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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韓琦 17：2 (1999.12) 頁401-404

五、民間信仰
唐宋時期南方后土信仰的演變—以揚州后土崇拜為例 廖咸惠 14：2 (1996.12) 頁103134
宋朝水神許遜傳說之研究 李豐楙 8：1 (1990.6) 頁363-400
Folktales on the God of the Stove Robert L. Chard

8：1 (1990.6) pp. 149-182

Images of Kuan-yin in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Chün-fang Yü 8：1 (1990.6) pp. 221-285
媽祖傳說的開展（附：關於中國民眾文藝的問題） 李獻璋 8：1(1990.6) 頁287-307
Wen Ch’iung─The God of Many Faces Paul Katz

8：1 (1990.6) pp. 183-219

臺灣民間信仰的發展趨勢 宋光宇 3：1 (1985.6) 頁199-234
來自民間口頭傳統的心聲：以一場陳靖姑故事之轉述為例 陳敏慧 8：1 (1990.6) 頁309326

肆、史

地

一、斷代史

1.先秦史
中國上古史稿讀記 陳槃 1：2 (1983.12) 頁455-473
古代中國、埃及與兩河流域對異族態度之比較研究 蒲慕州 17：2 (1999.12) 頁137-168
追尋夏文化：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國家主義考古學 徐堅 18：1 (2000.6) 頁291-307
春秋戰國史稿商搉 陳槃 2：2 (1984.12) 頁343-362
從駒父 蓋銘文談周王朝與南淮夷的關係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 5：2 (1987.12)
頁567-573
玁狁與戎考論 韓小忙 14：2 (1996.12) 頁91-102
從《國語》與《左傳》本質上的差異試論後人對《國語》的批評（上、下）

張以仁

1：2 (1983.12) 頁419-453；2：1 (1984.6) 頁1-22
評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
《溫故知新錄—商周文化史管見》 季旭昇 15：2
(1997.12) 頁293-299

2.秦漢史
漢代的父老、僤與聚族里居—「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讀記
(1983.12) 頁355-377
兩漢「客」的演變 羅彤華 5：2 (1987.12) 頁435-478
漢代分家原因初探 羅彤華 11：1 (1993.6) 頁135-157

邢義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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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之婦人災異論 劉詠聰 9：2 (1991.12) 頁79-103
漢代中國與羅馬關係的再省察—拉西克著〈羅馬東方貿易新探〉讀記

邢義田

3：1

(1985.6) 頁331-341
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關係的再檢討（1985-95） 邢義田 15：1 (1997.6) 頁1-31
Ming-chiao in the Eastern Han: Filial Piety, Reputation, and Office

8：2 (1990.12)

John Makeham

pp. 79-109

3.魏晉南北朝史
魏晉南北朝尚書主客曹及其外交管理職能 黎虎 17：2 (1999.12) 頁187-216
六朝時期人口遷移與嶺南地區瘴氣病 范家偉 16：1 (1998.6) 頁27-58
魏晉南北朝軍戶考 侯家駒 8：2 (1990.12) 頁111-148
敦煌與吐魯番寫本孫盛晉春秋及其「傳之外國」考 饒宗頤 4：2 (1986.12) 頁1-8
One Significant Rise in Chu-ko Liang’s Popularity: An Impact of the 1127 Jurchen Conquest

Hoyt

Cleveland Tillman 14：2 (1996.12) pp. 1-34

4.隋唐五代史
關於楊堅興起背景的考察 呂春盛 18：2 (2000.12) 頁167-196
論武德到貞觀律令制度的成立—唐朝立國政策的研究之二 高明士 11：1 (1993.6) 頁
159-207
瓜沙史事述要 蘇瑩輝 4：2 (1986.12) 頁465-481
論索勳紀德碑及其史事之探討 林天蔚 4：2 (1986.12) 頁483-495
唐與吐蕃關係中的祿東贊家族 王吉林 4：2 (1986.12) 頁497-507
唐代蕃將與其部落的關係 章群 7：2 (1989.12) 頁75-82
在晚唐政治動盪中司空圖的仕宦生涯考 王潤華 7：2 (1989.12) 頁83-97
評 Arthur F. Wright, The Sui Dynasty 劉健明 1：2 (1983.12) 頁705-710
卞麟錫《安史亂的新研究》評介 王民信 6：2 (1988.12) 頁393-396

5.宋遼金元史
南宋時代邕州的橫山寨 黃寬重 3：2 (1985.12) 頁507-534
南宋的市鎮 梁庚堯 3：2 (1985.12) 頁461-506
說「大朝」：元朝建號前蒙古的漢文國號— 兼論蒙元國號的演變

蕭啟慶

3：1

(1985.6) 頁23-40
蒙元水軍之興起與蒙宋戰爭 蕭啟慶 8：2 (1990.12) 頁177-200
元大都城建造傳說探源 陳學霖 5：1(1987.6) 頁95-127
元代科舉與菁英流動—以元統元年進士為中心 蕭啟慶 5：1 (1987.6) 頁129-160
評梅原郁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人名索引》 黃寬重 1：2 (1983.12) 頁721-732
評 Richard L. Davis, 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79: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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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unes for the Shih of Ming-chou

柳立言、黃寬重 5：1 (1987.6) 頁 295-303

6.明清史
明季士大夫殉國原因剖析 何冠彪 11：1 (1993.6) 頁287-317
明朝海禁與日本的關係 鄭樑生 1：1 (1983.6) 頁133-162
明清冊封琉球論略 謝必震 11：1 (1993.6) 頁319-338
明王景弘下西洋史事鈎沈 陳學霖 9：2 (1991.12) 頁223-256
張經與王江涇之役—明嘉靖間之剿倭戰事研究 鄭樑生 10：2 (1992.12) 頁333-354
明嘉靖間靖倭督撫之更迭與趙文華之督察軍情（1547-1556）

鄭樑生

12：2 (1994.12)

頁195-220
嘉靖年間明廷對日本貢使策彥周良的處置始末 鄭樑生 6：2 (1988.12) 頁191-211
胡宗憲靖倭始末（1555-1559） 鄭樑生 12：1(1994.6) 頁179-202
薩爾滸戰前的遼東情況—從何爾健上明神宗疏奏看當時遼東的殘破

金承藝

3：1

(1985.6) 頁1-22
蔣良騏《東華錄》校釋（一至六）
475-488；2：1 (1984.6)
280；5：1 (1987.6)

陳捷先

1：1(1983.6)

頁117-133；2：2 (1984.12)

頁41-60；1：2 (1983.12)

頁623-638；4：1 (1986.6)

頁

頁265-

頁275-293

李自成死事考辨 王春瑜、韋祖輝 17：1 (1999.6) 頁335-363
清初的遺民與貳臣—顧炎武、孫承澤、朱彝尊交遊考論 謝正光 17：2 (1999.12) 頁
31-60
清代前期君主對官私史學的影響 何冠彪 16：1 (1998.6) 頁155-184
董妃與董小宛新考 周法高 1：1 (1983.6) 頁9-25
康熙帝玄燁入承大統實錄 金承藝 5：2 (1987.12) 頁621-634
康熙朝漢人士大夫對「曆獄」的態度及其所衍生的傳說 黃一農 11：2 (1993.12) 頁137161
一項有關清世宗是否奪位的重要問題之探討 金承藝 2：1 (1984.6) 頁185-200
清世宗《大義覺迷錄》重要觀念之探討 邵東方 17：2 (1999.12) 頁61-89
清代湖南市鎮的發展與變遷 巫仁恕 15：2 (1997.12) 頁73-107
評孟森《新校點本明史講義》 徐泓 1：2 (1983.12) 頁701-705

7.近現代史
廣州對外通商港埠地區之演變 王爾敏 3：2 (1985.12) 頁581-632
The Shanghai-Tientsin Connection: Li Hung-chang’s Political Control over Shanghai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 Yuen-sang Leung

4：1(1986.6) pp. 315-331

翻案與修正之辨：再論康有為與戊戌變法答黃彰健先生 汪榮祖 11：2 (1993.12) 頁38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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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與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一書 孔祥吉 13：1 (1995.6) 頁185-196
中國近代革命史資料與研究之初步觀察 李雲漢 7：2(1989.12) 頁169-204
袁世凱稱帝前後（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六年）：日本、英國、美國檔案之分析與利用 戚世
皓 7：2 (1989.12) 頁205-223
由開明而保守—辛亥政局對王國維思想和心理的衝擊 周明之 11：1 (1993.6) 頁103134
矛盾的梁啟超：一個心理學的解釋 康綠島 3：1(1985.6) 頁185-198
「相得」與「疏離」—林語堂與魯迅的交往史實及其文化思考 陳漱渝 13：1 (1995.6)
頁281-289
五四時期克魯泡特金對中國的影響 史蓮娜（Jelena Staburova） 14：1 (1996.6) 頁157-176
韋慕庭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張朋園 10：2 (1992.12) 頁437-454
從方志記載看近代四川的宗教與禮俗 呂實強 3：2 (1985.12) 頁863-883
Biographical Notices and Modern Education in Local Gazetteers on Nineteenth-Century Foochow
Suzanne Wilson Barnett

3：2 (1985.12) pp. 771-795

《原富》的翻譯與傳播—兼與賴建誠教授商榷 皮後鋒 18：1 (2000.6) 頁309-330
The Struggle for Everyday Life in Nanjing, China, January to June 1938

Mark Eykholt

15：2

(1997.12) pp. 185-237
評 George A. Lensen, Balance of Intrigue: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Korea and Manchuria, 1884-1899
張存武 1：1 (1983.6) 頁326-328
評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梁家麟、王爾敏

2：2 (1984.12) 頁671-692

On Review of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Cohen, Paul A.

3：1 (1985.6) pp. 307-308

評介沈（松僑）著《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兼論社會科學與史學研究方法》
朱浤源 3：1 (1985.6) 頁309-330
評 Jane K. Leonard, 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ld

翁瑞廷

3：1

(1985.6) 頁375-379

二、臺灣史
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人在大員一帶的經濟關係（1625-1640）

韓家寶（Heyns Pol）

18：1 (2000.6) 頁129-152
明鄭與西班牙帝國：鄭氏家族與菲律賓關係初探 李毓中 16：2 (1998.12) 頁29-59
岸裡社與漢人合作開發清代臺灣中部的歷史淵源 黃富三 16：2 (1998.12) 頁61-78
從帳簿資料看日據北臺灣鄉紳家族的社會經濟生活：以北埔姜家為例
16：2 (1998.12) 頁79-114

莊英章、連瑞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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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南村的政治活動—一個南臺灣農村的個案研究 陳祥水 17：1 (1999.6) 頁127-155
《高志》義例及其史料運用價值的評鑑 謝浩 3：2 (1985.12) 頁271-315
論清代臺灣地區方志的義例 陳捷先 3：2 (1985.12) 頁157-232
清修臺灣方志與近卅年所修臺灣方志之比較研究 尹章義 3：2 (1985.12) 頁233-269
日據時期臺灣官撰地方史志的探討 王世慶 3：2 (1985.12) 頁317-350
評春山明哲、若林正丈《日本植民地主義の政治的展開（1895-1934）—その統治體制と
台灣の民族運動》 吳文星 1：1 (1983.6) 頁344-351
評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 黃秀政 1：2 (1983.12) 頁710-712

三、歷史地理、方志
塞人南遷罽賓與沿途所建諸國考 黃盛璋 13：2 (1995.12) 頁131-158
大氏渤海國行政地理考 王頲 10：1 (1992.6) 頁181-198
《讀史方輿紀要》與《嘉慶一統志》 嚴耕望 3：2 (1985.12) 頁1-10
《灤州志》之纂修經過及其史法比較—讀章學誠〈書灤志後〉有感 朱重聖 3：2 (1985.
12) 頁121-138
金元黃河故道考辨 王頲 12：1 (1994.6) 頁149-177
也談有關金元黃河的幾個問題—與王頲先生商榷 鄒逸麟 13：1 (1995.6) 頁387-397
對〈也談有關金元黃河的幾個問題〉的答覆 王頲 13：1 (1995.6) 頁399-402
Where are the Moth-Eyebrows? ─ On the Origins of the Toponym “Omei shan” 峨眉山
Hargett

James M.

12：1(1994.6) pp. 335-348

《中國歷史地圖集》湖北古河道芻議 陳良佐 9：1 (1991.6) 頁91-126
香港古蹟 鄭德坤 3：2 (1985.12) 頁885-893
香港新界墟市之興起與衰落—大埔墟研究 吳倫霓霞 3：2 (1985.12) 頁633-655
論地方志在史料學上的地位 宋晞 3：2 (1985.12) 頁11-22
從社會文化史觀點論方志的發生發展 翁同文 3：2 (1985.12) 頁39-58
中國方志與西方史的比較 Guy Alitto 3：2 (1985.12) 頁59-72
中國方志中的文學資料及其運用 劉兆祐 3：2 (1985.12) 頁845-862
中國地方史研究に關するデータべースとその應用

勝村哲也、星野聰

3：2 (1985.12)

頁915-919
方志之倭寇史料 鄭樑生 3：2 (1985.12) 頁895-914
宋元地方志的史料價值—以選舉與學校為例 王德毅 3：2 (1985.12) 頁23-38
廣東方志學家郭棐及其著作考 林天蔚 3：2 (1985.12) 頁139-156
方志新例—《遵義新志》與陽明山新方志 程光裕 3：2 (1985.12) 頁351-355
安徽方志、譜牒及其他地方資料的研究 居蜜 3：2 (1985.12) 頁7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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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時代に日本ヘ輸入された明代方志について 山根幸夫 3：2 (1985.12) 頁357-368
哈佛燕京圖書館中國方志及其他有關資料存藏現況 吳文津 3：2 (1985.12) 頁369-378
臺灣地區公藏方志的存藏留傳與利用之調查 顧力仁、辛法春 3：2 (1985.12) 頁379-417
Local Historical Sources for China at the 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

Melvin P. Thatcher

3：2

(1985.12) pp. 419-459
方志〈氏族志〉體例的演變與中國宗族發展的研究─ 附清光緒〈鄉土志〉總目錄

陳

其南、邱淑如 3：2(1985.12) 頁797-843

四、傳記
陶淵明享年六十三歲舊說新證 呂興昌 5：2 (1987.12) 頁513-527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疏證 方介 5：2 (1987.12) 頁529-545
李商隱與佛教 龔鵬程 4：1 (1986.6) 頁197-210
李白的名士形象 王國瓔 9：2 (1991.12) 頁257-273
王安石三不足說考辨 黃復山 11：1 (1993.6) 頁209-252
The Dream of Ch’ou-ch’ih: Su Shih’s Awakening

Curtis Dean Smith

18：1 (2000.6) pp. 255-289

黃榦的學術與政事 王德毅 9：2 (1991.12) 頁105-121
瞿佑和《剪燈新話》 陳慶浩 6：1 (1988.6) 頁199-211
明初都督寧正父子傳記輯補 陳學霖 15：1 (1997.6) 頁151-171
再談天花藏主人與烟水散人 胡萬川 6：1 (1988.6) 頁309-329

五、古物、考古

1.考古
中國考古學三十年（1949-1979） 童恩正 12：1 (1994.6) 頁349-363
中國馬車的起源及其歷史意義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 7：1 (1989.6) 頁131162
曲冰遺址第一次發掘簡報 陳仲玉 3：1 (1985.6) 頁255-289

2.甲骨
略論婦好卜辭 張秉權 1：1 (1983.6) 頁27-40
甲橋刻辭探微 張秉權 2：2 (1984.12) 頁481-509
殷商卜辭中所見的農業地理 鍾柏生 4：1 (1986.6) 頁153-196
記事刻辭中的殷代地名 鍾柏生 7：1 (1989.6) 頁61-129
從實驗中探索晚商甲骨材料整治與卜刻的方法（上、下） 張光遠 2：1 (1984.6) 頁57107；2：2 (1984.12) 頁447-480
契丹小字銅鏡新考 阮廷焯 11：1 (1993.6) 頁39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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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石
「 」
（鑊）字考釋及其相關問題 邱德修 8：2 (1990.12) 頁1-19
商代晚期銅印考 張光遠 5：2 (1987.12) 頁677-706
我國古代的青銅農具—兼論農具的演變（上、下）

陳良佐

2：1 (1984.6)

頁135-

166；2：2 (1984.12) 頁363-402
石刻分類與石刻集釋 毛漢光 7：2 (1989.12) 頁225-237
東漢官宦冢墓碑額題職例及其運用 葉國良 3：1 (1985.6) 頁55-80
〈左棻墓誌〉及其價值 徐傳武 13：2 (1995.12) 頁205-213
論索勳紀德碑及其史事之探討 林天蔚 4：2 (1986.12) 頁483-495

4.敦煌研究
斯坦因（1862-1943）—敦煌文物外流關鍵人物探微 金榮華 4：2 (1986.12) 頁59-72
敦煌、居延若干曆簡年代考釋與質疑 羅見今、關守義 15：2 (1997.12) 頁37-50
Intercultural Contacts and Exchanges Illustrated by a Sixth Century B.C. Cemetery in Henan

Alain

Thote 15：1 (1997.6) pp. 263-289
六百號敦煌無名斷片的新標目 黃永武 1：1 (1983.6) 頁111-132
敦煌與吐魯番寫本孫盛晉春秋及其「傳之外國」考 饒宗頤 4：2 (1986.12) 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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