）》
第 14 期，2003。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义折狱’案例探微”/桂齐逊，
“经义折狱与传统法律”学术研讨
会论文，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 年 12 月 4-5 日。
“中国中古时期‘经义折狱’案件例初探”/桂齐逊，《通识研究集刊》第 6 期，2004。
《铁面急先锋：中国司法独立血泪史（514-755）
》/卢建荣，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

隋唐时期
《唐代婚姻法与婚姻实态》/向淑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
“唐代司法制度研究——以大理寺为中心”/陈登武，中国文化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1991。
“唐代と日本の军防令の比较研究”/陈慧莹，交通大学日研所硕士论文，1992。
“两唐书酷吏传析论”/黄清连，
《辅仁大学历史学报》第 5 期，1993。
“说‘保辜’——唐代法制史料试释” /黄清连，收入《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
1993。
“唐代妇女之法律地位”/李淑媛，中国文化大学史研所硕士论文，1993。
“论武德到贞观律令制度的成立——唐朝立国政策的研究之二”/高明士，《汉学研究》第
11 卷第 1 期，1993。
“律令时代唐日の家庭制度の比较”/刘佩宜，交通大学日研所硕士论文，1994。
“试析两篇唐人公案小说——《崔碣》与《苏无名》
”/吕明修，
《辅仁学志》第 23 卷，1994。
“唐と日本の租庸调の的比较研究”/刘伟忠，交通大学日研所硕士论文，1995。
“唐日田令比较研究”/赖国文，交通大学日研所硕士论文，1995。
“从英藏 CHOO45 捕亡律断片论唐贞观捕亡律之存在问题——兼论贞观断狱律之存在问
题”/高明士，收入《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1996。
“国法与戒律之间——唐代僧团律令分析”/黄远喜，《元培学报》第 3 期，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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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判’的研究——以唐律与皇权的互动关系为中心”/桂齐逊，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
究所博士论文，1996。
“从现行民法观点论唐律上之侵权行为法——兼论继受法与固有法之调和”/韩毓杰，收入
《固有法制与当代民事法学——戴东雄教授六秩华诞祝寿文集》，1997。
“唐诗中的罪与罚——唐代诗人贬谪心态与诗作研究”/张玉芳，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
论文，1997。
“唐律刑事责任的历史考察”/黄源盛，收入《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教授墩铭先生
六秩晋五华诞祝寿文集》
，1997。
“唐律中的礼教法律思想”/黄源盛，《政大法律评论》第 58 期，1997。
“隋唐教育和法制史研究的回顾”/高明士，收入《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四届讨论会》，
1997。
“从律令制论开皇、大业、武德、贞观的继受关系”/高明士，收入中国唐代学会编：
《第三
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1997。
“唐律‘刑事责任能力’规范溯源”/桂齐逊，
《元培学报》第 4 期，1997。
“唐律‘刑事责任能力’规定及其相关规范分析”/桂齐逊，《元培学报》第 5 期，1998。
“唐代教育法制与礼律的关系”/高明士，《唐研究》第 4 期，1998。
“论唐律中的皇权”/高明士，收入《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
研究》
，1998。
“唐代律令格式之性质与位阶”/桂齐逊，收于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
《第四届唐代文化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99。
“五十年来（1949-1998）台湾地区唐律研究评介”/桂齐逊，《元培学报》第 6 期，1999。
“唐宋家庭财产继承之研究”/李淑媛，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9。
“唐代‘重罪’的探讨——以恩赦为中心”/陈俊强，收于《第四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
，1999。
《唐律与国家社会研究》/高明士主编，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
“五十年来台湾有关唐律研究概括”/桂齐逊，
《法制史研究》创刊号，2000。
“唐宋户绝财产继承之分配及其归属”/李淑媛，
《法制史研究》创刊号，2000。
“
‘唐律研读会’的耕耘与收获”/张文昌，《法制史研究》创刊号，2000。
“
‘同居’析论——唐代家庭共财性质之探讨”/罗彤华，
《大陆杂志》第 100 卷第 6 期，2000。
“是否只要‘同财共居’便足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柳立言，
《大陆杂志》第 102 卷
第 2 期，2001。
“‘同居’再论——兼答柳教授是否‘同居’即家庭之疑问”/罗彤华，《大陆杂志》第 102
卷第 2 期，2001。
“
‘唐律名例律学术研读会’纪要”/张文昌，
《法制史研究》第二期，2001。
“试论唐代大赦的内容与效力”/陈俊强，《法制史研究》第二期，2001。
“唐律轻重相举条的法理及其运用”/黄源盛，收入《当代基础法学理论——林文雄教授祝
寿论文集》
，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
“唐代律令格式性质再探”/桂齐逊，收入中国唐代学会、中正大学中文系暨历史系主编：
《第五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
“唐律关于维护‘社会集体安全’规范之研究”/桂齐逊，
《法制史研究》第三期，2002。
“唐代法制研究——以庶民犯罪与诉讼制度为中心”/陈登武，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所博士论
文，2002。
“论唐代地狱审判的法制意义——以《佛说十王经》为中心”/陈登武，
《法制史研究》第三
期，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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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司法与监察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唐律上官吏犯罪惩治为中心”/何美慧，中国文化
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2。
“唐代城隍爷信仰转变的法制意义”/陈登武，
《台湾宗教研究通讯》第 4 期，2002。
“七世纪中国皇权体制下的司法抗争文化”/卢建荣，《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30 期，
2002。
“唐律‘化外人相犯’条及化内人与化外人间的法律关系”/陈惠馨，收入《黄宗乐教授六
秩祝贺——基础法学篇》
，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
“唐代的夫妻关系——以礼律规范为中心”/刘燕俪，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3。
“唐律与现行法关于‘正当防卫’规定之比较研究”/桂齐逊，
《法制史研究》第四期，2003。
《唐代身份法制研究：以唐律名例律为中心》//高明士主编，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
“从律令制的演变看唐宋间的变革”/高明士，
《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 32 期，2003。
“唐代司法制度与诉讼程序——以‘越诉’与‘直诉’为中心”/陈登武，《史学汇刊》第
18 期，2003。
“论唐代特殊谋杀罪”/陈登武，
《中兴大学历史学报》第 14 期，2003。
“从敦煌变文看唐代诉讼制度——以‘燕子赋’为中心”/陈登武，
《中兴大学人文学报》第
33 期（下册）
，2003。
“复仇新释——从皇权的角度再论唐宋复仇个案”/陈登武，《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31 期，2003。
“从白居易《百道判》看‘经义折狱’的实践”/陈登武，
“经义折狱与传统法律”学术研讨
会论文，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 年 12 月 4-5 日。
“从唐临《冥报记》看唐代地狱审判”/陈登武，
《法制史研究》第六期，2004。
“法网恢恢——唐律不应得为罪的当代思考”/黄源盛，
“东亚教育与法制研究的新视野”学
术研讨会论文，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2004 年 5 月；后以“唐律不应得为罪的当代
思考”为题载《法制史研究》第五期，2004，并收入高明士主编：
《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
究（二）
：唐律诸问题》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35 辑，2005。
“唐代军法与案例探讨”/廖祖威，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
“唐律与现行刑法之研究比较”/徐萃文，玄奘人文社会学院中国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
“唐宋狱讼故事研究——以文言作品为主”/吴佳珍，新竹：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
2004。
“唐代庶民侵害社会法益罪——以强盗罪为中心”/陈登武，《中兴大学人文学报》第 34 期
下册，2004。
“法理与文采之间——读龙筋凤髓判”/黄源盛，
《政大法学评论》第 79 期，2004。
《唐代民间借贷之研究》/罗彤华，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该书系由作者的同名博士论
文（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修改而成]

“唐代录囚制试释”/陈俊强，收入高明士主编：《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一）：教育与
政治社会》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34 辑，2005。
“论唐初封德彝改谥案——唐代谥号研究之二”/何永乐，收入高明士主编：
《东亚传统教育
与法制研究（一）
：教育与政治社会》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34 辑，2005。
“唐宋有关亲属相犯案件的审理”/翁育瑄，收入高明士主编：《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
（一）
：教育与政治社会》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34 辑，2005。
“‘侠以武犯禁’乎？——唐代文史中侠者形象的碰撞”/宋德熹，收入高明士主编：《东亚
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一）
：教育与政治社会》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34 辑，
2005。
“唐律的加刑基准数及相关刑度计算”/赖亮郡，收入高明士主编：
《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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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二）
：唐律诸问题》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35 辑，2005。
“唐律宫禁制度在政治与法律上的意义与作用”/桂齐逊，收入高明士主编：
《东亚传统教育
与法制研究（二）
：唐律诸问题》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35 辑，2005。
“唐律对于‘上书奏事’的相关规范——兼论唐代的‘欺君罔上’”/陈登武，收入高明士主
编：
《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二）：唐律诸问题》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35
辑，2005。
“从生祠立碑谈唐代地方官的考课”/刘馨珺，收入高明士主编：
《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
（二）
：唐律诸问题》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35 辑，2005。
“唐代的缘坐——以反逆缘坐下的妇女为核心之考察”/李淑媛，收入高明士主编：
《东亚传
统教育与法制研究（二）
：唐律诸问题》，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35 辑，2005。
“唐代私贱阶层的夫妻关系与实态之探讨”/刘燕俪，收入高明士主编：
《东亚传统教育与法
制研究（二）
：唐律诸问题》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35 辑，2005。
“
《唐律》中家庭与个人的关系——透过教育与法制建构‘家内秩序’”/陈惠馨，
“东亚传统
家庭教育与家内秩序国际研讨会——教育与法制的探讨之一”会议论文，台湾大学东亚文明
研究中心，2005 年 4 月；后收入高明士主编：
《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一）
：家族、
家礼与教育》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46 辑，2005。
“唐代的家庭暴力——以虐妻、殴夫为中心之考察”/李淑媛，
“东亚传统家庭教育与家内秩
序国际研讨会——教育与法制的探讨之一”会议论文，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2005
年 4 月；后以“唐代的家庭暴力——以虐妻、殴夫为中心之思考”为题收入高明士主编：
《东
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
：家内秩序与国法》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47
辑，2005。
“户婚律与家内秩序——唐宋家庭的探讨”/翁育瑄，
“东亚传统家庭教育与家内秩序国际研
讨会——教育与法制的探讨之一”会议论文，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2005 年 4 月；
后收入高明士主编：
《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家内秩序与国法》，台湾大学东亚
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47 辑，2005。
“‘诸户主皆以家长为之’——唐代户主身分研究”/罗彤华，“传统东亚的家礼与国法国际
研讨会——教育与法制的探讨之二”会议论文，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2005 年 6 月；
后收入高明士主编：
《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家内秩序与国法》，台湾大学东亚
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47 辑，2005。
“争山盗葬——唐宋墓田法令与礼俗的演变”/刘馨珺，
“传统东亚的家礼与国法国际研讨会
——教育与法制的探讨之二”会议论文，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2005 年 6 月；后以
“争山盗葬——唐宋墓田法令演变之探析”为题收入高明士主编：
《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
国法（二）
：家内秩序与国法》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47 辑，2005。
“唐律中的母子关系”/刘燕俪，
“传统东亚的家礼与国法国际研讨会——教育与法制的探讨
之二”会议论文，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2005 年 6 月；后收入高明士主编：
《东亚传
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
：家内秩序与国法》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47 辑，
2005。
“家内秩序与国家统治——以唐宋廿四孝故事的流变的考察为主”/陈登武，
“传统东亚的家
礼与国法国际研讨会——教育与法制的探讨之二”会议论文，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
2005 年 6 月；后收入高明士主编：
《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家内秩序与国法》
，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47 辑，2005。
“唐律‘家人共犯，止坐尊长’分析”/桂齐逊，
“传统东亚的家礼与国法国际研讨会——教
育与法制的探讨之二”会议论文，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2005 年 6 月。
《皇恩浩荡:皇帝统治的另一面》/陈俊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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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
“宋代同居制度下的所谓‘共财’
”/柳立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65 本第
2 分，1994。
“元朝妇女的守节与再嫁——以律令为主的讨论”/郑桂莹，新竹：清华大学历史学研究所
硕士论文，1995。
“犯罪自首成立与否的大争论——宋代阿云之狱”/巨焕武，《政治大学学报》第 70 期（下
册）
，1995。
“元律与清律中之误杀”/李世德，政治大学民族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
“宋代刑法类史籍考初编”/刘兆佑，《国家图书馆馆刊》第 86 卷第 2 期，1997。
“朱熹的理学与法律思想——中国传统秩序正当性的探讨”/许耀明，台湾大学法研所硕士
论文，1998。
“宋代的家庭纠纷与仲裁：争财篇”/柳立言，收入《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
“从法律纠纷看宋代的父权家长制：父母舅姑与子女媳婿相争” /柳立言，《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69 本第 3 分，1998。
“养儿防老：宋代的法律、家庭与社会” /柳立言，收入《中国家庭及其伦理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9。
“唐宋家庭财产继承之研究”/李淑媛，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所博士论文，1999。
“唐宋户绝财产继承之分配及其归属”//李淑媛，
《法制史研究》创刊号，2000。
“
‘宋代官箴研读会’报导与展望”/刘馨珺，
《法制史研究》创刊号，2000。
“宋代土地交易之研究——以典为中心的讨论”/李如钧，新竹：清华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
士论文，2001。
《宋元时代的法律思想和社会》/柳立言编，台北：
“国立编译馆”
，2001。
“南宋狱讼判决文书中的‘健讼之徒’”/刘馨珺，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 33 期，2001。
“家庭伦理与亲子关系”/王德威，收入宋代官箴研读会编：
《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
判清明集〉讨论》
，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立继与继绝的判例”/蒋义斌，收入宋代官箴研读会编：《宋代社会
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所见的士人犯法问题”/张百廷，收入宋代官箴研读会编：《宋代社
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
，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
“宋代罪犯的人权：在何种情况下捕者可以杀死不执械逃跑的盗者”/柳立言，收入宋代官
箴研读会编：
《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
司，2001。
“从判例看宋元时期法律对婚外情事件的处理”/张斐怡，收入宋代官箴研读会编：
《宋代社
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
，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
“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宋代妇女的婚姻生活”/方俪旋，收入宋代官箴研读会编：
《宋代
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
“《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见的南宋均役问题”/黄繁光，收入宋代官箴研读会编：《宋代社会
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
“宋代的请托风气——以‘请求’罪为中心之探讨”/刘馨珺，收入宋代官箴研读会编：
《宋
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
，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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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所见的女使诉讼——传统妇女法律地位的一个侧面”/王平宇，收入
宋代官箴研读会编：
《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台北：东大图书股份
有限公司，2001。
“宋代基层社会的武装警备——弓手：从《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所见弓手资料谈起”/黄宽
重，收入宋代官箴研读会编：
《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
，台北：东大
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所见墓地相关问题”/邓铭德，收入宋代官箴研读会编：《宋代社会
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
“读《名公书判清明集》论南宋商人所受官府的困扰——以官府科配与官员买物为主”/梁
庚尧，收入宋代官箴研读会编：
《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台北：东
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
“宋代的经济犯罪——以货币为中心”/李锡全，收入宋代官箴研读会编：
《宋代社会与法律
——〈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
，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
“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宋代田宅典卖中的‘典’
”/李如钧，收入宋代官箴研读会编：
《宋
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
，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
“子女可否告母？──传统‘不因人而异其法’的观念在宋代的局部实现”/柳立言，
《台大
法学论丛》第 30 卷第 6 期，2001。
“从田宅交易纠纷的防治看宋代的庄宅牙人”/梁庚尧，收入《薪火集：传统与现代变迁中
的中国经济․全汉昇教授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1。
“评 Brian E. McKnight and James T.C.Liu 译《名公书判清明集》”/柳立言，
《法制史研究》
第二期，2001。
“论宋代狱讼中的‘情礼法’的运用”/刘馨珺，
《法制史研究》第三期，2002。
“南宋县衙的‘狱讼’
”/刘馨珺，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2。
“一条律文各自解读：宋代‘争鹑案’的争议”/柳立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 73 本第 1 分，2002。
“宋代刑罚修正之研究”/黄纯怡，中兴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3。
“高桥芳郎著《宋——清身分法の研究》/刘馨珺，
《法制史研究》第四期，2003。
“北宋通判制度之研究”/张智玮，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
“经义折狱、刑狱治理与传统法律的文化格局——从朱熹‘戊申延和奏札’谈起”/江玉林，
“经义折狱与传统法律”学术研讨会论文，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 年 12 月
4-5 日；后载《政大法学评论》第 87 期，2005 年 10 月。
“宋代女儿的法律权利和责任”/柳立言，收入张国刚主编：
《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
，北京：
三联书店，2004。
“宋代分产法‘在室女得男之半’新探（上）”/柳立言，
《法制史研究》第 5 期，2004。
“宋代分产法‘在室女得男之半’新探（下）”/柳立言，
《法制史研究》第 6 期，2004。
“从法制史料看蒙、汉文化的交会与元代社会——评介妇女守节意识提升的相关研究”/张
斐怡，
《法制史研究》第七期，2005。
《明镜高悬：南宋县衙的狱讼》/刘馨珺，台北：五南出版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5。

明代
“明清律中的赌博罪”/李金泽，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
“明清律之白昼抢夺罪”/简松柏，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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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州县官官箴之研究”/顾慕晴，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1。
“明律中的在官求索借贷人财务罪”/刘兴浪，政治大学法研所硕士论文，1993。
“明代家庭成员的权利结构及其成员间的关系” /徐泓，
《辅仁大学历史学报》第 5 期，1993。
“明代的风宪官吏犯赃罪”/许必奇，政治大学法研所硕士论文，1994。
“明代禁奢令初探”/林丽月，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26 期，1994。
“
《三言》公案小说的罪与法”/霍建国，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
“明代锦衣卫与司法审判”/那思陆，《社会科学学报》（空中大学）第 4 期，1996。
“明代公案小说研究”/郑春子，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
“由市廛律例演变看明清政府对市场的法律规范”/邱澎生，收入台湾大学历史系编：《史
学：传承与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湾大学历史系，1998 年 7 月。
“明代的司法制度 /那思陆，
《政大法学评论》第 61 期，1999。
“明代东厂与司法审判 /那思陆，
《法制史研究》创刊号，2000。
“明代司礼监与司法审判”/那思陆，《社会科学学报》（空中大学）第 9 期，2001。
“明代内阁与司法审判”/那思陆，
《法制史研究》第二期，2001。
“明代的司法与社会——从明人文集中的判牍谈起”/巫仁恕，
《法制史研究》第二期，2001。
“明代的狱政管理”/连启元，中国文化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
“明清时代江西卫所军户的管理与军役纠纷”/于志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 72 本第 4 分，2001。
“市场、法律与人情：明清苏州商人团体提供‘交易服务’的制度与变迁”/邱澎生，收入
中国史学会编：
《中国の历史世界：统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发展》，东京：东京都立大学出
版会，2002 年 2 月；
《开放时代》
，2004 年第 5 期。
“明代三法司与司法审判”/那思陆，《社会科学学报》
（空中大学）第 10 期，2002。
《明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那思陆，台南：正典出版文化有限公司，2002；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4。
“明清家训族规之研究”/钟艳攸，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3。
“刑罚如何关连社会？评吴艳红《明代充军研究》”/邱澎生，
《法制史研究》第五期，2004。
“有资用世或福祚子孙：晚明有关法律知识的两种价值观”/邱澎生，
《清华学报》第 33 卷
第 1 期，2004；后收入《清华法学》第九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就法论法：明代地方政府的司法审查”/巫仁恕，
“审判：理论与实践”研读会学术报告，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2004。
“明清司法审判制度的变与不变”/那思陆，
“审判：理论与实践”研读会学术报告，台湾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2004。
“明清两代中央有关反逆案件档案选读”/那思陆，
“审判：理论与实践”研读会学术报告，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2004。
“明清时代影响司法审判的三类法学”/邱澎生，
“审判：理论与实践”研读会学术报告，台
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2004。
“李清《折狱新语》选读”/桂齐逊，
“审判：理论与实践”研读会学术报告，台湾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2004。
“从《□辞》看明末直豫晋交界地区的卫所军户与军民词讼”/于志嘉，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集刊》第 75 本第 4 分，2004。
（□为异体字，上“火火”中“冖”下“田”）
“从《王恭毅公驳稿》中〈争袭官职〉一案论明代垛集军户的军役更代——兼论明代军户
制度中“户名不动”代役的现象”/于志嘉，
“明清司法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研讨会论文，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2005 年 10 月 13-15 日。
“在国家权力与民间信仰交界的边缘：以明儒湛若水禁毁南京淫祠为例证”/陈熙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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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司法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研讨会论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2005 年 10 月
13-15 日。

清代
“清代审判制度的研究价值”/那思陆，《满族文化》第 14 期，1990。
《谭嗣同变法思想研究：从仁学的思想理则析论谭嗣同的变法理论与实践》/王樾，台北：
学生书局，1990。
“从清代律例的修订看秘密会党的起源及其发展”/庄吉发，《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18 期，1990。
“清代捕快与刑罚”/庄吉发，
《历史月报》第 25 期，1990。
“章太炎之法家观”/陈宝千，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19 期，1991。
“清入关前司法审判制度（上）”/那思陆，
《满族文化》第 15 期，1991。
“沈家本法律思想与晚清刑律变迁”/黄源盛，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1。
“晚清法制近代化的动因及其开展”/黄源盛，《中兴法学》第 32 期，1991。
“清律中之风宪官吏犯赃罪”/陈培豪，《法学丛刊》第 144 期（总第 36 卷第 4 期），1991。
“大清新刑律礼法争议的历史及时代意义”/黄源盛，
“中国法律现代化之回顾与前瞻”国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台湾大学，1992；后收入《中国法律现代化之回顾与前瞻》
，台湾大学法
学院出版，1993。
“清代乾隆时期遣犯发配新疆之研究”/吴佳玲，政治大学民族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
《清末民权思想的发展与歧义：以何启、胡礼垣为例》/许政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那思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清入关前司法审判制度（下）
”/那思陆，《满族文化》第 16 期，1992。
“清代内阁与军机处司法审判上的职掌与职权”/那思陆，
《空中大学人文学报》创刊号，1992。
《清代之回避制度》/魏秀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6）
，1992。
“清嘉道时期吏治之研究（1796-1850）
”/陈春莲，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
“清律中的诈欺官私取财罪”/陈美玲，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
“清代审案回避制度”/魏秀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1 期，1992。
“大清新刑律礼法争议的历史及时代意义” /黄源盛，收入《中国法律现代化之回顾与前瞻》，
台湾大学法学院，1993。
“清律中的‘坐赃致罪’——社交礼仪馈赠之刑事立法”/宋明晰，政治大学法研所硕士论
文，1993。
“沈家本刑罚人道立法思想”/郭凤明，《国史馆馆刊》第 15 期，1993。
“清律中的误杀罪”/林永富，政治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
“清律中之放火故烧人房屋罪”/林德川，政治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
“清末刑制变革之研究”/侯财安，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
“清初法令与满洲本位政策互动关系之研究：以五大政令为中心”/吴志铿，台湾师范大学
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3。
“清末宪政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吴静玫，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
“立宪派的‘阶级’背景”/张朋园，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2 期（上），1993。
“清末四大奇案揭秘”/刘耿生等，
《历史月刊》第 64 期，1993。
“沈家本与大清新刑律之制定”/郭凤明，《国史馆馆刊》第 16 期，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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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律中的略人略卖人罪”/吴武川，政治大学法研所硕士论文，1994。
“清季之宪政编查馆——中国宪政发展初期之枢纽”/范振乾，《台北商专学报》第 42 期，
1994。
“晚清修律大臣沈家本”/黄源盛，
《东海大学法学研究》第 9 期，1995。
“从法继受观点比较中日两国刑事立法的近代化” /黄源盛，
《政大法学评论》第 54 期，1995。
“清律中的私铸铜钱罪”/沈宏裕，政治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
“从公案到侦探——晚清公案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陈智聪，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
文，1995。
“清廷的禁教律例”/钟云莺，
《历史月刊》第 86 期，1995。
“清末宪政运动时期民主政治的提倡与设计”/孙广德，《政治大学学报》第 71 期（下册），
1995。
“清代前期剃发易服令的施行”/吴志铿，《台湾师范大学学报》第 23 期，1995。
“清代的逃人法与满洲本位政策”/吴志铿，
《台湾师范大学学报》第 24 期，1996。
“汪辉祖之研究——以其吏治思想为中心”/郭哲铭，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
“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之明清档案”/张伟仁，《国史馆馆刊》第 20 期，
1996。
“皇权、官僚与社会秩序——清代乾隆朝张洪虞兄弟盗案研究”/胡国台，
《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集刊》第 25 期，1996。
《清乾隆时期查抄案件研究》/魏美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清代旗人妇女财产权之浅析”/赖惠敏、徐思泠，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 4 期，1996。
“清末法制改革思想研究——沈家本与寄簃文存”/王怡超，中国文化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
士论文，1997。
“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赖惠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28 期，1997。
“清代中期川陕楚流动人口与社会案件分析（1736-1820）”/王嗣芬，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
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
“从传统身分差等到近代平权立法——兼论沈家本的法律平权理念及其变革” /黄源盛，收
入《固有法制与当代民事法学——戴东雄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 》
，台北：三民书局，1997。
《清代吏治探微》/唐瑞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刘铮云，
《新史学》第 9 卷第 3
期，1998。
“清代噶玛兰土地租佃制度的形成与演变：以国家与阶级关系为中心的分析”/黄于玲，台
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
“激浊扬清·为国得人——清代官箴制度”/庄吉发，《历史月刊》第 124 期，1998。
“情欲与刑罚：清前期犯奸案件的历史解读（1644-1795）”/赖惠敏，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第 6 期，1998。
“从契约文书看清代旗地政策与典卖(1644-1820)”/赖惠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32 期，1999。
“档案介绍：清代《内阁题本刑科婚姻命案类》
”/赖惠敏，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 7 期，
1999。
“清代巴县县署档案：乾隆期(1736-1795)司法类”/赖惠敏，《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 28
期，1999。
“报刊舆论与清末预备立宪（1905-1911）：以《申报》、《东方杂志》为中心之探讨”/许惠
文，政治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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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命案看清前期的国家与社会(1644-1795)”/赖惠敏，收入《明清文化新论》
，文津出版社，
2000。
“妇女、家庭与社会：雍隆时期拐逃案的分析”/赖惠敏、朱庆薇，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第 8 期，2000。
“清朝满族婚姻型态与相关律令研究成果述评”/冯国华，
《史耘》第 6 期，2000。
“禁止把持与保护专利：试析清末商事立法中的苏州金箔业讼案”/邱澎生，
《中外法学》2000
年第 3 期。
“论清乾隆朝几则官吏侵贪案件”/唐瑞裕，
《故宫学术季刊》第 17 期，2000。
“真相大白？明清刑案中的法律推理” /邱澎生，收入熊秉真编：
《让证据说话——中国篇》，
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1。
“从清代档案看旗人的家庭纠纷(1644-1795)〉”/赖惠敏，收入游鉴明主编：《无声之声：近
代中国的妇女与文化(1600-1950)》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的清代法制史档案简介”/赖惠敏，
《法制史研究》第二
期，2001。
“乾隆年间四川拐卖妇人案件的社会分析——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研究(1752-1795)”/李清
瑞，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01。
“清代中央监察制度之研究”/吴致远，政治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
《明清契约文书中的妇女经济活动》/陈瑛珣，台北：台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
“由放料到工厂？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字号的经济与法律分析”/邱澎生，《历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北京。
“帝制中国最后一部传统刑法典——兼论晚清刑事法近代化的过渡” /黄源盛，收入《刑事
法学之理想与探索——甘添贵教授六秩祝寿论文集》
，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
“清末民初近代刑法的启蒙者——冈田朝太郎”/黄源盛，收入《黄宗乐教授六秩祝贺——
基础法学篇》
，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
“从高朴案看乾隆朝的内务府商人”/赖惠敏，
《新史学》第 13 卷第 1 期，2002。
“清代地方诉讼规范与女性”/邵雅玲，《国史馆学术集刊》第 2 期，2002。
“乾纲独御、乾纲独断——康熙、雍正二帝君权思想的一个侧面”/何冠彪，
《汉学研究》第
20 卷第 2 期，2002。
“皇帝的权威和对抗的象征——万历和乾隆‘法典’在澳门”/萨安东，《文化杂志》第 44
期，2002。
“
‘大清新刑律’与‘大清现行刑律’之比较”/郭凤明，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 34 期，
2002。
“清末期司法审判制度之改革——以司法独立为例（1906-1911）
”/郭凤明，
《国史馆馆刊》
第 32 期，2002。
“清代犯罪存留养亲要件之递嬗及其意义”/张益祥，
“第五届基础法学复活节”研讨会论文，
台湾大学法社中心等主办，2002。
“清末报律的形成与报界反应（1895-1911）
”/唐志宏，《政大史萃》第 4 期，2002。
“妇女无知？清代内务旗妇的法律地位”/赖惠敏，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 11 期，2003。
“故宫档案与清朝法制史研究”/庄吉发，《法制史研究》第四期，2003。
“试论清太宗朝的《崇德会典》
”/李典蓉，
《法制史研究》第四期，2003。
“明清公案小说研究”/王琰玲，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3。
“七品县令与地方行政——蓝鼎元与潮州”/张秀蓉，《东吴历史学报》第 10 期，2003。
《清代官制研究：大清帝国政权维持的重要论述》/古鸿廷，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
“清代澳门涉外命案司法审判程序”/刘景莲，
《文化杂志》第 51 期，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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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禁烟时期的鸦片统税纠纷”/刘增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5 期，2004。
“十八世纪中国商业法律中的债负与过失论述”/邱澎生，“‘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
第二届中国史学国际会议”会议论文，北京：清华大学，2004。
“重建清朝的法律帝国：从清代内阁刑科婚姻奸情档案谈起”/陈惠馨，
《法制史研究》第五
期，2004。
“清代民间买卖田产法规范之研究——以官方表述为中心”/张益祥，政治大学法研所硕士
论文，2004。
“清朝社会控制之研究——以秘密社会判例为中心”/董至善，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
士论文，2004。
“情欲与社会秩序——从刑科题本看清代妇女的抉择”/林怀慈，东吴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
士论文，2004。
“清朝苗疆例之研究”/钟千琪，东吴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
“清末‘立宪运动’的发展与影响——以立宪派与清廷间互动为中心的观察”/曾圣文，
《育
达人文社会学报》创刊号，2004。
“自由与限制——梁启超思想中的个人、礼与法”/杨贞德，
《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 34 期，
2004。
“以法为名：讼师与幕友对明清法律秩序的攻击”/邱澎生，
《新史学》第 15 卷第 4 期，2004。
“建立法律服务业的正当性——清末中国对律师制度的认识与引介”/孙慧敏，“近代中国
的知识建构，1600-1949”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
“晚清继受外国法中礼与法的世纪之争——以无夫奸的存废为例”/黄源盛，
“传统东亚的家
礼与国法国际研讨会——教育与法制的探讨之二”会议论文，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
2005 年 6 月；后以“晚清继受外国法中‘无夫奸’存废的世纪之争”为题收入高明士主编：
《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一）：家族、家礼与教育》，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
书第 46 辑，2005。
“十七世纪中国的法律批判与法律推理”/邱澎生，“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学术研讨会”会
议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2005 年 6 月。
“刑科题本和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评步德茂，
《命案，市场，和道德经济：十八世纪中
国与产权有关的暴力纠纷》
”/潘敏德，
《法制史研究》第七期，2005。
“契约与帮规：试析清代中叶巴县档案中的船运纠纷”/邱澎生，“明清司法运作中的权力
与文化”研讨会论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2005 年 10 月 13-15 日。
“十八世纪广州洋行的债务诉讼”/陈国栋，
“明清司法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研讨会论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2005 年 10 月 13-15 日。
“立法从严执法从宽——论清代的犯奸罪”/赖惠敏，“明清司法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研
讨会论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2005 年 10 月 13-15 日。
Struggle for Justic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张伟仁，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将出。

民国（1949 年前）
“我国司法现代化的个案研究：广西司法的初期现代化（1907-1937）
”/朱浤源，
《科际整合
学报》第 1 期，1991。
“清末民初刑事诉讼法概说”/陈光宇，《中华法学》第 2 期，1992。
“一九一二~一九四九中国法制之变化——以民法之制定及施行为例”/陈添辉，收入中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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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史学会编：
《中国法制现代化之回顾与前瞻》
，台湾大学法学院，1993。
“民国初年（1912-1927）法制史研究刍论——中国法制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欧阳正，《社
会科学学报》
（空中大学）第 3 期，1995。
“近代中国商业法规制定之研究（1903-1944）”/陈秀珠，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
论文，1997。
“民国初年山东省的司法改革”/张玉法，《社会科学战线》1997 年第 3 期。
“革命/民权：训政的叙事建构”/黄金麟，《清华学报》第 27 卷第 4 期，1997。
“党权与民权之间——训政时期立法院之试行（1928-1937）”/洪世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
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
“清末民初的司法改革”/林明德，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26 期，1998。
“
《满州旧惯调查报告》的史料价值介绍”/林果显，
《政大史萃》创刊号，1999。
“民初大理院（1912-1928）
”/黄源盛，收入氏著《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台北：政治大学
法学丛书（47）
，2000。
“大理院司法档案的典藏整理与研究”/黄源盛，收入氏著《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
，台北：
政治大学法学丛书（47）
，2000。
“平政院裁决书整编与初探（1914-1928）
”/黄源盛，收入氏著《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
，台
北：政治大学法学丛书（47）
，2000。
“民元暂行新刑律的历史与理论”/黄源盛，收入氏著《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
，台北：政治
大学法学丛书（47）
，2000。
“民国四年修正刑法草案摭遗 ”/黄源盛，收入氏著《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台北：政治
大学法学丛书（47）
，2000。
“民国七年刑法第二次修正案及其改定案述评”/黄源盛，收入氏著《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
台北：政治大学法学丛书（47）
，2000。
“民初近代刑事诉讼制度的生成与开展——大理院关于刑事诉讼程序判决笺释
（1912-1914）
”/黄源盛，收入氏著《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台北：政治大学法学丛书（47）
，
2000；又收入《清华法学》第 8 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大理院民事审判与民事习惯”/黄源盛，收入氏著《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台北：政治大
学法学丛书（47）
，2000。
“大理院关于诚信原则的法理及其运用”/黄源盛，收入氏著《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
，台北：
政治大学法学丛书（47）
，2000。
“民国时期の裁判史料の整理と研究”/黄源盛，
《学术国际交流参考资料集》NO.242，日本
明治大学国际交流センタ，2000。
“民国初年的法制改革与司法独立理念的实践”/欧阳正，
《法制史研究》创刊号，2000。
“民国初年司法体制改革”/欧阳正，《社会科学学报》（空中大学）第 8 期，2000。
“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观察（1911-1912）
”/孙慧敏，
《法制史研究》第
二期，2001。
“
‘警械使用条例’法制史之研究——晚清末年迄民国五十七年之变迁”/陈孟樵，《警学丛
刊》第 30 期，2000。
“述评：汤玛士․史帝芬斯著《上海公共会审公廨》
”/杨湘钧，
《法制史研究》第二期，2001。
“礼法斗争下的中国身体：法权身体的诞生”/黄金麟，收入氏著：
《历史、身体、国家：近
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
》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从东京、北京到上海：日系法学教育与中国律师的养成”/孙慧敏，
《法制史研究》第三期，
2002。
“依违于国家与民众之间：国民政府时期上海‘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孙慧敏，
“中国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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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塑造”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
“建立一个高尚的职业——近代上海律师业的兴起与顿挫”/孙慧敏，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
所博士论文，2002。
“帝国之鞭与寡头之链——上海会审公廨权力关系变迁研究”/杨湘钧，政治大学法研所硕
士论文，2002；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民初建立法治国的实践——以平政院判决为中心”/张焰辉，政治大学法研所硕士论文，
2002。
“日本殖民主义下的满洲国法制”/吴欣哲，政治大学法研所硕士论文，2003。
“民国初年‘契约自由’概念的诞生——以大理院的言说实践为中心”/周伯峰，政治大学
法研所硕士论文，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法律继受与转型期司法机制——以大理院民事判决对身分等差的变革为重心”/张永鋐，
政治大学法研所硕士论文，2003。
“大理院民事判决法源之研究（1912-1928）
”/黄圣棻，政治大学法研所硕士论文，2003。
“民初立嗣问题的法律与裁判——以大理院民事判决为中心（1912-1927）”/卢静仪，台湾
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辛亥革命期间湘北基本法的制定”/张茂霖，
《思与言》第 42 卷第 4 期，2004。
“‘满洲国’司法制度的建立与实践——一段殖民史的考察”/吴欣哲，《法制史研究》第六
期，2004。
“红日灼身：上海律师业的改造与消灭”/孙慧敏，“冷战时期海峡两岸的政治发展”学术
研讨会论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
“争取专业地位与两性平权：国民政府时期上海的女性中国律师”/孙慧敏，“第十五届欧
洲汉学研究学会双年会”论文，德国海德堡大学，2004。
“大理院判决对‘契约自由’概念的运用”/周伯峰，《法制史研究》第七期，2005。
“档案中的法学教育： 1932 年教育改革方案——战前中国法学发展的转折点”/刘恒妏，
“第三届道南雅集：十月法史节”发表论文，政治大学法学院基础法学研究中心、空中大学
社会科学系、中国法制史学会主办，2005 年 10 月 29 日。
“民初婚姻制度中‘聘财’概念之断裂与延续——以《大理院判例》为根基之考察”/张铭，
“第三届道南雅集：十月法史节”发表论文，政治大学法学院基础法学研究中心、空中大学
社会科学系、中国法制史学会主办，2005 年 10 月 29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中国大陆法制之变迁》/王文杰，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2。

台湾本土研究
“清代台湾各级衙门之书吏与差役”/詹德隆，
《史联杂志》第 16 期，1990。
“清代台湾典买田宅律令之演变与台湾不动产交易的找价问题”/张富美，收入陈秋坤、许
雪姬编：
《台湾历史上的土地问题》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田野研究室论文集，1992。
“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的法律改革——以西方法的继受为中心 (1895-1945)”/王泰升，《律
师通讯》第 164 期，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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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法制史之建立”/王泰升，
《台大法学论丛》第 23 卷第 1 期，1993。
“台湾日治时期殖民地立法之程序与内容” /王泰升，
《台大法学论丛》第 24 卷第 1 期，1994。
“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的刑事司法”/王泰升，
“中国法制史研讨会”论文，政治大学，1994。
“雾峰林家京控案余波——清代台湾中部豪族对抗之案例”/黄富三，
《台湾史研究》第 1 卷
第 1 期，1994。
“清代中叶台湾农村经济危机与业佃纠纷：以岸里社潘姓业主的 田业经营为中心
（1760-1850）
”/陈秋坤，
“行政院”国科会科资中心缩影单片，1994。
“清代台湾农村土地利用与租佃关系：以岸里社的土地经营为例（1740-1820）
”/陈秋坤，
“行
政院”国科会科资中心缩影单片，1995。
“试评 M.Allee 所著 Law and Loca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orthern Taiw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王泰升，
《台湾史研究》第 2 卷第 1 期，1995。
“台湾日治时期的司法改革(上)”/王泰升，《台大法学论丛》第 24 卷第 2 期，1995。
“台湾主体性的法律史研究”/王泰升，《律师通讯》第 192 期，1995。
“战后台湾历史地位及法律地位之探讨”/林仁德，
《源远学报》第 7 期，1995。
“法律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案例及其探讨”/林咏荣，《法令月刊》第 46 卷第 4 期，1995。
“日治时期台湾思想控制法令之研究”/赖珍宁，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
“论关于台湾原住民土地之统治政与法令”/林佳陵，台湾大学法研所硕士论文，1995。
“日治时期的台湾法曹：以国家为中心之历史考察”/陈鋕雄，台湾大学法研所硕士论文，
1995。
“日本时代台湾警察制度之研究”/李崇僖，台湾大学法研所硕士论文，1995。
“台湾法律史上国家法体系对民间习惯规范之介入——以台湾‘典’规范之变迁为例”/刘
恒妏，台湾大学法研所硕士论文，1995。
“台湾土地所有权概念的形成经过：从业到所有权”/魏家弘，台湾大学法研所硕士论文，
1995。
“清代台湾垦务纠纷之初探——以岸里社为例（上）
”/陈炎正，
《台湾源流》第 2 期，1996。
“清代台湾垦务纠纷之初探——以岸里社为例（下）
”/陈炎正，
《台湾源流》第 3 期，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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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法律史学会秋季研讨会论文。
《台湾法的断裂与连续》/王泰升，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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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会议论文。
“自由民主宪政在台湾的法律规范与政治实践——一个法律社会史的考察”/王泰升，
“二十
世纪台湾民主发展——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七届研讨会”论文，2003。
“战后国会改革与民主发展——一个外来国会的本土化与后果”/徐永明，
“二十世纪台湾民
主发展——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七届研讨会”论文，2003。
“从官方档案看统治当局处理‘雷震案’的态度与决择——以国防部档案为中心”/许瑞浩，
“二十世纪台湾民主发展——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七届研讨会”论文，2003。
“戒严时期台湾的情治机构——以美丽岛事件为例”/陈翠莲，
“二十世纪台湾民主发展——
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七届研讨会”论文，2003。
“台湾教育民主化的历程——以战后台湾教育法制之发展为中心”/周志宏，
“二十世纪台湾
民主发展——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七届研讨会”论文，2003。
“美丽岛事件研究——背景、经过与影响”/陈仪深，
“二十世纪台湾民主发展——中华民国
史专题第七届研讨会”论文，2003。
“再访法人论争——一个概念的考掘”/吴宗谋，台湾大学法研所硕士论文，2003。
“台湾近代型国家语言法令之形成与演变”/吴欣阳，台湾大学法研所硕士论文，2003。
“清代台湾南部西拉雅族番社地权制度变迁之研究：以凤上八社领域为范围”/杨鸿谦，政
治大学地政研究所博士论文，2003。
“台湾法律史：第一讲 土地、人民、法律与历史”/王泰升，
《月旦法学教室》第 13 期，2003。
“台湾法律史：第二讲 如何展开研究并搜寻参考资料”/王泰升，
《月旦法学教室》第 14 期，
2003。
“旧台湾总督府法院司法文书の保存と利用”/王泰升，收入林屋礼二、石井紫郎、青山善
充编：
《明治前期の法と裁判》
，东京：信山社，2003。
“台湾总督府法院文书目录编纂について”/王泰升，收入台湾史研究会编：
《台湾の近代と
日本》
，名古屋：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3。
“台湾法律事件百选”/王泰升等人合著，
《月旦法学杂志》第 100 期，2003。
“由大肚社再探清代台湾之熟番地权”/吴奇浩，
《台湾史料研究》第 20 期，2003。
“台湾法的近代性与日本殖民统治”/王泰升，
《月旦法学杂志》第 91 期，2003。
“台湾宪法的故事：从‘旧日本’与‘旧中国’蜕变而成‘新台湾’”/王泰升，《台大法学
论丛》第 32 卷第 1 期，2003。
“台湾法律史：第三讲 法律史在学术论述与法律实务上的运用”/王泰升，
《月旦法学教室》
第 17 期， 2004。

21

“
‘淡新档案’在法律史研究上的运用”/王泰升、尧嘉宁、陈韵如，
《台湾史料研究》第 22
号，2004。
“台湾民事财产法文化的变迁——以不动产买卖为例”/王泰升，《台大法学论丛》第 33 卷
第 2 期，2004。
“近代政府档案与台湾法律史研究”/王泰升、陈昭如，《档案季刊》第 3 卷第 1 期，2004。
“从帝大到台大的台湾法律史研究与教学”/王泰升，《台湾本土法学》第 57 期，2004。
“帝国的尽头——淡新档案中奸拐故事与申冤者”/陈韵如，台湾大学法研所硕士论文，2004。
“清代台湾之熟番地权——以道卡斯族为例”/吴奇浩，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2004。
“清代台湾地权分配与权力网络关系”/陈秋坤，
《历史月刊》第 201 期，2004。
“台湾法制史乎？中国法制史？”/韩毓杰，
《法制史研究》第六期，2004。
。
“台湾刑事诉讼法朝向当事人主义修正的历史动因”/郭威廷，台湾大学法研所硕士论文，
2004。
“台湾戒严时期大法官释宪与人权发展”/洪淑华，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
《台湾法的世纪变革》/王泰升，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5。
“清据时期台湾之开发及其土地制度”/朱柏松，
《法学丛刊》第 199 期（总第 50 卷第 3 期），
2005。
“光复初期台大法学院的成立”/朱浤源，收入高明士主编：
《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一）：
教育与政治社会》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34 辑，2005。
“‘橡皮图章’如何转变为‘河东狮吼’？——立法院在台湾民主过程中角色转变之探究
(1950-2000)”/廖达琪，
《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 17 卷第 2 期，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中心编印，2005。
“俗例、番租与国家——清代台湾岸里社人和新港社人的田园租业，1740-1820”/陈秋坤，
“明清司法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研讨会论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2005 年
10 月 13-15 日。
“中国法律史作为台湾法律史的一部份”/刘恒妏，
“台湾史研究新思维”研讨会暨 2005 年
林本源中华文教基金会年会会议论文，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林本源中华文教基金会主
办，2005 年 12 月 8 日。
“日本法律史作为台湾法律史的一部份——以日本殖民地法学者为例”/吴豪人，
“台湾史研
究新思维”研讨会暨 2005 年林本源中华文教基金会年会会议论文，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
所、林本源中华文教基金会主办，2005 年 12 月 8 日。
“档案中的制度、行动与言说：试论档案与台湾法律史研究”/陈昭如，
“台湾史研究新思维”
研讨会暨 2005 年林本源中华文教基金会年会会议论文，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林本源
中华文教基金会主办，2005 年 12 月 8 日。

其他
“从固有刑律看传统妇女地位之演变——由固有刑罚与缘坐之观点出发”/陈仙丹，台湾大
学法研所硕士论文，1990。
“儒家思想法律化与中国家庭关系的发展”/马汉宝，
《台大法学论丛》第 21 卷第 1 期，1991。
“中国固有法中的亲子关系”/陈惠馨，《台大法学论丛》第 21 卷第 2 期，1992。
“中国审判法史的研究方法”/那思陆，《满族文化》第 18 期，1993。

22

“儒家、法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制的融合过程”/陈惠馨，收入《中国法制现代化之回顾与
前瞻》
，台湾大学法学院出版，1993。
“传道的历程与感想——法制史教学内容及方法”/林咏荣，《法学丛刊》第 151 期（总第
38 卷第 3 期）
，1993。
“中国的传统法思想和现代的法发展”/刘得宽，
《法学丛刊》第 152 期（总第 38 卷第 4 期），
1993。
《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林端，台北：巨流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4；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从法史学观点论我国刑法上之通奸罪”/柯胜义，国防管理学院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1994。
“我国传统法律教育之研究”/杜传荣，国防管理学院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
“从法史学观点论我国民法之家制”/黄章一，中兴大学法研所硕士论文，1995。
“中国法制史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那思陆，
《社会科学学报》
（空中大学）第 3 期，1995。
“传统中国‘罪行法定’的历史发展”/黄源盛，
《东海大学法学研究》第 9 期，1996。
“中华法律的传统与蜕变”/黄源盛，《中华法学》第 7 期，1997。
“The Individual and the Authorities”/张伟仁，
《台大法学论丛》第 26 卷第 2 期，1997。
“中国传统家庭特质之现代反省——特从服纪与法律的考察”/杜正胜，《大陆杂志》第 95
卷第 4 期，1997。
“The Confucian Theory of Norms and Human Rights” /张伟仁，载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Tu Weiming，eds., 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中国传统法制与思想》/黄源盛，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
“从‘典范转移’观点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价值”/徐振雄，
《月旦法学杂志》第
53 期，1999。
“我国传统法律价值导向民主法治之内在困境——一个批判式之法历史观点” /徐振雄，
《立
法院院闻》第 27 卷第 1 期，1999。
“
‘法律文化’对法律史研究的效用：评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邱澎生，《新史学》
第 10 卷第 2 期，1999。
“论清末民初以迄当代我国刑法上奸淫罪的立法与司法演变”/梁弘孟，政治大学法研所硕
士论文，1999。
“由包公系列小说看传统中国正义观”/刘恒妏，
《月旦法学杂志》第 53 期，1999。
“评 Melissa Macauley, Social Power and Legal Culture: Litigation M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邱澎生，《新史学》第 11 卷第 3 期，2000。
“从西方法制之继受谈中国帝制时期民商法不发达之原因”/黄上峰，
《法学丛刊》第 179 期
（总 45 卷第 3 期）
，2000。
“从孝道思想论杀尊亲属罪概念的衍变”/李玉玺，政治大学法研所硕士论文，2000。
“
《龙图公案》之公道文化研究”/郑安宜，暨南国际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硕士论文，2000。
“学习法史三十年”/张伟仁，
《法制史研究》创刊号，2000。
“评王伯琦先生著《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
”/许家馨，
《法制史研究》创刊号，2000。
“评杨鸿烈先生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李玉玺，
《法制史研究》创刊号，2000。
“近四十年来有关‘法律继受’研究论著概述”/卢静仪，
《法制史研究》创刊号，2000。
“一代汉学家与中国法巨擘：约瀚·艾斯卡拉”/李鏶澄，
《法制史研究》创刊号，2000。
“近五年来台湾有关中国法制史研究文献述要”/黄圣棻，
《法制史研究》创刊号，2000。
“
‘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台湾‘祭祀公业’的历史社会分析（Ⅰ）
”/林端，
《法
制史研究》创刊号，2000。

23

“
‘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台湾‘祭祀公业’的历史社会分析（Ⅱ）
”/林端，
《法
制史研究》第二期，2001。
“我对法制史及实证法之探索——琐谈我一甲子的台湾缘”/黄静嘉，
《法制史研究》第二期，
2001。
“中国古代三法司的形成、确立与发展”/那思陆，收入《当代基础法学理论》
，2001。
“罪与罚：试探中国古代法罪刑的发展与政治社会变迁之关系”/戴丽桑，成功大学历史学
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
“有关法制史教学与研究的一点想象与思考”/陈惠馨，《月旦法学杂志》第 88 期，2002。
《中国法律思想初探》/林文雄，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
“我五十八年的法律人生”/史锡恩，《法制史研究》第三期，2002。
“近十年来台湾法史学教育的实证分析（1993-2002）
”/黄源盛、张永鋐，
《法制史研究》第
三期，2002。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研究‘审判—理论与实践’研读会报导”/张益祥，
《法制史研究》第
三期，2002。
“九十一年度国内历史学界法制史相关学术活动介绍“/张文昌，
《法制史研究》第三期，2002。
“‘两岸法史学教育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纪要“/周伯峰，《法制史研究》第三
期，2002。
“法史学教学方法论座谈会纪实”/张世菁、庄以馨，《法制史研究》第三期，2002。
《由吾国固有法上离婚制度论我国往昔妇女在亲属法上地位》/刘瀚宇，台北：建宏书局，
2002。
《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林端，台北：三民书局，2003。
“法史学的研究方法——从戴炎辉先生的相关研究谈起”/陈惠馨，《法制史研究》第四期，
2003。
“固有法与继受法——戴炎辉法律史研究的社会学考察”/林端，
《法制史研究》第四期，2003。
“从黄昏到黎明——台湾法律系学生对法史学教育的观感”/黄源盛，
《法制史研究》第四期，
2003。
“
‘法史学的传承、方法与趋向——戴炎辉先生九五冥诞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庄以
馨，
《法制史研究》第四期，2003。
“
‘道南雅集：十月法史节’会后记”/张益祥，
《法制史研究》第四期，2003。
“
‘东亚教育与法制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纪要”/古怡青，
《法制史研究》第五期，2004。
《中国审判制度史》/那思陆，台南：正典出版文化有限公司，2004。
“戴炎辉：朴实谨严、开一代之宗风的大师”/黄静嘉，《法制史研究》第五期，2004。
“马汉宝——融贯中西法律文化的笃行者”/曾建元、杨湘钧，
《法制史研究》第六期，2004。
《法史学的传承、方法与趋向：戴炎辉先生九五冥诞纪念论文集》/黄源盛主编，台北：中
国法制史学会印行，2004。
“
‘中国传统法医学’的知识性格与操作脉络”/张哲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44 期，2004。
《中国法制史探索》/林茂松，台南：正典出版文化有限公司，2005。
“传统中国法对日本刑事立法最后的影响——以《新律纲领》与《改定律例》为中心”/黄
源盛，收入高明士主编：
《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政治法制篇》，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
中心丛书第 18 辑，2005。
“论传统中国的法律教育——以法体系之价值内涵为中心的学习制度”/陈惠馨、顾忠华，
《清华法学》第九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中国国际法学家王铁崖（1913-2003）
”/赵国材，《法制史研究》第七期，2005。

24

“来自民间永远的呼唤——戴炎辉〈鸡肋集〉等著作探讨”/叶光洲，
《法制史研究》第七期，
2005。
“台湾近十年来(1995～2004)大学文史研究所对‘中国法制史’研究概况”/高明士，
《法制
史研究》第七期，2005。
“东亚古代的明法与律学教育”/高明士，收入高明士主编：
《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一）：
教育与政治社会》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34 辑，2005。
“东亚法律文化与法律教育——传统中国与现代台湾的比较”/陈惠馨，收入高明士主编：
《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一）：教育与政治社会》，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第
34 辑，2005。
“从仵作看传统中国之检验制度——以《洗冤集录》为中心出发”/江存孝，
“第三届道南雅
集：十月法史节”发表论文，政治大学法学院基础法学研究中心、空中大学社会科学系、中
国法制史学会主办，2005 年 10 月 29 日。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