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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史學術研討會 第四屆 14：4（1995.12） 頁266-267
北美傳教士和中國社會變革：交匯與撞擊 14：1（1995.3） 頁25-26
艾儒略先生在中國的傳教生涯國際研討會 14：1（1995.3） 頁32-33
馬國賢：十八世紀天主教在中國的傳道和在那波里的「中國學院」國際研討會 16：3（1997.8） 頁273-274
國際儒學基督教思想研討會 7：3（1988.9） 頁175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林子豐紀念講座 8：2（1989.6） 頁109；8：3（1989.9） 頁183-184
基督教與中國本色化研討會 7：4（1988.12） 頁254-255
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13：3（1994.9） 頁139
第三個千禧年哲學的展望：基督宗教哲學與中華文化的交談 20：1（2001.2） 頁101-102

四、史

地

（一）史學總論
Toward the 21st Century：New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研討會（二十世紀：現代中國新觀念研討會）
13：3（1994.9） 頁149
中西史學史國際研討會 4：2（1985.6） 頁111-112；第二屆 6：2（1987.6） 頁87
中國史地關係學術研討會 19：4（2000.11） 頁64
中國史學國際會議─中國の歷史世界：統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發展

第一回

19：4（2000.11）

頁

643-644
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 13：4（1994.12） 頁213-214
中國歷史研討會 11：2（1992.6） 頁137-138
中國歷史學會 第十八屆大會 1：3（1982.7） 頁108；第十九屆大會 2：3（1983.7） 頁166；第二十屆
大會 3：4（1984.10） 頁228
中國歷史學會會員大會 6：3（1987.9） 頁152
文化與社會：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反思國際研討會紀要 湯熙勇 10：2（1991.6） 頁115-116
方法論：歷史意識與歷史教科書的分析編寫國際學術研討會 16：3（1997.8） 頁274
史學、社會與變遷學術研討會 16：3（1997.8） 頁279
史學史國際研討會 第三屆 9：4（1990.12） 頁273
史學專業課程教學研討會 13：3（1994.9） 頁147
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 第一屆 17：1（1998.2） 頁22
全國歷史學學術討論會 第一屆 14：4（1995.12） 頁264
亞非文史研究研討會 14：1（1995.3） 頁32
兩岸資訊社會的史學與應用學術討論會 20：3（2001.8） 頁120-121
東洋史學研究發表會 4：1（1985.1） 頁42
述說、記憶與歷史中型研討會 18：4（1999.11） 頁455
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 18：4（1999.11） 頁459-460
從傳統到現代─近代實踐者的經驗講座 12：3（1993.9） 頁189
清代學術研討會 第二屆 11：1（1992.3） 頁28；第五屆 17：3（1998.8） 頁321-322
暑期史料專題研討會 11：3（1992.9） 頁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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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學術研討會 13：2（1994.6） 頁79
潔淨的歷史研討會 17：4（1998.11） 頁476
歷史教育研討會 18：3（1999.8） 頁308
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育學術研討會 20：1（2001.2） 頁99
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中國社會史）研討會 第一屆 1：2（1982.4） 頁53
歷史學論文討論會 第三屆 16：4（1997.11） 頁417-418；第四屆 17：3（1998.8） 頁329

（二）斷代史

1.中國上古史（先秦）
中國古文字と殷周文化研討會 6：1（1987.3） 頁27
先秦兩漢學術研討會 第一屆 18：3（1999.8） 頁304-305
先秦兩漢學術研討會：紀實與浪漫─《史記》國際研討會 第二屆 20：2（2001.5） 頁125-126
先秦學術研討會 第四屆 20：4（2001.11） 頁67
先秦學術國際研討會 第一屆 11：2（1992.6） 頁128
東周楚文化討論會 9：2（1990.6） 頁95
夏文化國際研討會 9：3（1990.9） 頁184
參加第十四屆印尼─太平洋史前學協會大會後記 連照美 9：4（1990.12） 頁262-265
商文明國際會議 1：4（1982.10） 頁168

2.中國中古史（秦漢–宋）
三國文化研討會 11：1（1992.3） 頁29
中國宋史研究會 第五次年會 11：3（1992.9） 頁223-224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成立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阮廷瑜 12：1（1993.3） 頁15-16
中國唐代學會研討會 9：4（1990.12） 頁266
中國與伊朗：由亞歷山大帝到唐朝 14：2（1995.6） 頁94
古中國研討會：與 William Hubbard Baxter 討論 15：1（1996.2） 頁35
古代中國及社會科學理論會議 5：3（1986.9） 頁137-138
宋史學術研討會 第二屆 15：3（1996.8） 頁244-245
香港大學中國中古史國際研討會 高明士 4：3（1985.9） 頁164-166
唐代文化研討會紀要 甘懷真 10：1（1991.3） 頁34-35
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 第四屆 18：2（1999.5） 頁164-165；第五屆 20：1（2001.2） 頁100
國際宋史研討會 4：1（1985.1） 頁41-42
國際唐代學術研討會紀要 第二屆 何永成、鄭阿財 11：4（1992.12） 頁311-316
國際唐代學術會議 7：1（1988.3） 頁16
隋唐五代史國際研討會 1991年 10：4（1991.12） 頁331-332
隋唐史教學研討會後記 吳光華 12：3（1993.9） 頁187-188
蒙元史學術研討會 18：4（1999.11） 頁447
遼金契丹女真史國際學術討論會 11：1（1992.3） 頁31-32
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 18：4（1999.11） 頁44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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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國近現代史（明清–現代）
Chinese Modernisation: The Latest Phase（中國的現代化：近階段） 2：2（1983.4） 頁101
「七七」五十週年紀念研討會 6：3（1987.9） 頁156
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

第一屆

6：1（1987.3）

頁26；第二屆

7：4（1988.12）

頁253；第三屆

9：4（1990.12） 頁267-268
中國近代歷史的社會學闡釋研討會 15：1（1996.2） 頁32-33
中國重慶抗戰陪都史學術研討會 13：1（1994.3） 頁22
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 第一屆 11：3（1992.9） 頁218；第二屆 12：4（1993.12） 頁256-257
中華民國國際宋史研討會誌略 宋晞 7：3（1988.9） 頁160-164
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學術討論會 3：3（1984.7） 頁163
太平天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11：1（1992.3） 頁29-31
文藝復興回顧研討會 7：2（1988.6） 頁81
日清戰爭と東アジア世界の變容國際研討會 15：1（1996.2） 頁33-34
北伐統一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 7：3（1988.9） 頁171
戊戌維新百周年紀念國際學術會議 17：4（1998.11） 頁469-470
民初歷史研討會 2：4（1983.10） 頁218
民國以來的史料與史學討論會紀要─ 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附與會學者照片） 朱文原 17：1
（1998.2） 頁15-21
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8：3（1989.9） 頁176-177
甲午戰爭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紀實 林子候 15：2（1996.5） 頁130-133
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 13：4（1994.12） 頁211
全國清代學術研討會

第一屆國際暨第三屆

13：2（1994.6）

頁76-77；第二屆國際暨第六屆

19：1

（2000.2） 頁65
西安事變五十週年紀念國際研討會 5：4（1986.12） 頁187
抗戰建國史研討會（1937-1945） 4：3（1985.9） 頁167-168
抗戰建國暨臺灣光復討論會紀要─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屆討論會 朱文原

14：4（1995.12） 頁254-

258
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20：4（2001.11） 頁95-96
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紀念討論會 11：1（1992.3） 頁33-34
辛亥革命研討會 1：4（1982.10） 頁168-169
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 4：4（1985.12） 頁213
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 5：2（1986.6） 頁75-76
兩岸明史學術研討會 第一屆 15：4（1996.11） 頁358-359
明史研討會 4：3（1985.9） 頁169
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 第七屆 17：2（1998.5） 頁186-188；第八屆 18：4（1999.11） 頁468-469
明清史研討會 3：3（1984.7） 頁165
近代中國史學研討會 13：3（1994.9） 頁150
近代中國史學與歷史思考研討會 20：3（2001.8） 頁109-110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 ─五四運動八十周年紀念國際研討會 18：4（1999.11） 頁444-445

48

漢學研究通訊第1-20總目錄

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 7：4（1988.12） 頁252
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 第二屆 19：4（2000.11） 頁640-643
近代中國（1840-1919）學術研討會

第三屆

16：2（1997.5）

頁162-163（附與會學者照片）；第四屆

17：3（1998.8） 頁328；第五屆 18：3（1999.8） 頁302-303；第七屆 20：2（2001.5） 頁118
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 17：2（1998.5） 頁183-184
紀念抗戰建國五十週年學術研討會 6：3（1987.9） 頁152
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 10：4（1991.12） 頁334
革命中國討論會 7：4（1988.12） 頁269
香港大學國際明清史研討會 劉石吉 5：1（1986.3） 頁17-19
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紀念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學術研討會 20：4（2001.11） 頁90-91
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4：4（1985.12） 頁212-213
孫中山思想與當代世界研討會 7：3（1988.9） 頁171
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17：3（1998.8） 頁326-327；第三屆 19：2（2000.5） 頁268-269；20：1
（2001.2） 頁118
國史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討論會紀要─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五屆討論會 陳憶華 19：1（2000.2） 頁5160
國際明史學術討論會 第九屆 20：4（2001.11） 頁83-84
國際清史研討會暨故宮博物院建院七十五週年紀念 第九屆 19：4（2000.11） 頁637-639
國際清史學術討論會 第八屆 17：4（1998.11） 頁468-469
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 6：3（1987.9） 頁151-152
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 15：2（1996.5） 頁135-136
潮學國際研討會紀要 第三屆 柯萬成 19：2（2000.5） 頁240-244
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5：4（1986.12） 頁181

4.臺灣史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aiwan Studies（臺灣研究） 5：2（1986.6） 頁79
二十世紀臺灣「新文化運動」與國家建構學術研討會 20：4（2001.11） 頁98
二十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六屆研討會 20：4（2001.11） 頁99-100
五十年來臺灣的歷史學研究之回顧研討會 14：2（1995.6） 頁102
日本と臺灣その100年を考える：日臺關係100周年記念留學生交流フォ－ラム 15：1（1996.2） 頁33
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研討會 11：3（1992.9） 頁218
丘逢甲與臺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 15：3（1996.8） 頁249
北美洲第一屆臺灣歷史文化研討會 應鳳凰 15：4（1996.11） 頁352-353
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 17：4（1998.11） 頁472
光復前後臺灣社會變遷研討會 10：4（1991.12） 頁330
近代日本與臺灣研討掃描 第二屆 林水福 19：1（2000.2） 頁33-39
近代日本與臺灣研討會 20：1（2001.2） 頁111-112
近代臺灣歷史與文化學術研習會 10：3（1991.9） 頁222
海峽兩岸臺灣移民史學術研討會 19：1（2000.2） 頁67-68
馬關條約一百年─臺灣命運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 14：3（1995.9） 頁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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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與臺灣史研究研討會 13：1（1994.3） 頁21-22
國科會臺灣史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研討會 20：3（2001.8） 頁121-122
清代檔案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 20：3（2001.8） 頁119
現代臺灣研究學術討論會 第五回 20：4（2001.11） 頁89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4：2（1985.6） 頁112
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

5：1（1986.3）

頁20；6：1（1987.3）

頁24；6：3（1987.9）

頁151；

7：4（1988.12） 頁252
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紀要 湯熙勇 8：1（1989.3） 頁16-18
臺灣史研究暨史蹟維護研討會 8：4（1989.12） 頁251-252
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 9：1（1990.3） 頁7
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一回 17：3（1998.8） 頁316-317
臺灣史研討會 7：2（1988.6） 頁74
臺灣史研討會紀要 吳密察 8：1（1989.3） 頁15-16
臺灣史料的蒐集與運用學術討論會紀要 陳憶華 18：4（1999.11） 頁441-443
臺灣史與文化研討會 第四屆 20：1（2001.2） 頁102
臺灣史學術研討會 7：1（1988.3） 頁17
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二屆 15：3（1996.8） 頁256-257；第三屆 17：3（1998.8） 頁323-324
臺灣光復初期史料研討會 13：2（1994.6） 頁77
臺灣光復初期歷史學術研討會 11：3（1992.9） 頁218-219
臺灣地區史料的發掘與運用研討會 2：3（1983.7） 頁166
臺灣地區開闢史料學術座談會 4：4（1985.12） 頁213
臺灣的文學與歷史學術會議 16：4（1997.11） 頁417
臺灣近百年史研討會（1895-1995） 15：2（1996.5） 頁134-135
臺灣研究國際研討會 6：3（1987.9） 頁155-156；第六屆 10：1（1991.3） 頁39-40
臺灣開發史研討會 5：1（1986.3） 頁20；7：1（1988.3） 頁17
臺灣歷史研討會 7：4（1988.12） 頁252
臺灣歷史國際學術會議 6：1（1987.3） 頁24
臺灣歷史學術研討會 17：4（1998.11） 頁475
澎湖開拓史學術研討會 7：4（1988.12） 頁252-253
邁入廿一世紀的臺灣研討會 7：2（1988.6） 頁81

（三）方

志

1.方志學
Nanking Decade: Man, Government and Society（近十年的南京：人民、政治和社會） 2：4（1983.10） 頁220
中國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 17：2（1998.5） 頁182-183
方志學與社區鄉土史學術研討會 17：3（1998.8） 頁325
五十年來臺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 18：4（1999.11） 頁453-454
地方史區域研討會 2：1（1983.1） 頁29-30
東部地區歷史與文化研討會 20：1（2001.2） 頁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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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歷史、文化與生態國際學術討論會 20：4（2001.11） 頁89-90
南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 19：4（2000.11） 頁639-640
海峽兩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館學術研討會 18：2（1999.5） 頁172-173
馬祖列島發展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一屆 18：4（1999.11） 頁461-462
高雄市文化發展史學術研討會 第五屆 16：1（1997.2） 頁27
淡水學學術研討會 18：2（1999.5） 頁174
荷蘭時期臺灣圖像國際學術研討會—從時間到空間的歷史詮釋 20：4（2001.11） 頁97
鄉土史教育學術研討會 16：3（1997.8） 頁277-278
雲林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一屆 20：4（2001.11） 頁65-66
塑造故鄉：中國移民與鄉土社會學術會議 20：4（2001.11） 頁67
臺灣光復後修纂地方志研討會 15：1（1996.2） 頁35-36
戰後臺灣地區文化變遷國際研討會 9：2（1990.6） 頁93-94

2.區域史
十七、八世紀之福建國際研討會 5：4（1986.12） 頁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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