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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月 著作類別 著作名稱 作者 收錄出處 

2016-08 研討會論文 論公務員圖利罪：一個比較法的分析 王效文  

2016-03 期刊論文 擄人勒贖、恐嚇與詐欺之虛與實 王效文 月旦法學教室 

2016-01 期刊論文 賄賂罪構成要件之重構：評林鈺雄教授「貪污

瀆職罪之立法展望－以結合截堵功能與訴訟證

明的基本職務收賄罪為中心」 

王效文 檢察新論 

2015-12 期刊論文 刑罰目的與刑法體系－論Günther Jakobs功能

主義刑法體系中的罪責 

王效文 成大法學 

2015-10 研討會論文 不法利益與刑法中的財產概念 王效文  

2015- 專書論文 Der Rechtshilfeverkehr in Strafsachen in 

Taiwan – am Beispiel der Ü berstellung 

verurteilter Personen 

Hsiao-Wen 

WANG 

Strafrecht ohne Grenzen. 3. 

Deutsch-Taiwanesisches 

Strafrechtsforum Kaohsiung / Tainan / 

Taipeh 2013 

2014-08 研討會論文 The Functions and System of Criminal Law: A 

Study of Systemic Functionalism in Criminal 

Jurisprudence 

Wang, 

Hsiao-Wen 

 

2014-03 期刊論文 自動提款機溢領款項的刑事責任 王效文 月旦法學教室 

2014-03 研討會論文 刑法的功能與體系 王效文  

2014-01 專書論文 犯罪參與及身分－評林維教授與陳志輝教授兩

篇文章 

王效文 共犯論研究 

2013-05 專書論文 Strafbarkeit von Terrorismus und 

Organisierter Kriminalität aus taiwanesischer 

Sicht 

Hsiao-Wen 

Wang 

Neujustierung des Strafrechts durch 

Terrorismus und Organisierte Kriminalität. 

2. Deutsch-Taiwanesisches 

Strafrechtsforum Trier / Osnabrück 2012 

2013-03 期刊論文 不純正不作為犯的教唆犯 王效文 月旦法學教室 

2012-10 期刊論文 侵占罪既遂之認定 王效文 月旦法學教室 

2012-07 期刊論文 論侵占罪之持有與侵占行為 王效文 月旦法學 



2012-05 期刊論文 德國刑事司法互助法制與歐盟法之影響 王效文 涉外執法與政策學報 

2012-04 專書論文 中止犯減免刑罰之理由 王效文 犯罪實行理論 

2012-04 專書論文 論遺棄罪之體系與構成要件 王效文 甘添貴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下冊) 

2012-03 期刊論文 加重教唆 王效文 月旦法學教室 

2012-03 期刊論文 詐欺取財及得利罪之關係與內容相等性 王效文 台灣法學 

2011-12 研討會論文 未遂教唆之性質與類型 王效文  

2011-08 研討會論文 Moralische Begründungen des 

Sterbehilfeverbots 

Wang, 

Hsiao-Wen 

 

2011-07 期刊論文 中止犯減免刑罰之理由 王效文 月旦法學 

2011-04 研討會論文 刑法學是否有自己的方法論？ 王效文  

2011-03 研討會論文 中止犯減免刑罰之理由 王效文  

2010-12 期刊論文 刑法對經濟活動自由之規制—以背信罪為例 

(Regulierung wirtschaftlicher 

Betätigungsfreiheit durch das Strafrecht - am 

Beispiel der Untreue <§ 266 StGB >) 

Robert 

Esser 著，

王效文譯 

成大法學 

2010-11 其他 導論 (Einführung)，收於：Ulfrid Neumann / 

Winfried Hassemer / Ulrich Schroth（主編），

自我負責人格之法律—Arthur Kaufmann 的法

律哲學，台北：五南，2010 年 11 月，頁

291-309。 

Ulrich 

Schroth

著，王效文

譯 

 

2010-10 期刊論文 加重結果犯之性質與構造－評最高法院九十八

年度台上字第五三一０號判決 

王效文 月旦裁判時報 

2010-09 專書論文 過失犯的犯罪構造與相關問題－評林鈺雄教授

《過失犯構成要件的若干實務問題》與黎宏教

授「過失犯研究」兩篇文章 

王效文 過失犯研究－以交通過失和醫療過失為中

心 

2010-05 研討會論文 過失犯的犯罪構造與相關問題－評林鈺雄「過

失犯構成要件的若干實務問題」與黎宏教授「過

失犯研究」兩篇文章 

王效文  

2010-02 期刊論文 職棒比賽放水詐賭的刑事責任 王效文 月旦法學教室 



2009-09 期刊論文 國際刑法轉換為我國內國法之必要性 王效文 台灣國際法季刊 

2009-07 專書論文 世界和平與國際社會法意識之形塑：論國際刑

法之保護法益與刑罰目的 

王效文 全球化、正義與人權 

2009-06 專書論文 規範性構成要件錯誤與禁止錯誤－最高法院相

關判決評釋 

王效文 2007 台灣刑事法年鑑：司法院林永謀大法

官榮退祝賀專輯 

2009-05 研討會論文 國際刑法於我國內國法化之必要性 王效文  

2009-03 研討會論文 我國公務員圖利罪之規定與比較法之分析 王效文  

2008-09 期刊論文 刑法中阻卻違法緊急避難的哲學基礎 王效文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2008-09 研討會論文 刑法義務與社會變遷 王效文  

2008-06 期刊論文 國際刑法之保護法益與刑罰目的 王效文 成大法學 

2008-06 研討會論文 國際刑法之適用與管轄權之分配 王效文  

2008-02 期刊論文 規範性構成要件錯誤與禁止錯誤－最高法院相

關判決評釋 

王效文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2007-11 研討會論文 規範性構成要件錯誤與禁止錯誤－最高法院相

關判決評釋 

王效文  

2007-06 期刊論文 刑事訴訟法之結構與個人權利之保護－一個比

較法的觀察 (Strukturen des 

Strafverfahrensrechts und der Schutz von 

Individualrechten. Eine rechtsvergleichende 

Betrachtung) 

Hans-Hein

er Kühne

著，王效文

譯 

成大法學 

2007-06 期刊論文 贓物罪的處罰理由、構成要件與修正建議 王效文 月旦法學 

2007-02 研討會論文 Die Vielfalt der Rechtskulturen und die 

Universalität des Völkerstrafrechts 

Wang, 

Hsiao-Wen 

 

2006-12 其他 刑法體系與刑事政策 (Strafrechtssystem und 

Kriminalpolitik)，收於：許玉秀、陳志輝（合編），

不疑不惑獻身法與正義 – 許迺曼刑事法論文

選輯，台北：新學林，2006 年 12 月，頁 37-59。 

Bernd 

Schünema

nn 著，王效

文譯 

 

2006-03 研討會論文 世界和平與國際社會法意識之形塑：論國際刑

法之保護法益與刑罰目的 

王效文  



2005-12 期刊論文 刑法適用法之規範性質與原則 王效文 成大法學 

2005-09 專書論文 網際網路犯罪與內國刑法之適用 王效文 民主．人權．正義，蘇俊雄教授七秩華誕祝

壽論文集 

2005- 專書 Der universale Strafanspruch des nationalen 

Staates.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as 

Weltrechtsprinzip im Internationalen 

Strafrecht 

Hsiao-Wen 

Wang 

Peter L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