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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一、著者索引

（一）中文著者索引

【０　畫】

1997與香港中國與文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1997與香港中國與文研討會論文集 16：3（1997.8）頁348-

349

【二　畫】

丁原基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系）簡介 2：1（1983.1）頁50-53

1990-1992年間以中國史為主題的英國博碩士學位論文 12：2（1993.6）頁160-162

國際最負盛名歷史學術期刊中的中國史研究 13：2（1994.6）頁110-112

九州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研究室 元明清期にすけち國家支配上民眾像の再檢討—支配の中國的特質

4：1（1985.1）頁67

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 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1：4（1992.12）頁378-379

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文化研究發展委員會 中華民國文化發展之評估與展望（民國78年度） 9：4（1990.12）

頁315

【三　畫】

三上次郎 好太王碑—四、五世紀の東アジアと日本 6：1（1987.3）頁47

大島晃 朱子學的思惟—中國思想史における傳統と革新 9：3（1990.9） 頁226-227（與有田和夫合

編）

大藏經學術用語研究會 大藏經索引 3：3（1984.7）頁187

小野和子 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會 3：1（1984.1）頁59

小野勝年博士頌壽記念會 小野勝年博士頌壽記念—東方學論集 4：4（1985.12）頁250-251

山口瑞鳳 敦煌胡語文獻 4：4（1985.12）頁250

山田內一男 中國をめぐる國際環境 9：3（1990.9）頁226（與野村浩一合編）

民主化運動—中國社會主義 9：4（1990.12）頁315（與野村浩一合編）

山田慶兒 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 5：2（1986.6）頁93（與淺原達郎合譯）

新發現中國科學史資料の研究—論考編　6：3（1987.9）頁178

山根幸夫 中國史研究入門／アジア歷史研究入門—中國部分 4：1（1985.1） 頁64-66（與島田虔次合

編）

【四　畫】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第二屆國際暨第十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1：3（1992.9） 頁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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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合編）

第二屆國際暨第十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3：1（1994.3） 頁48-49（與中華民國聲韻

學學會合著）

第二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思想‧文學‧語文　12：2（1993.6）頁165-166

第四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5：4（1996.11）頁420

中日新聞社 國際シニポジウム新安海底引揚げ文物報告書 4：2（1985.6）頁133-134

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五四運動史像の再檢討 5：3（1986.9）頁155

中央大學中文系 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紀念高明先生八秩晉六冥誕 13：4（1994.12）頁265

中央大學第四屆全國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17：4（1998.11）頁564

中國學術研討會—紀念高明先生八秩晉六冥誕 14：4（1995.12）頁342

第三屆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7：1（1998.2）頁105

第三屆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7：3（1998.8）頁399

第四屆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7：4（1998.11）頁563

第五屆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8：3（1999.8）頁387

中央大學共同學科 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1：1（1992.3）頁78-79

第二屆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2：3（1993.9） 頁230-231；13：2

（1994.6）頁114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4：2（1985.6）頁132

第四次社會科學研討會論文集 5：4（1986.12）頁209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中國海洋發展史‧第六輯 17：1（1998.2）頁103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 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 11：4（1992.12）頁380-381

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14：4（1995.12）頁341-34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編集委員會 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下冊）

9：1（1990.3）頁5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 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 18：4（1999.11）頁54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辛亥革命研討會論文集 2：4（1983.10）頁244

中國現代化論文集 10：3（1991.9）頁263

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 3：4（1984.10）頁251-252

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1928-1937） 4：2（1985.6）頁132

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　3：4（1984.10）頁252

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 12：1（1993.3）頁68-69

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　9：1（1990.3）頁53

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 6：4（1987.12）頁227-228

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 12：3（1993.9）頁229-230

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 15：4（1996.11）頁423-424

「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 14：1（1995.3）頁71-72

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 第二屆科學史研討會彙刊 11：2（1992.6）頁183-184

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2：1（1983.1）頁56-60

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編集委員會 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9：3（1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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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222-225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臺灣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會議論文集 7：1（1988.3）頁45

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 9：1（1990.3）頁56-57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語言學專題研究室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第一屆全國研究生語言學研討會　13：

4（1994.12）頁263

中田勇次郎先生頌壽紀念論集刊行會 東洋藝林論叢 5：2（1986.6）頁96-97

中研院史語所出版品編委員會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 11：4（1992.12）頁379-380

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 11：4（1992.12）頁378

中琉文化經濟協會 第一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7：1（1988.3）頁41-42

第三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11：2（1992.6）頁182

中國人口學會 二十世紀的臺灣人口變遷研討會論文集 6：2（1987.6）頁109

臺灣地區人口遷移、分佈與區域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6：4（1987.12）頁229

中國文化大學蒙藏學術研究中心 中華民國蒙藏學術會議論文集 9：3（1990.9）頁226

中國文字學會 第六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5：4（1996.11） 頁418 （與中興大學中國文學

系合編）

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國際學術會議論文編輯委員會 語文、性情、義理：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國際學術

會議論文集　16：1（1997.2）頁128

中國水利史研究會 佐藤博士退官記念—中國水利史論叢 6：2（1987.6）頁110

中國古代銅鼓研究會 古代銅鼓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1：4（1982.10）頁193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 古典文學 第四集　2：2（1983.4） 頁127；第五集　3：2（1984.4） 頁129；第六集

4：1（1985.1）頁67；第七集　5：2（1986.6）頁95-96；第八集　5：2（1986.6）頁95；第十集

8：2（1989.6）頁140-141；第十二集　12：1（1993.3）頁68

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 9：3（1990.9）頁225

文心雕龍綜論 8：2（1989.6）頁141

文學與佛學關係 14：2（1995.6）頁153

文學與社會 10：1（1991.3）頁73-74

域外漢文小說論究 8：2（1989.6）頁142

中國民族音樂學會 中國民族音樂學會第二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4：4（1995.12）頁344

中國法制史學會 中國法制現代化之回顧與前瞻 13：2（1994.6）頁114-115

中國法制史課程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13：3（1994.9）頁195（與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合編）

中國科技史論文集編輯小組 中國科技史論文集 15：1（1996.2）頁97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瀏陽算學社創建百周年暨譚嗣同先生誕辰13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5：3（1996.8）

頁337

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 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 5：3（1986.9）頁153-154

中國修辭學會 修辭論叢（第一屆中國修辭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8：4（1999.11）頁542-543（與臺灣師範

大學國文系合編）

中國唐代學會編集委員會 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11：1（1992.3）頁78

第二屆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15：4（1996.11）頁418；16：1（1997.2）頁120

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 12：3（1993.9）頁231；13：2（1994.6）頁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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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中國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7：3（1998.8）頁400-401

中國現代史研究會 中國國民政府史の研究 8：2（1989.6）頁145

中國詩學會議籌備委員會 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第二輯—先秦兩漢詩學　14：4（1995.12）頁341（與彰

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合編）

第三屆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魏晉南北朝詩學　15：4（1996.11）頁425-426（與彰化師範大學國

文學系合編）

中國論壇編集委員會 海峽兩岸學術研究的發展 7：4（1988.12）頁291

臺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 4：4（1985.12）頁249

中國學論叢編輯委員會 中國學論叢—金俊燁教授華甲紀念 3：4（1984.10）頁253-254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研討會論文集 2：2（1983.4）頁128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中國古典小說賞析與研究　12：4（1993.12） 頁296-297（與文藝研究促進委員會、

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合編）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第十輯　1：1（1982.1） 頁33；第十一輯　3：4

（1984.10） 頁252；第十七輯　16：1（1997.2） 頁124 ；第十八輯　16：2（1997.5） 頁236；第

十九輯　17：3（1998.8）頁403

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一屆討論會秘書處 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一屆討論會 12：2（1993.6）頁164

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二屆討論會秘書處 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二屆討論會論文集 13：3（1994.9）頁195-196

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屆討論會秘書處 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三屆討論會） 16：1（1997.2）頁122

中華民國易經學會 第十屆國際易學大會論文專集 12：4（1993.12）頁297-298

第十屆國際易學大會論文專集 13：3（1994.9）頁193-194

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 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 1：1（1982.1）頁32-33

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 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9：2（1990.6）頁134

中華民國聲韻學會 聲韻論叢第一輯 14：1（1995.3）頁69（與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所合編）

聲韻論叢第二輯 14：1（1995.3）頁70（與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所合編）

聲韻論叢第三輯 10：4（1991.12）頁371（與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所合編）

聲韻論叢第四輯 11：4（1992.12）頁380（與東吳大學中文所合著）

第二屆國際暨第十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1：3（1992.9）頁281-282；13：1（1994.3）

頁48-49（與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所合編）

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 中韓關係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3（1983.7）頁192

中韓關係史論文集 3：2（1984.4）頁129

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編輯委員 紀念北伐七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二期：紀念北伐七

十週年專號） 17：1（1998.2）頁105-106

中華書局 中華文化的過去、現代和未來—中華書局八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11：3（1992.9）頁282

出土文物與書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8：1（1999.2）頁108

中華經濟研究院 中華民國經濟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7：1（1988.3）頁44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第六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5：4（1996.11） 頁418 （與中國文字學

會合編）

中興大學共同科 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4（1991.12）頁370

中興大學歷史系 中西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 7：1（1988.3）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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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中西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 7：1（1988.3）頁41

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10：3（1991.9）頁263-264

尹章義 方志體例的創新以及新史料的發掘與運用—以新莊志為例 3：3（1984.7）頁147-149

井上光貞 日中古代の文化接點を探る 2：1（1983.1）頁60

井上清衛藤瀋吉 日中戰爭と日中關係 8：4（1989.12）頁287-288

五井直弘 三上次男博士喜壽記念論文集 4：3（1985.9）頁196

文崇一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中國化 1：3（1982.7）頁135（與楊國樞合編）

文潔華 朱光潛與當代中國美學 18：2（1999.5）頁249-250

文學評論編輯委員會 文學評論　第 7集 3：1（1984.1）頁59；第 8集 3：4（1984.10）頁253

文藝研究促進委員會 中國古典小說賞析與研究　12：4（1993.12）頁296-297（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合編）

方　玲 中國古代的女仙—道教與女丹 11：3（1992.9）頁208-209

方美芬 《臺灣文壇大事紀要》（1992-1995） 19：3（2000.8）頁406-415

日本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 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1：4（1992.12）頁382

日野開三郎博士頌壽記念論集刊行會 中國社會、制度、文化史の諸問題 7：4（1988.12）頁292

毛漢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歷代墓誌銘目錄 4：4（1985.12）頁240-247

王三慶 敦煌學國際研討會紀實 5：3（1986.9）頁105-115

王文陸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題研究室介紹 16：1（1997.2）頁97-101

王世慶 方志學專題座談會紀錄 3：4（1984.10）頁205-210（與宋晞、王德毅、劉兆祐合著）

王仲孚 傅樂成教授紀念論文集—中國史新論 4：3（1985.9）頁195-196

王仲犖 東アジア世界史探究 8：2（1989.6）頁144-145（與滕維藻合著）

王任光教授七秩嵩慶論文集編委會 王任光教授七秩嵩慶論文集 7：2（1988.6）頁109

王向華 日本與亞洲華人社會—歷史文化篇 18：3（1999.8）頁388（與原武道、陳湛頤合編）

王成勉 1983年亞洲學會年會報導 2：2（1983.4）頁95-98（與李宜涯合著）

亞歷桑那大學的漢學研究 3：1（1984.1）頁49-52

王　旭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三輯：詞法與詞彙（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II: Morphology and

Lexicon） 16：2（1997.5）頁237-238（與曹逢甫合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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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增輝—中國大陸學界整理宋代典籍的回顧 12：1（1993.3）頁1-9

數位典藏與人文研究—中央研究院文獻資料數位化工作的回顧與展望　20：2（2001.5） 頁68-

74

嚴耕望院士（附照片） 3：1（1984.1）頁6-9

黃樹民 臺灣的族群關係：社會、歷史與文化的觀點　14：2（1995.6） 頁157-158 （與陳中民、莊英章合

著）

黃錦珠 隋唐五代文學研討會紀要 17：3（1998.8）頁310-315

黃錦鋐 近三十年來之莊子學—專著部分（1951-1981） 1：1（1982.1）頁3-5

近三十年來之莊子學—論文部分（1951-1981） 1：4（1982.10）頁147-149

紀念許世瑛先生九十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8：4（1999.11）頁542

黃應貴 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回顧與前瞻篇 18：4（1999.11）頁544（與徐正光合編）

人觀、意義與社會 13：1（1994.3）頁50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附照片） 1：3（1982.7）頁120-123

空間、力與社會 15：4（1996.11）頁421

近五年來臺灣地區出版人類學研究論著選介（1978-1982） 2：2（1983.4）頁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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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六年來臺灣地區出版人類學論著選介（1983-1989） 8：4（1989.12）頁227-238

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王崧興先生紀念論文集　16：4（1997.11）頁488-489（與葉春榮合

編）

黃競新 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報導 2：4（1983.10）頁214-215

【十三畫】

唯　弦 四十年來中國文學　15：2（1996.5）頁214-215（與邵玉銘、張寶琴合編）

圓覺文教基金會 第二屆佛學與科學研討會論文集 12：3（1993.9）頁230

楊利慧 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側記 14：3（1995.9）頁170-171

楊卓林 王韜與近代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17：2（1998.5）頁178-180（與區志堅合著）

楊宗元 巴西里約熱內盧甘地多門地士大學亞非研究所簡介 11：1（1992.3）頁76

楊芳燕 明清之際思想轉向的近代意涵—研究現狀與方法的省察 20：2（2001.5）頁44-53

楊晉龍 臺灣近五十年詩經學研究概述（1949-1998） 20：3（2001.8）頁28-50

臺灣學者研究「清乾嘉揚州學派」述略 19：4（2000.11）頁596-610

楊國樞 中國人的價值觀—社會科學觀點 13：4（1994.12）頁263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中國化 1：3（1982.7）頁135（與文崇一合編）

變遷的臺灣社會：第一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的分析　7：4（1988.12） 頁291 （與瞿海源合

編）

楊惠南 臺灣佛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6：3（1997.8）頁348（與釋宏印合編）

楊雅慧 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 17：3（1998.8）頁408（與張炎憲、陳美蓉合編）

楊儒賓 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 13：1（1994.3）頁49-50

戰後臺灣的朱子學 19：4（2000.11）頁572-580

楊聯陞 國史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 （上冊）6：4（1987.12） 頁227；（下冊）7：2

（1988.6）頁109（與全漢昇、劉廣京合編）

楊懿麗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五輯：語言中的互動　18：4（1999.11） 頁541 （與殷允美、詹惠珍

合編）

葉孔嘉 海南現代化與臺灣發展經驗研討會論文集 15：4（1996.11）頁420（與唐代彪合編）

葉春榮 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王崧興先生紀念論文集　16：4（1997.11）頁488-489（與黃應貴合

編）

葉昭麟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系）簡介 2：2（1983.4）頁115-117

葉程義 韓國第八屆國際中國學大會紀要（上） 7：4（1988.12）頁247-249

葉慶炳 文史論文集—鄭騫先生八秩榮慶記念論文集 4：3（1985.9）頁195

葉鴻灑 第四屆科學史研討會彙刊（Proceedings of the（1996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6：2

（1997.5）頁236-237（與龍村倪合編）

董忠司 臺灣語文學會的成立和目前的工作 11：3（1992.9）頁278-279

詹伯惠 第三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專號（中國語文研究‧第11期） 15：4（1996.11） 頁416 （與張雙慶合

編）

詹宗祐 近二十年（1978-1998）新校本二十五史內文校正論著索引—中古之部　18：4（1999.11） 頁

526-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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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素娟 平埔研究論文集 15：3（1996.8）頁335 （與潘英海合編）

詹惠珍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五輯：語言中的互動　18：4（1999.11） 頁541 （與殷允美、楊懿麗

合編）

達　遠 「汲古得修綆，開源引萬流」《世界漢學》雜誌在大陸北京出版發行　17：4（1998.11）頁544-545

鄒興華 嶺南古越族文化論文集 12：4（1993.12）頁298

雷家聖 龐百騰《沈葆楨與中國十九世紀的現代化》 20：4（2001.11）頁49-52

【十四畫】

嘉瑪希 印度中國研究綜述 18：4（1999.11）頁433-436（崔燕慧譯）

廖光生 兩岸四地的互動整合：機遇與障礙 15：4（1996.11）頁424（與王家英、孫同文合編）

廖肇亨 「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20：4（2001.11） 頁

59-62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現代詩學會議籌委會 第二屆現代詩學會議論文集 16：1（1997.2）頁116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 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 11：4（1992.12）頁381；12：1（1993.3）頁67

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第二輯—先秦兩漢詩學　14：4（1995.12）頁341（與中國詩學會議籌備

委員會合編）

第三屆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魏晉南北朝詩學　15：4（1996.11）頁425-426（與中國詩學會議籌

備委員會合編）

榮新江 吐魯番敦煌文獻：絲綢之路的文明彙聚研究論集 11：4（1992.12）頁307-309

漢學研究中心 丁邦新教授（附照片） 1：1（1982.1）頁5-9

中國家庭及其倫理研討會論文集 18：4（1999.11）頁541-542

方志學國際研討會（附與會學者照片） 4：2（1985.6）頁81-82

周法高院士（附照片） 1：3（1982.7）頁103-107

高去尋院士（附照片） 1：2（1982.4）頁47-51

敦煌學學術座談會紀要 11：4（1992.12）頁317-320

國際漢學研究合作之展望座談會紀要（附與會學者照片） 11：2（1992.6）頁107-113

評《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1908-1997）》 19：4（2000.11）頁649-651

嚴靈峰教授（附照片） 9：3（1990.9）頁151-154

漢寶德 中國美學論集 7：1（1988.3）頁43-44

熊秉真 情欲、禮教、明清 20：2（2001.5）頁1-3

福井文雅 敦煌と中國佛教 4：2（1985.6）頁132-133（與牧田諦亮合編）

福井康順 道教 3：1（1984.1）頁60

福永光司 中國中世の宗教と文化 1：4（1982.10）頁193

臧振華 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 17：3（1998.8）頁401-402

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中縣開拓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4：2（1995.6）頁151

臺東師範學院語教系 第一屆小學語文課程教材教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5：2（1996.5）頁212

臺南市政府 臺灣史研究暨史蹟維護研討會論文集 10：1（1991.3）頁72（與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合著）

臺靜農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臺靜農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 1：1（1982.1）頁31-32

臺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 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論文集　5：1（1986.3）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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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宋代文學與思想 8：4（1989.12）頁286

臺灣大學文學院 大學人文教育的回顧與展望 12：2（1993.6）頁163

紀念范仲淹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9：4（1990.12）頁313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文學批評研討會論文集 5：4（1986.12）頁209

臺灣大學哲學系 中國人性論 9：2（1990.6）頁134

國際中國哲學研討會論文集 5：4（1986.12）頁209

臺灣大學歷史系 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3：1（1994.3）頁52

世變、群體與個人：第一屆全國歷史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16：1（1997.2）頁124-125

臺灣史蹟研究中心研究組 臺灣史蹟源流研習會研究班講義彙編 9：3（1990.9）頁225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紀念論文專輯 7：3（1988.9）頁200-201

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第二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文學與社會　17：1

（1998.2）頁106（與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國文學系合編）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修辭論叢（第一屆中國修辭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8：4（1999.11） 頁542-543（與

中國修辭學會合編）

第二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文學與社會　17：1（1998.2） 頁106 （與臺灣

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合編）

聲韻論叢‧第一輯 14：1（1995.3）頁69；第二輯 14：1（1995.3）頁70（與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

合編）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 中國邊疆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6：1（1997.2）頁118（與蒙藏委員會合編）

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15：1（1996.2）頁98-99

國際歷史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5：4（1986.12）頁208-209

第二屆中國邊疆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6：1（1997.2）頁124（與蒙藏委員會合編）

臺灣學生書局編輯部 唐君毅先生紀念論文集 2：2（1983.4）頁127

蒙藏委員會 中國邊疆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6：1（1997.2） 頁118 （與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所

合編）

第二屆中國邊疆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6：1（1997.2） 頁124 （與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歷史研

究所合編）

褚錦婷 「宜蘭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5：2（1996.5）頁213

賓靜蓀 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簡介 2：1（1983.1）頁54-55

趙倩主 「十三大」後的中共—人事重組與政策方向 8：2（1989.6）頁142-143

趙雅書 宋史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12：3（1993.9）頁229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1：4（1992.12）頁379

先秦兩漢論叢‧第一輯 18：4（1999.11）頁542

聲韻論叢‧第三輯 10：4（1991.12）頁371（與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合編）

輔仁大學 南懷仁逝世三百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8：1（1989.3）頁69

郎世寧之藝術—宗教與藝術研討會論文集 11：2（1992.6）頁184

歷史與宗教—紀念湯若望四百週年誕辰暨天主教傳華史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12：2（1993.6）

頁166

輔仁大學學術交流室 中國哲學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 15：1（1996.2）頁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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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畫】

劉子健 中國式的信仰—用類別來解釋 4：4（1985.12）頁208-210

史學方法—因問求法說 5：1（1986.3）頁9

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刊行會 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 9：2（1990.6）頁135-136

劉石吉 香港大學國際明清史研討會 5：1（1986.3）頁17-19

劉兆佳 發展與不平等：大陸與臺灣之社會階層與流動 15：1（1996.2）頁96

華人社會社會指標研究新領域 15：4（1996.11）頁425

劉兆祐 方志學專題座談會紀錄 3：4（1984.10）頁205-210（與宋晞、王德毅、王世慶合著）

民國以來的四庫學 2：3（1983.7）頁146-151

記第一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 5：4（1986.12）頁177-178

劉序楓 開拓中國海洋發展史研究的新領域—「第八屆中國海洋發展史學術研討會」述評　19：3

（2000.8）頁408-415

劉岱總 中國文化新論 2：1（1983.1）頁61-62

劉芳薇 第十一屆全國聲韻學研討會紀要　12：4（1993.12） 頁249-252（與王松木、黃金文、蔡妮妮合

著）

劉青峰 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 15：3（1996.8） 頁337

歷史的反響 9：3（1990.9）頁227

劉美玲 華夏藝術暨文史資料寶庫—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 15：3（1996.8）頁328-329

劉述先 從中心到邊緣：當代新儒學的歷史處境與文化理想 19：4（2000.11）頁555-563

當代儒學論集：挑戰與回應 16：1（1997.2）頁121-122

當代儒學論集：傳統與創新 16：1（1997.2）頁117

儒家思想與現代世界 17：3（1998.8）頁405

儒家倫理研討會論文集 6：4（1987.12）頁231

劉益昌 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 17：4（1998.11）頁565（與潘英海合編）

劉靖之 中國新音樂史論集（第二輯） 7：3（1988.9）頁202

民族音樂研究 8：2（1989.6）頁143

劉翠溶 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 15：2（1996.5）頁215-216（與伊懋可合編）

劉鳳翥 首屆中日聯合契丹文字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 11：1（1992.3）頁22-24

劉增貴 中央研究院人文計算的回顧與前瞻 17：2（1998.5）頁145-168（與黃寬重合著）

劉廣京 國史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論文集（下冊） 7：2（1988.6）頁109（與楊聯陞、全漢昇合編）

劉錚雲 東洋學研究資料庫之研究研討會 5：2（1986.6）頁72-73

劉靜貞 參考工具書選介 9：4（1990.12）頁311-312

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籌委會 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6：2

（1997.5）頁233-234

慶祝無錫施之勉先生九秩晉五誕辰論文集編委會 慶祝無錫施之勉先生九秩晉五誕辰論文集　6：4

（1987.12）頁228

慶應義塾大學東洋史研究室 西と東と—前鳩信次先生追悼論文集 4：4（1985.12）頁250

歐　凱 土耳其的漢學研究及其中文教學 16：4（1997.11）頁393-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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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茵西 俄國與東歐諸國的中國文學翻譯 12：4（1993.12）頁241-244

潘文閣 越南的漢學研究 11：4（1992.12）頁368-369（張秀蓉紀錄）

潘柏澄 元人傳記資料索引 3：1 1984.1）頁56-60（與王德毅、李榮村合編）

潘英海 平埔研究論文集 15：3（1996.8）頁335（與詹素娟合編）

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 17：4（1998.11）頁565（與劉益昌合編）

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 14：2（1995.6）頁157（與莊英章合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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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盈滿 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系）簡介 4：1（1985.1）頁61-63

賴貴三 清代乾嘉揚州學派經學研究的成果與貢獻 19：4（2000.11）頁58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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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德坤教授（附照片） 3：4（1984.10）頁221-224（與游學華合著）

鍾彩鈞 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 13：1（1994.3）頁51-52

鍾榮富 客家話研究的過去與未來發展 17：3（1998.8）頁289-301

鍾慧玲 女性主義與中國文學 16：4（1997.11）頁490（東海大學中文系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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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 5：4（1986.12）頁208（與章英華合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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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馬瑞《吉林長白山地區漢族人參故事完整體系的研究》評介 13：2（1994.6）頁108-109

德國漢學教學1992年夏季學期課程 11：3（1992.9）頁272-277

簡牘學會編輯部 勞貞一先生九秩榮慶論文集 16：4（1997.11）頁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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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合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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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健行 新亞學術集刊‧第十三期：賦學專輯 15：1（1996.2）頁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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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泰 文獻考古並重的《劍橋中國遠古史》籌編述略 14：1（1995.3）頁16-18

羅多弼 一位漢學家眼中的兩岸關係 16：2（1997.5）頁222-224

翻開瑞典的漢學研究史 15：2（1996.5）頁113-120（李筱眉譯）

羅宗濤 中國詩歌研究 4：3（1985.9）頁195

古代翻譯述略 1：2（1982.4）頁38-40

羅炳良 國際道教科儀及音樂研討會論文集 9：1（1990.3）頁56（與曹本治合編）

羅　然 捷克漢學研究現況—兼述蒙古、西藏研究 19：3（2000.8）頁392-397（崔燕慧譯）

羅慷烈 教學集—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二十週年紀念專刊 7：2（1988.6）頁110-111

羅鳳珠 古籍數位化的重要里程—大陸北京師範大學完成小篆字型字庫的建立　17：3（1998.8） 頁302-

304（與周曉文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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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1997.2）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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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錦堂 夏威夷大學的漢學研究 1：3（1982.7）頁101-102

藤田正典 現代中國人物別稱總覽 5：2（1986.6）頁93

譚汝謙 中日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5：1（1986.3）頁40-41

關漢卿國際學術研討會 關漢卿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3：4（1994.12）頁263-264

【二十畫】

嚴立模 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20：2（2001.5）頁90-95

嚴耕望 中古時代幾部重要地理書　第一講水經注 4：3（1985.9）頁145-148

中古時代幾部重要地理書　第二講元和志與寰宇記 4：4（1985.12）頁205-207

漢學研究—方志學國際研討會論文專號 4：4（1985.12）頁248

讀史方輿紀要與嘉慶一統志 4：2（1985.6）頁83-87

嚴耕望先生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嚴耕望先生紀念論文集 18：1（1999.2）頁108

蘆　荻 澳門文學論集 7：3（1988.9）頁203

蘇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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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82.4）頁70-75

劉廣京院士（附照片） 1：4（1982.10）頁159-165

嚴漢偉 空間資訊技術應用於漢學研究的價值與作用　20：2（2001.5）頁75-82（與范毅軍、白璧玲合著）

蘇瑩輝 東南亞的漢學研究　（一）1：2（1982.4）頁43-46；（二）1：3（1982.7）頁97-101；（三）1：4

（1982.10）頁156-158；（四）2：1（1983.1）頁13-17

吉隆坡「國際漢學研討會」誌盛 13：1（1994.3）頁17-18

釋宏印 臺灣佛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6：3（1997.8）頁348（與楊惠南合編）

釋果徹 聖嚴法師與人間佛教的人間淨土—《法鼓全集》之思想概介 19：3（2000.8）頁384-391

釋恆清 佛教思想的傳承與發展：印順導師九秩華誕祝壽文集 15：2（1996.5）頁211-212

釋惠敏 人間淨土與現代社會—記第三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 16：3（1997.8）頁268-272

【二十一畫】

饒宗頤 訓詁論叢‧第三輯 17：1（1998.2）頁104

【二十二畫以上】

龔鵬程 淡水鎮志編纂概況 3：3（1984.7）頁149-150

1991文化評論 12：1（1993.3）頁67

（二）西文著者（按字母順排）

Aang, Isabelle Nombres, Astres, Plantes et Visceres: Sept Essais sur L’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es en Asie

Orientale 15：4（1996.11）頁42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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