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人权教材、参考书一览
（感谢班文战教授、孙世彦教授提供部分书籍信息）

1. 人权法教材
《国际人权法——21 世纪法学规划教材》
主编：徐显明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 年 11 月
（通用教材）
《人权法学》
作者：杨成铭
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 年 1 月
（通用教材）
《人权教育手册》
编著：本尼德克，尼科洛娃（W. Benedek and M. Nikolova）
翻译： 李保东
出版社：三联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 年
《人权法学》
主编：李步云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 年 2 月
（通用教材）
《人权知识干部读本》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
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6 年版
（专门教材，用于干部培训）
《国际人权法专论 》
作者：张爱宁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 年 5 月
（专门教材，适用于国际法专业的学生）
《人权法导论 》
编著：方立新、夏立安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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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07 年 5 月
（通用教材）
《人权法原理》
作者：徐显明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 年 9 月
（专门教材，适用于专讲人权法理论的课程，如给法理学专业研究生的课程）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注》（修订第二版）
著者：曼弗雷德·诺瓦克 (M. Nowak)
翻译：孙世彦毕小青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08 年 10 月
《检察官与人权保障》
作者：《检察官与人权保障教程》编写组
出版社：中国检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 年 12 月
（专门教材，适用于检察官培训）
《人权法学》 （第二版）
主编：杨春福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年 1 月
（通用教材）
《国际人权制度导论》
著者：诺瓦克
翻译：柳华文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年 1 月
（适用于国际法专业的学生）
《国际人权法精要（第四版）》
编者：伯根索尔等著
翻译：黎作恒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年 12 月
（通用教材）
《人权法学》
主编：白桂梅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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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11 年 10 月
通用教材
2. 教学辅助资料
《人权案例选编》
主编：李步云、孙世彦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 年 6 月

《人权指南:国际人权保护机制、标准与中国执行情况汇编手册》
编著：徐爽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3 月
3.研究类的参考书籍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教程》（修订第二版）
主编： A•艾德、C•克洛斯、A•罗萨斯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翻译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 年
《公民基本人权法律制度研究》
主著：林喆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 年
《妇女与国际人权法》第一卷
编著：阿什金 ，寇尼格 （K.D. Askin,D.M.Koening）
翻译：黄列，朱晓青
出版社：三联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 年
《当代中国人权保障法律制度研究》
主编：林喆
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 年
《妇女与国际人权法》第二卷
编著：阿什金 ，寇尼格 （K.D. Askin,D.M.Koening）
翻译：黄列，朱晓青
出版社：三联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 年 6 月
《论人权》
作者：李步云

3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年
《我们时代的人权：多学科的视野》
编者：Todd Landman, William Paul
Simmons, Rhona Smith
出版社：法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年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国内实施读本
主编：黄金荣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1 月
《法庭上的宪法》
作者：周伟
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 No.1（2011）》（人权蓝皮书）
主编：李君如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8 月
《少数人差别权利研究——以加拿大为视角》
作者：耿焰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中国人权研究机构与人权教育》
编者：杨松才、陈佑武
出版社：中国检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年 10 月
《法治视野下的人权问题-人权丛书》
编者：白桂梅主编
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3 年 9 月
《刑事辩护制度的实证考察--人权丛书》
作者：陈瑞华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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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若干问题研究
作者：杨松才、泰莉、龚向和、陈佑武等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 年 4 月
《中国现代人权论战--罗隆基人权理论构建/人权研究丛书》
作者：刘志强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 年 04 月
《人权与帝国:世界主义的政治哲学》
作者： 科斯塔斯•杜兹纳、 辛亨复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年 12 月
《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法制建设》
作者：谭世贵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 年 03 月
《人权全球化基本理论研究》
作者：何志鹏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 年 06 月
《人权法论》
作者：林发新
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01 月
《人权与法治》
作者：蓝潮永
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 年 10 月
《人权法评论》(第 1-2 卷)
主编：周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第 1 卷 2005 年 08 月
第 2 卷 2007 年 10 月
《中国人权年刊》（1-4 卷）:（中国-欧盟人权学术网络专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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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第 1 卷 2004 年 8 月
第 4 卷 2008 年 6 月
4. 其他可作为参考资料的研究性书籍 （由孙世彦教授提供）
［挪］A·艾德、
［芬］C·克罗斯、
［比］A·罗萨斯编，黄列译：《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
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瑞典］格德门德尔·阿尔弗雷德松、［挪威］阿斯布佐恩·艾德编：《<世界人权宣
言>：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
，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翻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英］A·J·M·米尔恩著，夏勇、张志铭译：《人权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
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年版
白桂梅主编：
《法治视野下的人权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白桂梅主编：
《国际人权与发展：中国和加拿大的视角》，1998 年
白桂梅等编：
《国际法上的人权》
白桂梅：
《国际法上的自决》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9 年版
蔡高强等：
《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内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蔡高强：
《艾滋病与人权保护》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
常健：
《人权的理想·悖论·现实》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陈光中主编：《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陈光中主编：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批准与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
社 2002 年版
陈光中、丹尼尔·普瑞方廷（加）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
出版社 1998 年版
陈光中主编，程味秋、
［加］杨诚副主编：
《刑事一审程序与人权保障》，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06 年版
陈光中主编：
《刑事再审程序与人权保障》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陈卫东主编：
《羁押制度与人权保障》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5 年版
陈孝平：
《人权法片论》
，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年版
陈佑武：
《人权的原理与保障》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陈泽宪主编：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与实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大沼保昭著、王志安译：
《人权、国家与文明》
，三联书店
邓成明、杨松才主编：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若干问题研究》
，湖南人民出
版社 2007 年版
董云虎、刘武萍编著：
《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续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杜钢建：
《外国人权思想论》
，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
杜钢建：
《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美］科斯塔斯·杜兹纳：
《人权的终结》
，郭春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甘绍平：
《人权伦理学》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9 年版
高连升：
《当代人权理论》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格德门德尔·阿尔弗雷德松、阿斯布佐恩·艾德编：《〈世界人权宣言〉：努力实现的共同
标准》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龚向和：
《作为人权的社会权——社会权法律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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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盛开：
《国际人权法：美洲区域的理论与实践》，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关今华主编：
《基本人权保护与法律实践》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黄金荣：《司法保障人权的限度——经济和社会权利可诉性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09 年版
黄立、杨松才：
《刑事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柯葛壮：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制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赖彭城 等编著：国际人权论，1993 年版
李步云：
《论人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李春林：
《国际法上的贸易与人权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李林主编：
《当代人权理论与实践》
，1996

李龙、万鄂湘：人权理论与国际人权，1992 年版

李双元主编：
《儿童权利的国际法律保护》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年版

李卫海：
《紧急状态下的人权克减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年版

李薇薇、Lisa Stearns 主编：《禁止就业歧视：国际标准和国内实践》，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李希光、郭晓科主编：
《人权报道读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李云龙：
《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
林劲松：
《刑事诉讼与基本人权》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林喆主编：
《公民基本人权法律制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刘海年主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研究——中国挪威经社文权利国际
公约研讨会文集》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年版
刘杰：
《美国与国际人权法》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刘杰：
《人权与国家主权》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刘连泰：《〈国际人权宪章〉与我国宪法的比较研究——以文本为中心》，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刘楠来等编：
《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刘楠来主编：
《发展中国家与人权》，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刘旭：
《国际劳工标准概述》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3 年版
柳华文：《论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义务的不对称性》，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柳华文主编：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英］奈杰尔·罗德雷：
《非自由人的人身权利——国际法中的囚犯待遇》，毕小青、赵
宝庆等译，三联书店 2006 年版
罗昌平主编：
《中瑞刑事法中的人权保护比较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罗艳华：《国际关系中的主权与人权——对两者关系的多维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罗艳华：
《东方人看人权——东亚国家人权观透视》
，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
罗玉中、万其刚、刘松山：
《人权与法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毛汉光：
《中国人权史——生存权篇》
，广西示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莫纪宏：
《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
莫纪宏主编：
《人权保障法与中国》，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
莫纪宏等：
《人权法的新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庞森：
《当代人权 ABC》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齐延平主编：
《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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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延平：
《人权与法治》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宋玉波主编：
《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际人权法》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4 年版
孙国华主编：
《人权：走向自由的标尺》，1993 年版
谭世贵：
《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法治建设》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杰克·唐纳利：
《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
，王浦劬等译，中国
万鄂湘主编，石磊、杨成铭副主编：
《欧洲人权法院判例评述》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汪习根：《法治社会的基本人权——发展权法律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汪习根主编：
《发展权全球法治机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王光贤：《禁止酷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和国内监督机制相结合的视角》，上海世纪
出版集团 2007 年版
王家福、刘海年主编：
《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年版
王孔祥：
《国际人权法视野下的人权教育》
，时事出版社 2008 年版
王立行等：
《人权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王启富、刘金国主编：
《人权问题的法理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王启富、刘金国主编：
《中国人权的司法保障》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王四新：
《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王四新：
《表达自由——原理与应用》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王运祥、刘杰：
《联合国与人权保障国际化》，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王雪梅：
《儿童权利论——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斯里兰卡］C·G·威拉曼特里编，张新宝等译，《人权与科学技术发展》
，1997
吴双全：
《少数人权利的国际保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吴希忠：
《社会主义与人权》
，学林出版社 2007 年版
威廉姆·夏巴斯著、赵海峰等译：《国际法上的废除死刑》（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
夏勇：
《人权概念起源》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修订版
夏勇主编：
《走向权利的时代》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夏勇等主编：《如何根除酷刑——中国与丹麦酷刑问题合作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3 年版
肖泽晟：
《宪法学——关于人权保障与权力控制的学说》，科学出版社 2004 年修订版
萧伯符、龚太华、赵德刚、余涛等编著：《公安执法与人权保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2006 年版
［瑞士］托马斯·弗莱纳：
《人权是什么？》，谢鹏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版
许崇德等编：
《人权思想与人权立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徐显明主编：
《人权研究》系列
严海良：《人权论证范式的变革——从主体性到关系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杨成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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