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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第1期（總號第1期）

民國71年（1982）1月

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影印流通的貢獻 潘重規

1：1（1982.1） 頁1-3

近三十年來之莊子學─專著部分（1951-1981） 黃錦鋐 1：1（1982.1） 頁3-5
丁邦新教授（附照片）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1（1982.1） 頁5-9
國際儒學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1（1982.1） 頁9-10
中韓關係史討論會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1（1982.1） 頁10-11
第六屆東亞阿爾泰學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1（1982.1） 頁11
第三屆中國古典文學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1（1982.1） 頁12
各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1（1982.1） 頁12-1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介（附史語所及傅斯年圖書館照片） 何大安 1：1（1982.1） 頁19-22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簡介 王芳雪 1：1（1982.1） 頁23-25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系）簡介 梅家玲 1：1（1982.1） 頁26-28
開發傳統文學的寶藏─「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的使命」 王熙元 1：1（1982.1） 頁29-31
新近出版論文集論文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1（1982.1） 頁31-33
本中心新收日本原藏明人別集微捲目錄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1（1982.1） 頁34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1（1982.1） 頁35-37

第1卷第 2 期（總號第2期）

民國71年（1982）4月

古代翻譯述略 羅宗濤 1：2（1982.4） 頁38-40
英倫所藏敦煌未知名殘卷目錄的新探索（上） 黃永武 1：2（1982.4） 頁41-43
東南亞的漢學研究（一） 蘇瑩輝 1：2（1982.4） 頁43-46
高去尋院士（附照片）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2（1982.4） 頁47-51
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內閣大庫原藏明清史料整理工作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2（1982.4） 頁52-53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2（1982.4） 頁53-56
七十年度國家博士題名錄（漢學部分）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2（1982.4） 頁57-58
趙元任院士去世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2（1982.4） 頁58
各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2（1982.4） 頁59-6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簡介（附近史所及近史所圖書館照片） 蘇雲峰 1：2（1982.4） 頁70-75
The East Asian Collection of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A Collection and a Research Program
Ramon H. Myers 1：2（1982.4） 頁76-8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簡介 莊耀郎 1：2（1982.4） 頁81-83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2（1982.4） 頁84-86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2（1982.4） 頁87-91

第 1 卷第 3 期（總號第 3 期）

民國 71年（1982）7月

近五年來臺灣地區中國上古史研究書目簡介（1977-1981） 杜正勝 1：3（1982.7） 頁92-96
東南亞的漢學研究（二） 蘇瑩輝 1：3（1982.7） 頁97-101
夏威夷大學的漢學研究 羅錦堂 1：3（1982.7） 頁101-102

158

漢學研究通訊第1-20卷總目錄

周法高院士（附照片）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3（1982.7） 頁103-107
中國歷史學會第十八屆大會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3（1982.7） 頁108
中國家族及其儀式行為研討會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3（1982.7） 頁108-109
漢到唐代詩學討論會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3（1982.7） 頁109
夏威夷大學中國文化活動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3（1982.7） 頁110
各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3（1982.7） 頁110-119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簡介（附照片） 黃應貴 1：3（1982.7） 頁120-123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簡介 王芳雪 1：3（1982.7） 頁124-126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簡介 洪讚 1：3（1982.7） 頁127-129
參考工具書選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3（1982.7） 頁130-134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3（1982.7） 頁135-136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3（1982.7） 頁137-143

第1卷第4 期（總號第4 期） 民國71年（1982）10月
英倫所藏敦煌未知名殘卷目錄的新探索（中） 黃永武 1：4（1982.10） 頁144-146
近三十年來之莊子學─論文部分（1951-1981） 黃錦鋐 1：4（1982.10） 頁147-149
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清代檔案的整理與研究出版 莊吉發 1：4（1982.10） 頁150-155
東南亞的漢學研究（三） 蘇瑩輝 1：4（1982.10） 頁156-158
劉廣京院士（附照片） 蘇雲峰 1：4（1982.10） 頁159-165
第二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紀要 盧建榮 1：4（1982.10） 頁166-167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1982.10） 頁168-171
各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1982.10） 頁172-181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及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

許禮平、謝燕萍

（1982.10） 頁182-184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簡介 許端容 1：4（1982.10） 頁185-187
參考工具書選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1982.10） 頁188-191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1982.10） 頁192-194
學術期刊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1982.10） 頁195-201

第2卷第1期（總號第5期） 民國72年（1983）1月
英倫所藏敦煌未知名殘卷目錄的新探索（下） 黃永武 2：1（1983.1） 頁1-4
近五年來臺灣地區漢語音韵研究論著選介（1977-1982） 何大安 2：1（1893.1） 頁5-13
東南亞的漢學研究（四完） 蘇瑩輝 2：1（1983.1） 頁13-17
滿漢辭典的編輯工作 李學智 2：1（1983.1） 頁18-20
陳榮捷院士 盧建榮 2：1（1983.1） 頁21-23
許烺光院士（附照片） 宋光宇 2：1（1983.1） 頁24-28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1（1983.1） 頁29-34
國內外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1（1983.1） 頁35-45
巴黎漢學研究所的漢學研究 陳三井 2：1（1983.1） 頁46-49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系）簡介 丁原基 2：1（1983.1） 頁50-5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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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簡介 賓靜蓀 2：1（1983.1） 頁54-55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1（1983.1） 頁56-62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1（1983.1） 頁63-68

第2卷第2期（總號第6期）

民國72年（1983）4月

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1971-1981）
（上） 黃俊傑 2：2（1983.4） 頁69-76
近五年來臺灣地區出版人類學研究論著選介（1978-1982） 黃應貴 2：2（1983.4） 頁77-87
臺灣土著語言的比較研究．第二年（1983） 李壬癸 2：2（1983.4） 頁88-90
勞榦院士（附照片） 邢義田 2：2（1983.4） 頁91-94
亞洲學會1983年會報導 王成勉、李宜涯 2：2（1983.4） 頁95-98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2（1983.4） 頁99-102
國內外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2（1983.4） 頁103-112
七十一年度國家博士（漢學部分）題名錄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2（1983.4） 頁113-114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系）簡介 葉昭麟 2：2（1983.4） 頁115-117
參考工具書選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2（1983.4） 頁118-126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2（1983.4） 頁127-129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2（1983.4） 頁130-133
本中心新收日本原藏明代資料目錄（二）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2（1983.4） 頁134

第2卷第3期（總號第7期）

民國72年（1983）7月

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1971-1981）
（下） 黃俊傑 2：3（1983.7） 頁135-145
民國以來的四庫學 劉兆祐 2：3（1983.7） 頁146-151
蘭嶼民族調查紀略 杜正勝 2：3（1983.7） 頁152-158
李方桂院士（附照片） 何大安 2：3（1983.7） 頁159-164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3（1983.7） 頁165-168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3（1983.7） 頁169-181
國立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簡介 蔡崇名 2：3（1983.7） 頁182-184
澳洲國立大學的漢學研究 何漢威 2：3（1983.7） 頁185-191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3（1983.7） 頁192-193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3（1983.7） 頁194-197
本中心新收日本原藏明代資料目錄（三）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3（1983.7） 頁198
本中心出版品簡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3（1983.7） 頁145、158、191、封底

第2卷第4期（總號第8期）

民國72年（1983）10月

第二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序言 許倬雲 2：4（1983.10） 頁199-202
許倬雲院士（附照片） 杜正勝 2：4（1983.10） 頁203-206
清代法制研究 張偉仁 2：4（1983.10） 頁207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4（1983.10） 頁208-225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4（1983.10） 頁226-237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簡介 曾文樑 2：4（1983.10） 頁238-240
哥倫比亞大學的漢學研究 周秦 2：4（1983.10） 頁24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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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4（1983.10） 頁244-249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4（1983.10） 頁250-255
本中心新收日本原藏明代資料目錄（四）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4（1983.10） 頁256-257
本中心出版品簡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4（1983.10） 頁243、206、258、封底

第3卷第1期（總號第9期）

民國73年（1984）1月

論索引─紅樓夢人物索引序 周策縱 3：1（1984.1） 頁1-2
地獄之說與道德思想的研究 宋光宇 3：1（1984.1） 頁3-5
嚴耕望院士（附照片） 黃寬重 3：1（1984.1） 頁6-9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1（1984.1） 頁10-26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1（1984.1） 頁27-45
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簡介 許小清 3：1（1984.1） 頁46-48
亞歷桑那大學的漢學研究 王成勉 3：1（1984.1） 頁49-52
歐洲華人學會與歐華學報 陳三井 3：1（1984.1） 頁53-55
參考工具書選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1（1984.1） 頁56-58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1（1984.1） 頁59-61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1（1984.1） 頁62-74
本中心出版品簡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1（1984.1） 頁5、45、55、封底

第3卷第2期（總號第10期）

民國73年（1984）4月

近五年來臺灣地區佛學典籍簡介（1979-1983） 藍吉富 3：2（1984.4） 頁77-81
近五年來臺灣地區中國中古史研究論著選介（1979-1983）
（上） 張榮芳 3：2（1984.4） 頁82-86
近年閩語研究論文選介 張賢豹 3：2（1984.4） 頁87-93
張琨院士（附照片） 張賢豹 3：2（1984.4） 頁94-101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2（1984.4） 頁102-107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2（1984.4） 頁108-120
七十二年度國家博士（漢學部分）題名錄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2（1984.4） 頁121-122
臺灣大學外文研究所比較文學博士班簡介 邱錦榮 3：2（1984.4） 頁123-125
參考工具書選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2（1984.4） 頁126-128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2（1984.4） 頁129-134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2（1984.4） 頁135-140
本中心出版品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2（1984.4） 頁81、107、120、140、封底

第3卷第3期（總號第11期）

民國73年（1984）7月

近五年來臺灣地區中國中古史研究論著選介（1979-1983）
（下） 張榮芳 3：3（1984.7） 頁141-146
臺灣地區方志纂修現況舉隅 尹章義、龔鵬程、張勝彥、周虎林 3：3（1984.7） 頁147-151
高山族的社會語言學調查 李壬癸 3：3（1984.7） 頁152-153
張崑教授古音學說簡介 張賢豹 3：3（1984.7） 頁154-155
吳德明教授（附照片） 何金蘭 3：3（1984.7） 頁156-159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3（1984.7） 頁160-170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3（1984.7） 頁17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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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 呂燕卿 3：3（1984.7） 頁183-184
法國東方語言文化研究所中國語言文化系及中國研究中心 何金蘭 3：3（1984.7） 頁185-186
參考工具書選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3（1984.7） 頁187-189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3（1984.7） 頁190-193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3（1984.7） 頁194-203
本中心新收日本內閣文庫原藏清初方志資料目錄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3（1984.7） 頁204

第3卷第4期（總號第12期）

民國73年（1984）10月

方志學專題座談會紀錄 宋晞、王德毅、劉兆祐、王世慶 3：4（1984.10） 頁205-210
近五年來臺灣地區明史研究論著選介（1979-1984）
（上） 吳智和 3：4（1984.10） 頁211-215
臺灣民間傳統技藝與藝能調查研究 王嵩山 3：4（1984.10） 頁216-218
中國兒童學習國語及語言發展階段研究 許洪坤 3：4（1984.10） 頁219-220
鄭德坤教授（附照片） 謝燕萍、游學華 3：4（1984.10） 頁221-224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4（1984.10） 頁225-235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4（1984.10） 頁236-246
參考工具書選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4（1984.10） 頁247-250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4（1984.10） 頁251-255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4（1984.10） 頁256-263
本中心出版品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3：4（1984.10） 頁210、218、224、235、封底

第4卷第1期（總號第13期）

民國74年（1985）1月

中國思想史國際研討會鳥瞰 Benjamin A.Elman（附與會學者照片） 4：1（1985.1） 頁2-4
靈性的反芻─中國思想史國際研討會後記 Roger T.Ames（附與會學者照片） 4：1（1985.1） 頁5-7
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前瞻座談會紀錄（附與會學者照片） 王健文、黃克武 4：1（1985.1） 頁8-15
近五年來臺灣地區明史研究論著選介（1979-1984）
（中） 吳智和 4：1（1985.1） 頁16-20
明清徽州地區租佃文書介紹 居蜜 4：1（1985.1） 頁21-26
中國思想史國際研討會論文摘要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1（1985.1） 頁27-31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1（1985.1） 頁32-49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1（1985.1） 頁50-60
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系）簡介 賴盈滿 4：1（1985.1） 頁61-63
參考工具書選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1（1985.1） 頁64-66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1（1985.1） 頁67-69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1（1985.1） 頁70-77
漢學研究通訊第 3 卷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1（1985.1） 頁78-80

第4卷第2期（總號第14期）

民國74年（1985）6月

方志學國際研討會（附與會學者照片）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2（1985.6） 頁81-82
讀史方輿紀要與嘉慶一統志 嚴耕望 4：2（1985.6） 頁83-87
方志學國際研討會論文提要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2（1985.6） 頁88-98
方治學國際研討會綜合講評 王爾敏、Van der loon 4：2（198.5.6） 頁99-100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敘例 王德毅 4：2（1985.6） 頁101-102

162

漢學研究通訊第1-20卷總目錄

近五年來臺灣地區明史研究論著選介（1979-1984）
（下） 吳智和 4：2（1985.6） 頁103-108
中研院史語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出版計畫 張偉仁 4：2（1985.6） 頁109-110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2（1985.6） 頁111-114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2（1985.6） 頁115-124
臺灣地區七十三年度博士題名錄 ─漢學部分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2（1985.6） 頁125-126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梁其姿 4：2（1985.6） 頁127-128
參考工具書選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2（1985.6） 頁129-131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2（1985.6） 頁132-136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2（1985.6） 頁137-144

第4卷第3期（總號第15期） 民國74年（1985）9月
中古時代幾部重要地理書 第一講水經注 嚴耕望 4：3（1985.9） 頁145-148
北平所藏敦煌「俟考諸經」的新標目 黃永武 4：3（1985.9） 頁149-154
Bibliographical Controls for Complet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search in Asian Studies with Particular Focus o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Frank Joseph Shulman

4：3（1985.9） 頁155-158

香港中文大學收藏盛宣懷函電專檔編印計畫選例 王爾敏 4：3（1985.9） 頁159-160
抗戰建國史研討會 朱浤源 4：3（1985.9） 頁161-163
香港大學中國中古史國際研討會 高明士 4：3（1985.9） 頁164-166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3（1985.9） 頁167-173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3（1985.9） 頁174-186
參考工具書選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3（1985.9） 頁187-194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3（1985.9） 頁195-196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3（1985.9） 頁197-204

第4卷第4期（總號第16期） 民國74年（1985）12月
中古時代幾部重要地理書 第二講元和志與寰宇記 嚴耕望 4：4（1985.12） 頁205-207
中國式的信仰─用類別來解釋 劉子健 4：4（1985.12） 頁208-210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4（1985.12） 頁211-218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4（1985.12） 頁219-234
巴斯蒂教授 何金蘭 4：4（1985.12） 頁235-239
參考工具書選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4（1985.12） 頁240-247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4（1985.12） 頁248-253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4：4（1985.12） 頁254-259

第5卷第1期（總號第17期） 民國75年（1986）3月
近五年來臺灣地區敦煌學研究論著選介（1981-1985）
（上） 鄭阿財 5：1（1986.3） 頁1-8
史學方法─因問求法說 劉子健 5：1（1986.3） 頁9
東洋學國際學術會議的幾點建議 潘重規 5：1（1986.3） 頁10-11
全漢昇院士（附照片） 黎志剛、林燊祿 5：1（1986.3） 頁12-15
日本漢學團體活動概況 林恩顯 5：1（1986.3） 頁16-17
香港大學國際明清史研討會 劉石吉 5：1（1986.3） 頁17-19

163

1-20卷彙目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1（1986.3） 頁20-24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1（1986.3） 頁25-36
參考工具書選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1（1986.3） 頁37-38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1（1986.3） 頁39-42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1（1986.3） 頁43-50
漢學研究通訊第 4 卷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1（1986.3） 頁51-52、封底

第5卷第2期（總號第18期）

民國75年（1986）6月

近五年來臺灣地區敦煌學研究論著選介（1981-1985）
（下） 鄭阿財 5：2（1986.6） 頁53-57
桀溺教授 何金蘭 5：2（1986.6） 頁58-62
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籌備經過 徐育琦 5：2（1986.6） 頁63-64
宋代經世思想與行動國際研討會 黃俊傑 5：2（1986.6） 頁65-71
東洋學研究資料庫之研究研討會 劉錚雲 5：2（1986.6） 頁72-73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2（1986.6） 頁74-79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2（1986.6） 頁80-90
臺灣地區七十四年度博士題名錄─漢學部分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2（1986.6） 頁91-92
參考工具書選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2（1986.6） 頁93-94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2（1986.6） 頁95-99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2（1986.6） 頁100-104

第5卷第3期（總號第19期）

民國75年（1986）9月

敦煌學國際研討會紀實 王三慶 5：3（1986.9） 頁105-115
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提要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3（1986.9） 頁116-122
近十年我國文史哲學研究的分析與檢討（1975-1984） 黃俊傑 5：3（1986.9） 頁123-124
近年來中國書畫鑑定研究論著之探討 郭繼生 5：3（1986.9） 頁125-128
李宗侗教授遺著目錄 任長正 5：3（1986.9） 頁129-132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3（1986.9） 頁133-139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3（1986.9） 頁140-152
參考工具書選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3（1986.9） 頁153-154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3（1986.9） 頁155-157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3（1986.9） 頁158-160

第5卷第4期（總號第20期）

民國75年（1986）12月

八十年來之敦煌學（1909-1986） 吳其昱 5：4（1986.12） 頁161-162
近年來日本研究中國文學的動態 金文京 5：4（1986.12） 頁163-164
臺灣土著語言資料自動化 李壬癸 5：4（1986.12） 頁165-167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敘例（節要） 鄭阿財 5：4（1986.12） 頁168
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 沈松僑 5：4（1986.12） 頁169-172
第十九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紀要 湯廷池 5：4（1986.12） 頁173-175
第十九屆國際漢藏語言學年會記略 屈承熹 5：4（1986.12） 頁175-176
記第一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 劉兆祐 5：4（1986.12） 頁177-178

164

漢學研究通訊第1-20卷總目錄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4（1986.12） 頁179-192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4（1986.12） 頁193-205
參考工具書選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4（1986.12） 頁206-207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4（1986.12） 頁208-211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5：4（1986.12） 頁212-220

第6卷第1期（總號第21期） 民國76年（1987）3月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臺灣省部份訂補（上） 高志彬 6：1（1987.3） 頁1-7
A Survey of Some Western Works on Chinese Buddhism from the Han to the Sui Dynasty Written since 1960

Diane Howard

6：1（1987.3） 頁8-14
勞榦教授著作目錄 任長正編、許倬雲跋 6：1（1987.3） 頁16-23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1（1987.3） 頁24-29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1（1987.3） 頁30-43
參考工具書選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1（1987.3） 頁44-45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1（1987.3） 頁46-48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1（1987.3） 頁49-55
臺灣地區漢學論著選目彙編本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1（1987.3） 頁56
漢學研究通訊第 5 卷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1（1987.3） 頁57-59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1（1987.3） 頁60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1（1987.3） 頁60
漢學研究—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專號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1（1987.3） 封底

第6卷第2期（總號第22期） 民國76年（1987）6月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序 潘重規 6：2（1987.6） 頁61-62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 ─ 臺灣省部份訂補（下） 高志彬 6：2（1987.6） 頁63-65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 ─ 臺灣省部份訂補讀後 王德毅 6：2（1987.6） 頁66-67
Draft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Western Works on T'ang－Dynasty Literature（I）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1987.6） 頁68-81
第五屆全國聲韻學討論會議紀要 姚榮松 6：2（1987.6） 頁82-86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2（1987.6） 頁87-93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2（1987.6） 頁94-106
臺灣地區七十五年度博士題名錄—漢學部分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2（1987.6） 頁107-108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2（1987.6） 頁109-111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2（1987.6） 頁112-119
漢學研究第 5 卷第 1 期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2（1987.6） 頁120

第6卷第3期（總號第23期） 民國76年（1987）9月
明代戲曲小說國際研討會紀要（附與會學者照片） 胡萬川 6：3（1987.9） 頁121-125
明代戲曲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提要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3（1987.9） 頁126-138
近十五年來經學史的研究（1972-1986）
（上） 林慶彰 6：3（1987.9） 頁139-143
臺灣土著語言資料自動化（I）的工作成果 李壬癸 6：3（1987.9） 頁144-147

6：2

165

1-20卷彙目

Draft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Western Works on T'ang─ Dynasty Literature（II）
（1987.9）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頁148-150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3（1987.9） 頁151-160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3（1987.9） 頁161-176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3（1987.9） 頁177-178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3（1987.9） 頁179-184

第6卷第4期（總號第24期）

民國76年（1987）12月

近十五年來經學史的研究（1972-1986）
（下） 林慶彰 6：4（1987.12） 頁185-189
中國家庭之研究論著目錄 李亦園 6：4（1987.12） 頁190-191
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討會紀實 瞿海源 6：4（1987.12） 頁192-195
第二十屆國際漢藏語言及語言學年會紀略 屈承熹 6：4（1987.12） 頁196-197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4（1987.12） 頁198-209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4（1987.12） 頁210-222
參考工具書選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4（1987.12） 頁223-226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4（1987.12） 頁227-232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4（1987.12） 頁233-239
臺灣地區漢學論著選目五年彙編本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4（1987.12） 頁240
漢學研究第 5 卷第 2 期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6：4（1987.12） 封底

第7卷第1期（總號第25期）

民國77年（1988）3月

近五年來臺灣地區中國上古史研究書目簡介（1982-1986） 杜正勝 7：1（1988.3） 頁1-7
中國秘密宗教研究情形的介紹（一）一貫道 宋光宇 7：1（1988.3） 頁8-12
現代華人地區發展經驗與中國前途研討會紀實 吳恂恂 7：1（1988.3） 頁13-15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1（1988.3） 頁16-23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1（1988.3） 頁24-40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1（1988.3） 頁41-48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1（1988.3） 頁49-56
漢學研究通訊第 6 卷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1（1988.3） 頁57-59
臺灣地區漢學論著選目五年彙編本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1（1988.3） 頁60
漢學研究第 5 卷第 2 期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1（1988.3） 封底

第7卷第2期（總號第26期）

民國77年（1988）6月

中國秘密宗教研究情形的介紹（二）白蓮教 宋光宇 7：2（1988.6） 頁61-68
臺灣傳統民居之個案研究─龍井林宅的歷史與建築 許雪姬 7：2（1988.6） 頁69-71
韓中文化文流國際學術大會誌略 宋晞 7：2（1988.6） 頁72-73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2（1988.6） 頁74-83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2（1988.6） 頁84-100
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緣起 陳新雄 7：2（1988.6） 頁101-103
臺灣地區七十六年度博士題名錄─漢學部分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2（1988.6） 頁104-105
臺灣地區七十六年度碩士論文彙目─漢學部分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2（1988.6） 頁106-108

6：3

166

漢學研究通訊第1-20卷總目錄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2（1988.6） 頁109-111
漢學研究專著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2（1988.6） 頁112-118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2（1988.6） 頁119-124
漢學研究─ 明代戲曲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專號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2（1988.6） 封底

第7卷第3期（總號第27期） 民國77年（1988）9月
漢學研究資源國際研討會論文提要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3（1988.9） 頁125-137
全宋詩之編纂與資料管理系統之建立 張高評 7：3（1988.9） 頁138-140
評介有關臺灣民間疾病觀念的幾個研究 張珣 7：3（1988.9） 頁141-147
郭穎頤教授（附照片） 黎志剛 7：3（1988.9） 頁148-152
雷威安教授（附照片） 何金蘭 7：3（1988.9） 頁153-157
第三屆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紀略 張炎憲、張彬村 7：3（1988.9） 頁158-160
中華民國國際宋史研討會誌略 宋晞 7：3（1988.9） 頁160-164
第六屆全國聲韻學討論會紀實 竺家寧 7：3（1988.9） 頁164-170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3（1988.9） 頁171-179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3（1988.9） 頁180-196
日本東大中國學會 吳密察 7：3（1988.9） 頁197-198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3（1988.9） 頁199-203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7：3（1988.9） 頁204-212

第7卷第4期（總號第28期） 民國77年（1988）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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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第九屆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 陳娟珠 13：4（1994.12） 頁20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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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3：4（1994.12） 頁210-217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3：4（1994.12） 頁218-240
臺灣地區漢學學位論文彙目—八十三學年度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3：4（1994.12） 頁241-256
關羽研究目錄：附關索研究目錄 李福清編 13：4（1994.12） 頁257-262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3：4（1994.12） 頁263-265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3：4（1994.12） 頁266-272

第14卷第1期（總號第53期）

民國84年（1995）3月

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論文提要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1（1995.3） 頁1-15
文獻考古並重的《劍橋中國遠古史》籌編述略 羅泰 14：1（1995.3） 頁16-18
第七屆國際南島語言學會議紀要 李壬癸 14：1（1995.3） 頁19-21
海峽兩岸民間文學與通俗文學研討會紀要 李素娟 14：1（1995.3） 頁21-24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1（1995.3） 頁25-33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1（1995.3） 頁34-68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1（1995.3） 頁69-72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1（1995.3） 頁73-75
漢學研究通訊第 13 卷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1（1995.3） 頁76-80

第14卷第2期（總號第54期）

民國84年（1995）6月

康乃爾大學的中國學者─從李登輝總統返校演講說起 梅葉幗雄 14：2（1995.6） 頁81-82
古籍與電腦分析運用─以《夷堅志》為例 王秀惠 14：2（1995.6） 頁83-87
全國敦煌學研討會紀要 鄭阿財 14：2（1995.6） 頁88-90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2（1995.6） 頁91-103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2（1995.6） 頁104-137
獎助外籍學人士來華研究漢學計畫─八十五年度訪問學人名錄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2（1995.6）

頁138-140
華梵人文科技學院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簡介 陳娟珠 14：2（1995.6） 頁141-144
臺灣地區客家方言研究論著選介（1989-1994） 江俊龍 14：2（1995.6） 頁145-148
臺灣研究新貴─《平埔族研究通訊》創刊 李壬癸 14：2（1995.6） 頁149-150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2（1995.6） 頁151-160

第14卷第3期（總號第55期）

民國84年（1995）9月

臺灣地區古典詩詞出版品的回顧與展望（1950-1994） 彭正雄 14：3（1995.9） 頁161-165
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紀要 李豐楙、張美櫻 14：3（1995.9） 頁166-169
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側記 楊利慧 14：3（1995.9） 頁170-171
第二屆臺灣語言國際研討會紀要 黃美金 14：3（1995.9） 頁171-173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3（1995.9） 頁174-177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3（1995.9） 頁178-225
臺灣地區漢學學位論文彙目—八十三學年度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3（1995.9） 頁226-238
臺灣地區漢語音韻研究論著選介（1989-1993）
（上） 王松木 14：3（1995.9） 頁239-242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3（1995.9） 頁24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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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卷第4期（總號第56期） 民國84年（1995）12月
俄羅斯的中國哲學研究─十七世紀末∼二十世紀末（上） 布羅夫 14：4（1995.12） 頁249-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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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賓四先生百齡紀念會後記 朱榮貴 14：4（1995.12） 頁258-261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4（1995.12） 頁262-267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4（1995.12） 頁268-312
臺灣地區大學漢學課程彙目─八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4（1995.12） 頁313326
臺灣公藏有關清末民初廣東研究資料概述（上） 程美寶 14：4（1995.12） 頁327-330
臺灣地區古典詩詞研究學位論文目錄（1950-1994）（上） 彭正雄 14：4（1995.12） 頁331-335
臺灣地區漢語音韻研究論著選介（1989-1993）（中） 王松木 14：4（1995.12） 頁336-339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4（1995.12） 頁340-346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4：4（1995.12） 頁347-353

第15卷第1期（總號第57期） 民國85年（1996）2月
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討會論文提要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1（1996.2） 頁1-20
俄羅斯的中國哲學研究─ 十七世紀末∼二十世紀末（中） 布羅夫 15：1（1996.2） 頁21-26
第四屆漢語語言學國際研討會暨第七屆北美洲漢語語言學會議會後紀要 張淑敏 15：1（1996.2） 頁2730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1（1996.2） 頁31-36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1（1996.2） 頁37-71
臺灣地區大學漢學課程彙目—八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1（1996.2） 頁72-77
臺灣公藏有關清末民初廣東研究資料概述（下） 程美寶 15：1（1996.2） 頁78-81
臺灣地區古典詩詞研究學位論文目錄（1950-1994）（中） 彭正雄、彭雅玲 15：1（1996.2） 頁82-86
臺灣地區漢語音韻研究論著選介（1989-1993）（下） 王松木 15：1（1996.2） 頁87-93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1（1996.2） 頁94-101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1（1996.2） 頁102-105
漢學研究通訊第 14 卷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1（1996.2） 頁106-112

第15卷第2期（總號第58期） 民國85年（1996）5月
翻開瑞典的漢學研究史 羅多弼撰、李筱眉譯 15：2（1996.5） 頁113-120
俄羅斯的中國哲學研究─ 十七世紀末∼二十世紀末（下） 布羅夫 15：2（1996.5） 頁121-126
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討會（1996）紀要 張璉 15：2（1996.5） 頁12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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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2（1996.5） 頁134-138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2（1996.5） 頁139-185
獎助外籍學人士來華研究漢學計畫─ 1996-1997年度訪問學人名錄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2（1996.5）
頁186-188
臺灣南島語言的重要性 李壬癸 15：2（1996.5） 頁189-190
臺灣地區古典詩詞研究學位論文目錄（1950-1994）（下） 彭正雄、彭雅玲 15：2（1996.5） 頁1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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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2（1996.5） 頁211-217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2（1996.5） 頁218-224

第15卷第3期（總號第59期）

民國85年（1996）8月

德國的中國研究及其中文教學（上） 李國祁 15：3（1996.8） 頁225-230
1995年「文選學」學術討論會論文綜述 陳慶元 15：3（1996.8） 頁231-234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3（1996.8） 頁235-260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3（1996.8） 頁261-313
臺灣地區漢學學位論文彙目─八十四學年度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3（1996.8） 頁314-327
華夏藝術暨文史資料寶庫─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 劉美玲 15：3（1996.8） 頁328-329
法國遠東學院 呂敏 15：3（1996.8） 頁330-332
不離「生活世界」「社會總體」的終極關懷 ─ 南華管理學院哲學研究所

林安梧

15：3（1996.8）

頁

333-334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3（1996.8） 頁335-337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3（1996.8） 頁338-344

第15卷第4期（總號第60期）

民國85年（1996）11月

德國的中國研究及其中文教學（下） 李國祁 15：4（1996.11） 頁345-351
北美洲第一屆臺灣歷史文化研討會 應鳳凰 15：4（1996.11） 頁352-352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4（1996.11） 頁353-361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4（1996.11） 頁362-397
「植基臺灣、關懷中華、邁向世界」的歷史使命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徐泓

15：4

（1996.11） 頁398-399
臺灣地區大學漢學課程彙目—八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4（1996.11） 頁400414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4（1996.11） 頁415-433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4（1996.11） 頁434-439
漢學研究通訊第 11 至 15 卷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5：4（1996.11） 頁440-464

第16卷第1期（總號第61期）

民國86年（1997）2月

義、瑞、西三國漢學研究近況 許倬雲 16：1（1997.2） 頁1-2
在網際網路建立漢學研究環境的重要性及可行性─就中國文學而論

附：網際網路上文史資源網址及搜

尋工具 羅鳳珠 16：1（1997.2） 頁3-9
世紀之交的華人─華僑華人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湯熙勇 16：1（1997.2） 頁10-13
1995年魏晉南北朝文學學術研討會側記 張伯偉 16：1（1997.2） 頁14-17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1（1997.2） 頁18-30
近期學術活動消息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1（1997.2） 頁31-35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1（1997.2） 頁36-93
獎助外籍學人士來華研究漢學計畫—1997-1998年度訪問學人名錄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1（1997.2）
頁94-9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題研究室介紹 王文陸 16：1（1997.2） 頁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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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教育研究所系─詩學研究與國學教育並重 鄭靖時 16：1（1997.2） 頁102-103
《尋路集》─中國文化到了貞下起元的關口 黎明釗 16：1（1997.2） 頁109-110
金礦區的鴉片：澳洲 Kiandra 鎮 江陽明 16：1（1997.2） 頁111-112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1（1997.2） 頁113-128
期刊學術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1（1997.2） 頁129-136

第16卷第2期（總號第62期） 民國86年（1997）5月
中國古典詩歌研究在俄國 李福清 16：2（1997.5） 頁137-146
挪威的漢學研究 張台萍 16：2（1997.5） 頁147-151
布拉格捎來的春天─ 捷克漢學家包捷女士與捷克的漢學研究（附包捷女士照片）

孫秀玲

16：2

（1997.5） 頁152-156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2（1997.5） 頁157-165
近期學術活動消息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2（1997.5） 頁166-167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2（1997.5） 頁168-205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補助計畫─八十五年度核定名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2（1997.5）

頁206-211
漢學研究中心學術討論會─講題摘要（附與會學者照片）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2（1997.5）

頁

212-214
國史館珍藏─「蔣中正總統檔案」（大溪檔案）（附檔案照片）

陳憶華輯錄

16：2（1997.5）

頁215-

219
塵封六十年的平埔族語言資料─《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 李壬癸 16：2（1997.5） 頁220-221
一位漢學家眼中的兩岸關係 羅多弼 16：2（1997.5） 頁222-224
朝鮮半島人對漢文古籍發展的貢獻 盧光綿 16：2（1997.5） 頁225-228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2（1997.5） 頁229-248
臺灣地區期刊漢學研究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2（1997.5） 頁249-264

第16卷第3期（總號第63期） 民國86年（1997）8月
歐美地區中國歷史研究全球資訊網介紹 江天健 16：3（1997.8） 頁265-267
人間淨土與現代社會—記第三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 釋惠敏 16：3（1997.8） 頁268-272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3（1997.8） 頁273-280
近期學術活動消息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3（1997.8） 頁281-282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3（1997.8） 頁283-329
臺灣地區漢學學位論文彙目─八十五學年度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3（1997.8） 頁330-342
漢學研究中心學術討論會─講題摘要（附與會學者照片）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3（1997.8）

343-344
介紹《中國文明起源新探》─ 一個新的學術主題典範 許倬雲 16：3（1997.8） 頁345-346
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3（1997.8） 頁347-349
新近出版書刊訊息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3（1997.8） 頁350-364
臺灣地區期刊漢學研究論文選目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3（1997.8） 頁365-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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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4期（總號第64期）

民國86年（1997）11月

土耳其的漢學研究及其中文教學 歐凱 16：4（1997.11） 頁393-395
臺灣文學研究在美國 應鳳凰 16：4（1997.11） 頁396-403
國內外學術會議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4（1997.11） 頁404-422
近期學術活動消息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4（1997.11） 頁423
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4（1997.11） 頁424-453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消息（附1997年9月30日李執行長亦園與捷克查理斯大學校長 Dr. Karel Maly 於布
拉格簽約成立「國際漢學研究中心」及1997年10月29日李執行長亦園與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韓董事長
效忠簽訂贊助基金會補助案之合約的照片）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4（1997.11） 頁454
漢學研究中心消息（附第8次海外學人文化參觀活動─九份之旅照片）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4

（1997.11） 頁455-456
漢學研究中心學術討論會─講題摘要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4（1997.11） 頁457、456
臺灣地區大學漢學課程彙目─八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16：4（1997.11） 頁458472
中央研究院成立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李壬癸 16：4（1997.11） 頁47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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