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禮

鄭玄三《禮》注解句要例舉證 馮浩菲 15：1 (1997.6) 頁33-44

〈考工記〉殳及晉殳新探 邱德修 9：1 (1991.6) 頁1-15

《周禮》六辭初探—中國古代文體原始的探討 鄧國光 11：1 (1993.6) 頁339-360

《周禮》所見婦女之地位及職司 王爾敏 12：2 (1994.12) 頁1-10

六、春秋

《左傳》鄭、服分野說攷辨 陳建樑 13：2 (1995.12) 頁15-35

七、四書

說《論語》「史之闕文」與「有馬者借人乘之」 周策縱 4：1 (1986.6) 頁1-28

《孟子》〈盡心上〉第一章集釋新詮 黃俊傑 10：2 (1992.12) 頁99-122

Mencian Morality in a Political Form: Chao Ch’i’s Commentary on the Mencius and Its Place in Later

Han Scholarship Chün-chieh Huang 1：1 (1983.6) pp. 219-258

《大學》與儒家的君主教育—論《大學衍義》及《大學衍義補》對《大學》的闡釋與發

揮 李焯然 7：1 (1989.6) 頁1-16

《大學衍義補》的理論體系及其特點 尹貞粉 10：1 (1992.6) 頁31-55

《大學》格物別解 何澤恆 18：2(2000.12) 頁1-34

八、小學

《爾雅》漢注補正 陳鴻森 7：1(1989.6) 頁17-60

貳、哲學思想

一、通論

中西傳統文化中的「自律」與「律」 羅亞娜（Jana Rosker） 15：1 (1997.6) 頁93-101

中國哲學範疇問題初探 成中英 3：1 (1985.6) 頁81-126

原性與圓性：論性即理與心即理的分疏與融合問題—兼論心性哲學的發展前景 成中英

13：1 (1995.6) 頁61-88

傳統中國宇宙觀與現代企業行為 李亦園 12：1 (1994.6) 頁1-26

Chastity in Chinese Eyes: Nan-nü Yu-pieh Wei-hung Lin 9：2 (1991.12) pp. 13-40

評韋政通主編《中國哲學辭典大全》 盧建榮 1：2 (1983.12) 頁712-720

評李德永編《中國辯證法史稿》第一卷 王煜 9：2 (1991.12) 頁433-436

評葛榮晉編《中國實學思想史》 王煜 13：2 (1995.12) 頁29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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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秦時期

1.儒家

從郭店楚簡論先秦儒家與《周易》的關係 廖名春 18：1 (2000.6) 頁55-72

先秦儒家義利觀念的演變及其思想史的涵義 黃俊傑 4：1 (1986.6) 頁109-151

《論語》正名與孔子的真理觀和語言哲學 陳啟雲 10：2 (1992.12) 頁27-51

自目的論與責任論分析與重建儒家道德哲學 成中英 7：1 (1989.6) 頁307-352

比較宗教經典與儒學研究—問題與方法學芻議 蔡彥仁 15：2 (1997.12) 頁239-253

Modes of Thinking in Classical Confucianism─A Cultural Hermeneutic Kuang-ming Wu 10：2

(1992.12) pp. 53-98

Mencius’s Concrete Thinking Chun-chieh Huang, Kuang-ming Wu 8：2(1990.12) pp. 321-345

2.道家

Deconcentration of Morality: Taoist Esthetics of Person-Making Kuang-ming Wu 1：2 (1983.12)

pp. 625-655

Chinese Concrete Thinking in Classical Taoism Kuang-ming Wu 13：1 (1995.6) pp. 89-132

先秦道家之禮觀 陳鼓應 18：1 (2000.6) 頁1-22

從書誌考察日本的老莊研究狀況—以鎌倉、室町時代為主 王迪 18：1 (2000.6) 頁33-

54

王道《老子億》的版本流傳及著錄經過 嚴靈峰 5：2 (1987.12) 頁707-712

《老子》「以無事『取』天下」考 劉笑敢 18：1 (2000.6) 頁23-32

《莊子》無為政治思想的幾層意義 林聰舜 11：1 (1993.6) 頁1-14

昇天變形與不懼水火—論《莊子》思想中與原始宗教相關的三個主題 楊儒賓 7：1

(1989.6) 頁223-253

《莊子》〈齊物論〉析論 高柏園 9：2 (1991.12) 頁41-77

論《莊子》的「小大之辯」與「齊物」及其關係 林聰舜 5：2 (1987.12) 頁375-400

卮言論：莊子論如何使用語言表達思想 楊儒賓 10：2 (1992.12) 頁123-157

On the Origin of the Relativistic Thesis fo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huang-tzu Robert E. Allinson 6：

2 (1988.12) pp. 275-298

Yang Chu: Man or Myth Aloysius Chang 1：1 (1983.6) pp. 163-189

3.法家

論《管子》〈白心、心術上下、內業〉四篇的精氣說與全心論—兼論其身心觀與形上學

的繫聯 楊儒賓 9：1 (1991.6) 頁181-209

論《商君書》〈說民、弱民〉二篇與〈去彊〉篇之關係及其作成時代 鄭良樹 5：1 (1987.

6) 頁265-274

《韓非子》〈解老〉篇及〈喻老〉篇初探 鄭良樹 6：2 (1988.12) 頁29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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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十過〉篇辨偽 鄭良樹 7：2 (1989.12) 頁239-257

論《韓非子》幾篇用辭相同的作品 鄭良樹 8：2 (1990.12) 頁271-319

韓非哲學的根本問題及其理論根基 高柏園 11：2 (1993.12) 頁39-67

梁啟雄《韓子淺解》校勘失誤補正 張覺 14：1 (1996.6) 頁283-295

孫子軍事思想的繼承和創新 鄭良樹 10：2 (1992.12) 頁159-172

三、中古時期

漢初黃老思想中的法家傾向 林聰舜 8：2 (1990.12) 頁347-367

漢魏之際儒道關係與士人心態 王曉毅 15：1 (1997.6) 頁45-71

《論衡》讀解十則 王定煥 9：2 (1991.12) 頁385-393

《河上公注》成書時代及其思想史、道教史之意義 鄭燦山 18：2 (2000.12) 頁85-112

漢魏之際儒道關係與士人心態 王曉毅 15：1 (1997.6) 頁45-71

「自然」與型範—《文心雕龍》與魏晉玄學之比較研究 馮春田 17：2 (1999.12) 頁

109-136

韓愈〈對禹問〉析義—兼論韓愈與孟子政治理念之歧異 方介 11：1 (1993.6) 頁15-28

Ch’i-sung as a Critic of Confucianism Represented by Han Yü Chi-chiang Huang 16：1 (1998.6)

pp. 289-324

四、宋元時期

從「心體」的形上意義申論宋明心學中天人合一的理論基礎 姜允明 2：2 (1984.12) 頁

543-568

朱熹對儒佛之判分 馮耀明 6：2 (1988.12) 頁333-354

論朱熹集大成的心性學說 姜廣輝 11：1 (1993.6) 頁29-48

理學論辯中的「作用是性」說 楊儒賓 12：2 (1994.12) 頁11-37

從自得之學論朱陸異同 張璉 13：2 (1995.12) 頁119-129

評 Hoyt Cleveland Tillman, Utilitarian Confucianism: Ch’en Liang’s Challenge to Chu Hsi 黃進興

3：1 (1985.6) 頁349-353

評馬積高《宋明理學與文學》 王煜 10：1 (1992.6) 頁459-463

評周夢江《葉適與永嘉學派》（附：回應詹石窗對拙評的意見） 王煜 12：2 (1994.12)

頁379-390

五、明清時期

治國之道—明成祖及其《聖學心法》 李焯然 9：1 (1991.6) 頁211-227

試論明清家訓所蘊含的成就評價與經濟倫理 宋光宇 7：1 (1989.6) 頁19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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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學者的講會與友論 呂妙芬 17：1 (1999.6) 頁79-104

顏子之傳：一個為陽明學爭取正統的聲音 呂妙芬 15：1 (1997.6) 頁73-92

王湛二子之論交與學說趨歸 張克偉 7：2 (1989.12) 頁259-278

「學案」體裁產生的思想背景—從李紱的《陸子學譜》談起 黃進興 2：1 (1984.6) 頁

201-221

晚明的實學思潮 王家儉 7：2 (1989.12) 頁279-302

養護與裝飾—晚明文人對俗世生命的美感經營 毛文芳 15：2 (1997.12) 頁109-143

The Ethics of the Sphere Below (Hsia):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Ho Hsin-yin (1517-1579) Yü-yin

Cheng 11：1 (1993.6) pp. 49-101

論明清之際士大夫對殉國者的評價 何冠彪 12：1 (1994.6) 頁203-239

The Development of Sung Learning in Ch’ing Thought, 1660s-1830s Kai-wing Chow 13：2

(1995.12) pp. 47-76

清代學術中的「學」「思」之辨 張麗珠 14：1 (1996.6) 頁53-75

清代經世思潮 何佑森 13：1 (1995.6) 頁1-14

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入祀文廟始末 何冠彪 9：1 (1991.6) 頁71-89

黃宗羲與陳確的思想因緣之分析—以〈陳乾初先生墓誌銘〉為中心 鄭宗義 14：2

(1996.12) 頁59-74

Scholar and Society: Textual Scholarship and Social Concerns of Wang Chung (1745-1794) Kai-wing

Chow 4：1 (1986.6) pp. 297-313

程瑤田的義理學：從理到物則 張壽安 9：2 (1991.12) 頁123-150

龔定菴的經世思想 張壽安 10：2 (1992.12) 頁173-191

孔子仁學與阮元的《論語》〈論仁論〉 陳祖武 12：2 (1994.12) 頁39-49

焦循發揚重智主義道德觀的「能知故善」說 張麗珠 16：1 (1998.6) 頁1-26

戴震義理思想的基礎及其推展 張壽安 10：1 (1992.6) 頁57-83

戴震對宋明理學的批評 張壽安 13：1 (1995.6) 頁15-41

汪萊、李銳與乾嘉學派 洪萬生、劉鈍 10：1 (1992.6) 頁85-103

評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 林慶彰 2：1 (1984.6) 頁331-342

讀林慶彰先生書評後 陳榮捷 2：2 (1984.12) 頁661-665

對陳榮捷先生一文的幾點說明 林慶彰 2：2 (1984.12) 頁665-670

六、近現代時期

「吾學卅歲已成」：康有為早年思想析論 汪榮祖 12：2 (1994.12) 頁51-62

王韜中西文化觀的演變 林啟彥 17：1 (1999.6) 頁105-125

戴東原哲學與胡適的智識主義 周昌龍 12：1 (1994.6) 頁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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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自由觀的三層意義 周昌龍 13：1 (1995.6) 頁43-59

五四時期嚴復的中西文化觀 林啟彥 14：2 (1996.12) 頁75-89

五四時期知識份子對個人主義的詮釋 周昌龍 12：2(1994.12) 頁63-80

傳統禮治秩序與五四反禮教思潮—以周作人為例之研究 周昌龍 9：1 (1991.6) 頁247-

271

魯迅的傳統和反傳統思想 周昌龍 10：2 (1992.12) 頁193-226

胡適與馮友蘭 周質平 9：2 (1991.12) 頁151-182

胡適與梁漱溟 周質平 12：1 (1994.6) 頁61-73

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 王汎森 14：1 (1996.6) 頁177-193

從直通到曲成—當代新儒學與現代化問題 馮耀明 10：2 (1992.12) 頁227-251

論儒家孝的倫理及其現代化：責任、權利與德行 成中英 4：1 (1986.6) 頁83-108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ism in Modern China William C. L. Chow 13：2 (1995.12) pp.

77-98

由名學走向儒學之路—陳大齊對臺灣儒學的貢獻 沈清松 16：2 (1998.12) 頁1-27

評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黃進興 4：1 (1986.6) 頁339-343

林啟彥《步向民主：中國知識分子與近代民主思想》評介　朱浤源　7：2 (1989.12) 頁

426-432

評宋志明《現代新儒家研究》 王煜 10：2 (1992.12) 頁511-516

評房德鄰《儒學的危機與嬗變：康有為與近代儒學》 王煜 13：1 (1995.6) 頁403-406

評李之鑒《孫奇逢哲學思想新探》 王煜　15：2 (1997.12) 頁287-291

參、宗　　教

一、通論

神仙與高僧—魏晉南北朝宗教心態試探 蒲慕州 8：2 (1990.12) 頁149-176

日本五山禪林的儒釋道三教一致論 鄭樑生 13：2 (1995.12) 頁99-117

比較宗教經典與儒學研究—問題與方法學芻議 蔡彥仁 15：2 (1997.12) 頁239-253

Chinese Beliefs in the “Soul”: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Popular Tradition Julian F. Pas

15：1 (1997.6) pp. 291-349

評 M. Loewe, Ways to Paradise: The Chinese Quest for Immortality 蒲慕州 3：1 (1985.6) 頁

343-347

評介馬西沙《清代八卦教》（清史研究叢書之一） 王煜 9：1 (1991.6) 頁4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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