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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 專書論文 醫療過失刑責追訴及處罰之謙抑化 陳運財 醫療糾紛處理面面觀 

2016-09 期刊論文 脫下高貴的公民不服從的外衣—簡評刑法觀點下的公民

不服從 

陳運財 中研院法學期刊 

2016-09 專書論文 開啟再審之應有的正當程序 陳運財 刑事再審與無辜救濟 

2016-07 專書論文 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理論與實際 陳運財 法務部廖正豪前部長七秩華誕祝壽論

文集－刑事訴訟法卷 

2016-04 期刊論文 GPS 監控位置資訊的法定程序 陳運財 台灣法學雜誌 

2015-12 期刊論文 刑事公訴程序被害人角色之定位與程序影響之檢討--日

本法之觀點 

陳運財 法官協會雜誌 

2015-11 專書論文 信賴原則於醫療訴訟中之適用 陳運財 社會變遷下醫療法制發展之研究(三) 

2015-07 期刊論文 法庭遠距視訊調查與對質詰問權之保障 陳運財 檢察新論 

2015-04 研討會論

文 

法庭遠距視訊調查與對質詰問權之保障 陳運財  

2014-11 專書論文 台灣醫療糾紛與醫事刑法之發展 陳運財 社會變遷下醫療法制發展之研究（一） 

2014-06 期刊論文 偵查法體系的基礎理論 陳運財 月旦法學雜誌 

2014-05 研討會論

文 

信賴原則於醫療訴訟中之適用 陳運財  

2014-05 研討會論

文 

辯護人偵訊在場權運作狀況之檢討 陳運財  

2014-04 專書 偵查與人權 陳運財 元照出版社 

2013-08 期刊論文 第三審刑事訴訟之言詞辯論與自為判決 陳運財 台灣法學雜誌 

2013-05 研討會論

文 

醫療糾紛與醫事刑法之發展 陳運財  

2013-04 期刊論文 論國民參與刑事審判與上訴制度 陳運財 月旦法學雜誌 

2012-11 專書論文 第 159 條之 1 第 2 項檢訊筆錄實務爭議問題檢討 陳運財 刑事法學現代化動向—黃東熊教授八



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2012-10 期刊論文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限制上訴第三審事由之檢討 陳運財 月旦法學雜誌 

2012-09 期刊論文 台湾における人民観審試行条例草案について 陳運財 論究ジュリスト 

2012-09 研討會論

文 

第三審刑事訴訟之言詞辯論與自為判決 陳運財  

2012-05 研討會論

文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限制上訴第三審事由之研究 陳運財  

2012-05 研討會論

文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與上訴制度之變革 陳運財  

2012-04 專書論文 論刑事上訴制度之改革──以第二審上訴為中心 陳運財 甘添貴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下

冊) 

2012-01 期刊論文 刑事訴訟法為被告利益再審之要件—評最高法院 89 年度

台抗第 463 號裁定 

陳運財 檢察新論 

2012-01 專書論文 台湾における接見交通権の法改正の動向について――

日本法との比較検討を踏まえて 

陳運財 三井誠先生古希祝賀論文集 

2012-01 研討會論

文 

日本裁判員制度的觀察報告-兼評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 陳運財  

2011-12 研討會論

文 

刑事訴訟法為被告利益再審之要件—評最高法院 89 年度

台抗第 463 號裁定 

陳運財  

2011-05 期刊論文 釋字第六五四號解釋與自由溝通權 陳運財 月旦法學雜誌 

2011-04 期刊論文 改善我國刑事鑑定制度之芻議-兼論專家證人之地位與功

能 

陳運財 全國律師 

2011-03 研討會論

文 

專家證人之地位與功能 陳運財  

2011-03 研討會論

文 

由追訴權之本質論自訴制度的修正 陳運財  

2011-02 期刊論文 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動向的省思與展望 陳運財 月旦法學教室 

2011-01 期刊論文 不對稱上訴制度之研究 陳運財 檢察新論 



2011-01 期刊論文 從司法院釋字第 664 號解釋談少年人權之展望 陳運財 第 66 屆司法節學術研討會會議實錄 

2011-01 研討會論

文 

從司法院釋字第 664 號解釋談少年人權之展望 陳運財  

2010-12 研討會論

文 

上訴審改革之方向與展望──以檢察官上訴權之限制為中

心 

陳運財  

2010-08 期刊論文 醫療刑事訴訟之證明活動 陳運財 月旦法學雜誌 

2010-08 期刊論文 附隨於逮捕之身體及攜帶物品之搜索扣押──評日本最高

法院平成八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三小法庭裁定 

陳運財 裁判時報 

2010-06 期刊論文 共同被告於檢察官偵查訊問時所為之陳述之證據能力 陳運財 台灣法學雜誌 

2010-06 期刊論文 論冤獄賠償制度之改革—兼評大法官釋字 670 號解釋 陳運財 法令月刊 

2010-06 研討會論

文 

醫療刑事訴訟之證明活動 陳運財  

2010-05 期刊論文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之研究—兼評日本裁判員制度 陳運財 月旦法學雜誌 

2010-04 期刊論文 當事人一方所為之秘密錄音──評日本千葉地院平成三年

三月二十九日判決 

陳運財 裁判時報 

2010-02 期刊論文 「刑事妥適審判法草案」評釋－－由日本法之觀點 陳運財 月旦法學雜誌 

2010-01 期刊論文 大法官釋字第六六五號解釋評析 陳運財 月旦法學雜誌 

2009-12 期刊論文 無令狀搜索—評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 5184 號判決 陳運財 法令月刊 

2009-12 專書論文 從非常上訴之目的論「審判違背法令 陳運財 『刑事第三審上訴及非常上訴制度之

探討--最高法院學術研究叢書(17) 

2009-11 期刊論文 恣意裁判之禁止與法定法官原則 陳運財 法官協會雜誌 

2009-09 期刊論文 論偵查不公開之適用範圍及其例外 陳運財 全國律師 

2009-09 研討會論

文 

妥速適審判法草案評析 陳運財  

2009-07 期刊論文 強制處分法定原則與令狀主義----以搜索法制為中心(下) 陳運財 人權會訊 

2009-07 研討會論

文 

刑事上訴審制度之改革—由日本法論我國第二審上訴審

之結構 

陳運財  



2009-04 期刊論文 強制處分法定原則與令狀主義----以搜索法制為中心(上) 陳運財 人權會訊 

2009-04 研討會論

文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之研究—兼評日本裁判員制度 陳運財  

2009-03 期刊論文 反思落實人身自由保障的契機 陳運財 台灣法學雜誌 

2009-01 期刊論文 我國特別偵查組之現況與未來 陳運財 檢察新論 

2009-01 研討會論

文 

強制處分法定原則與令狀主義----以搜索法制為中心 陳運財  

2008-12 期刊論文 論檢察官舉證責任與法院職權調查之界限--以最高法院

92 台上 128 號刑事判例為中心 

陳運財 刑事證據法--最高法院學術研究叢書 

2008-12 研討會論

文 

偵查不公開之適用範圍及其例外 陳運財  

2008-12 研討會論

文 

反思落實人身自由保障的契機 陳運財  

2008-11 期刊論文 證據能力有無之舉證問題研究 陳運財 刑與思─林山田教授紀念論文集 

2008-11 專書論文 證據能力有無之舉證問題研究 陳運財 刑與思─林山田教授紀念論文集 

2008-11 研討會論

文 

我國特別偵查組之現況與未來 陳運財  

2008-07 期刊論文 貪瀆犯罪「窩裡反」條款與「刑事免責」之檢討 陳運財 日新司法年刊 

2008-05 期刊論文 檢察改革與刑事訴訟法 陳運財 檢察制度世紀回顧紀念文集 

2008-05 專書論文 檢察改革與刑事訴訟法 陳運財 檢察制度世紀回顧紀念文集 

2008-05 研討會論

文 

從非常上訴之目的論「審判違背法令」 陳運財  

2007-12 期刊論文 刑事訴訟新制之檢討與再造 陳運財 法官協會雜誌 

2007-12 研討會論

文 

論以「無罪推定」作為自由心證規範之具體內涵 陳運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