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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月 著作類別 著作名稱 作者 收錄出處 

2016-02 期刊論文 法律與情感運動 李佳玟 月旦法學雜誌 

2015-12 期刊論文 「社工」緝毒 李佳玟 月旦法學教室 

2015-12 期刊論文 台灣死刑制度之在地/全球辯證發展 李佳玟 思與言 

2015-12 專書論文 Conscience and Convenience: Taiwan’s Rocky 

Road to Adopting the Adversarial System in 

Criminal Procedure 

Chia-

Wen Lee 

The Judicial 

Reform Process 

in Taiwan: 

Institutionalizing 

Democracy and 

the Diffusion of 

Law 

2015-02 期刊論文 替天行道的檢察官 李佳玟 月旦法學教室 

2014-12 其他 將「文明」與「進步」存而不論的廢死運動 李佳玟  

2014-11 期刊論文 彌補正義缺口的自訴制度 李佳玟 全國律師 

2014-10 期刊論文 杜氏兄弟（父子）案是台灣司法界的醜聞 李佳玟 臺灣法學雜誌 

2014-10 期刊論文 青春專案 李佳玟 月旦法學教室 

2014-09 其他 柯震東是中國夢的犧牲品 李佳玟  

2014-08 其他 自訴與無罪推定何干？ 李佳玟  

2014-06 期刊論文 境外或跨境刑事案件中的境外證人供述證據：最

高法院近十年來相關判決之評釋 

李佳玟 臺大法學論叢 

2014-05 期刊論文 死刑案件的審判程序— 從《麻州州長死刑諮詢

委員會報告》談起 

李佳玟 全國律師 

2014-05 其他 未來還有多少「杜氏兄弟」 李佳玟  

2014-04 期刊論文 實物提示，原則或例外？--評最高法院一○一年

度臺上字第九○○號刑事判決 

李佳玟 月旦裁判時報 



2014-04 期刊論文 求歡不遂殺人事件 李佳玟 月旦法學教室 

2014-04 其他 檢察官回歸憲法 免淪幫凶 李佳玟  

2014-04 其他 馬英九的替死鬼 李佳玟  

2014-02 期刊論文 反酒駕戰爭的幾個程序問題 李佳玟 月旦法學雜誌 

2013-12 期刊論文 治酒駕用重典？── 一個實證的考察 李佳玟 月旦法學雜誌 

2013-10 期刊論文 命運 e青紅燈 李佳玟 月旦法學教室 

2013-08 期刊論文 當法官看見弱勢 李佳玟 司法改革雜誌 

2013-07 期刊論文 三角內褲的難題 李佳玟 月旦法學 

2013-04 其他 一千三百塊的青春 李佳玟  

2013-04 其他 起訴狀一本主義，是期待檢察官不再「拿錢不辦

事」 

李佳玟  

2013-01 其他 一位廢死論者的答客問 李佳玟  

2013-01 其他 廢死論者的烏托邦 李佳玟  

2012-12 其他 台灣正在向極權國家看齊 李佳玟  

2012-10 期刊論文 逸失的勒贖錄音帶─評高院九八矚上重更（十

一）第七號與最高法院一 00台上四一七七號刑

事判決 

李佳玟 裁判時報 

2012-08 期刊論文 警局裡的誘導詢問 李佳玟 月旦法學教室 

2012-07 其他 這是特偵別查組吧 李佳玟  

2012-06 期刊論文 司法政風狗仔隊 李佳玟 月旦法學教室 

2012-06 其他 檢察官抗議就可以規避法律？ 李佳玟  

2012-04 期刊論文 滴血認親 李佳玟 月旦法學教室 

2012-01 其他 一個「看客」的自白 李佳玟  



2011-12 期刊論文 走出信與不信的迷宮-論兒童性侵害之程序問題

與改進之道 

李佳玟 台灣法學 

2011-10 其他 拋開「下跪道歉等於真兇」的迷思 李佳玟  

2011-08 研討會論

文 

The Anti-Death Penalty Movement in the Local-

Global Dynamics – the Case of Taiwan 

Chia-

Wen Lee

（李佳

玟） 

 

2011-06 研討會論

文 

The Interplay of Emotions and Rationalities in 

Penal Strategies against Sex Offenders in 

Taiwan 

Chia-

Wen Lee 

（李佳

玟） 

 

2011-03 期刊論文 死刑废除：民主社会中的难题 李佳玟 中国改革 

2011-03 專書 Taiwan Lee, 

Chia-

Wen, 

Charles, 

K. 

Chang, 

& Doris 

C. Chu 

Doris C. Chu 

(Ed). Crime and 

Punishment 

Around the 

World, Vol.3. 

Asia/Pacific. 

Gen. Ed. 

Graeme R. 

Newman. 4 

vols. Santa 

Barbara: ABC-

CLIO (ISBN: 

978-0-313-

35133-4). 

2010-12 期刊論文 從個案到通案的正義長路 李佳玟 司法改革 

2010-09 期刊論文 停車位上的威而鋼-簡評最高法院九八年度臺上

字第三八六三號判決 

李佳玟 臺灣法學雜誌 

2010-09 期刊論文 違反罪刑法定主義的正義 李佳玟 臺灣法學雜誌 



2010-09 期刊論文 대만의 국가정체성과 사형제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and Capital Punishment) 

李佳玟 공익과인권 

(Public Interests 

and Human 

Rights) 

2010-08 期刊論文 共同被告於偵查中未經具結的陳述-簡評最高法

院九八年度臺上字第四四三七號判決 

李佳玟 臺灣法學雜誌 

2010-08 期刊論文 急診室中的強制導尿-簡評最高法院九九年度臺

上字第四○號判決 

李佳玟 臺灣法學雜誌 

2010-06 期刊論文 邱和順等人被控擄人勒贖撕票案-刑事人權報告

書 

李佳玟 臺灣法學雜誌 

2010-02 期刊論文 自白的補強法則 李佳玟 月旦法學 

2009-06 期刊論文 論人身自由的拘束（上） 李佳玟 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 

2009-06 期刊論文 論人身自由的拘束（下） 李佳玟 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 

2009-05 研討會論

文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DEATH 

PENALTY IN TAIWAN 

Chia-

Wen Lee 

 

2009-01 專書論文 在地的刑罰‧全球的秩序 李佳玟  

2008-12 期刊論文 在場人錄音之證據能力（下） 李佳玟 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 

2008-12 期刊論文 在場人錄音之證據能力（中） 李佳玟 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 

2008-11 期刊論文 在場人錄音之證據能力（上） 李佳玟 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 

2008-07 期刊論文 刑事訴訟法中之法理與類推適用－以南迴搞軌案

為例 

李佳玟 日新司法年刊 

2007-11 研討會論

文 

Private Policing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李佳玟  



2007-10 期刊論文 檢察一體原則與鑑定報告的證據能力──評最高

法院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六六四八號刑事判決 

李佳玟 月旦法學雜誌 

2007-03 期刊論文 死刑與理性正義 李佳玟 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 

2007-02 期刊論文 機密且一造進行之羈押審查程序 李佳玟 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 

2006-06 期刊論文 被害者認同與刑事政策 李佳玟 成大法學 

2005-11 期刊論文 女性犯罪責任的敘事建構- 以鄧如雯殺夫案為例 李佳玟 台大法學論叢 

2005-10 期刊論文 預防性羈押：刑事程序中的風險管理 李佳玟 月旦法學教室 

2005-08 專書論文 風險社會下的媒體與刑事政策──以 1997年白曉

燕案為例 

李佳玟  

2005-06 期刊論文 近年來性侵害犯罪之刑事政策分析──從婦運之

角度觀察 

李佳玟 中原財經法學 

2005-03 期刊論文 風險社會下的反恐戰爭 李佳玟 月旦法學雜誌 

2004-12 期刊論文 壓迫與解放：美國種族主義中的認同政治（下） 李佳玟 成大法學 

2004-10 期刊論文 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與社會功能 李佳玟 月旦法學 

2004-06 期刊論文 壓迫與解放：美國種族主義中的認同政治（上） 李佳玟 成大法學 

2003-06 期刊論文 Nation Building and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李佳玟 歐美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