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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中人名索引

中 文 人 名

【二　畫】

丁取忠 古荷池精舍的算學新芽─丁取忠學圈與西方代數 洪萬生 14：2 (1996.12)

頁135-158

【三　畫】

大庭脩 大庭脩著《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校記 邢義田 10：1 (1992.6) 頁395-440

評大庭脩著〈漢代官吏的勤務與休假〉及其中文譯本 廖伯源 12：2 (1994.

12) 頁359-378

【四　畫】

公冶長 公冶長解鳥語考 金文京 8：1 (1990.6) 頁505-512

天花藏主人 再談天花藏主人與烟水散人 胡萬川 6：1 (1988.6) 頁309-329

孔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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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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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夫之（王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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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山詩學中「現量」意涵的再探討：兼論傳統「情景交融」理論研究的一個誤

區 蕭馳 18：2 (2000.12) 頁369-396

王安石 王安石三不足說考辨 黃復山 11：1 (1993.6) 頁209-252

王昭君 現代民間傳說的王昭君 鄺慶歡 48：1 (1990.6) 頁61-487

王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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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34

中國近代文學史的突破：王國維的文學觀 周明之 13：1 (1995.6) 頁239-279

王梵志 敦煌王梵志詩新探 潘重規 4：2 (1986.12) 頁115-128

王景弘 明王景弘下西洋史事鈎沈 陳學霖 9：2 (1991.12) 頁22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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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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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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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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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學者的講會與友論 呂妙芬 17：1 (1999.6) 頁79-104

王　煜 對王煜評《道教文學史》的幾點意見 詹石窗 12：1 (1994.6) 頁405-411

王　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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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韜 王韜中西文化觀的演變 林啟彥 17：1 (1999.6) 頁105-125

王驥德 金批《西廂記》與張深之本、王驥德本之關係重探 林宗毅 17：2 (1999.12)

頁299-311

【五　畫】

司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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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相如 相如、文君劇之演變 磯部祐子 6：1 (1988.6) 頁529-550

左　棻 〈左棻墓誌〉及其價值 徐傳武 13：2 (1995.12) 頁205-213

弘　仁 The Stylistic Sources of Hung-jen, 1610-64 Chi-sheng Kuo 5：2 (1987.12) pp. 575-

620

白　晉　見 Bouvet, Joachim

目　連 中、韓目連故事之流變關係 史在東 6：1 (1988.6) 頁213-241

【六　畫】

宇文虛中 《金瓶梅》十七回に投影された史實─宇文虛中の上奏文より見た 荒木猛

6：1 (1988.6) 頁673-688

朱　子　見朱熹

朱鼎臣 《西遊記》簡本陽、朱二本之先後及簡繁本之先後 柳存仁 6：1 (1988.6) 頁

511-528

朱　熹 Chu Hsi, Academies and the Tradition of Private Chiang-hsüeh Thomas Hong-chi Lee

2：1 (1984.6) pp. 30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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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進興 3：1 (1985.6) 頁349-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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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詠植物詩研究 張健 11：2 (1993.12) 頁201-215

從自得之學論朱陸異同 張璉 13：2 (1995.12) 頁119-129

朱彝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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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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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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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舍 Identity and Nationhood in Lao She’s Teahouse Peter Li 13：2 (1995.12) pp. 275-

297

艾略特　見Eliot, T. S.

【七　畫】

何心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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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景明 評白潤德（Daniel Bryant）《何景明叢考》 周彥文 15：2 (1997.12) 頁319-323

何爾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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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魯泡特金　見 Kropotkin, Peter

吳道子 The Problem of Wu Tao-tzu Revisited Chi-sheng Kuo 2：2 (1984.12) pp. 639-659

呂　后 Wome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s: The Lives and Careers of Empresses Lü, Wu, and

Tz’u-hsi Wen-hui Tsai 9：2 (1991.12) pp. 183-212

宋懋澄 記宋懋澄《九籥集》 朱鴻林 5：2 (1987.12) 頁559-565

李　白 李白的名士形象 王國瓔 9：2 (1991.12) 頁257-273

李自成 李自成死事考辨 王春瑜、韋祖輝 17：1 (1999.6) 頁335-363

李商隱 李商隱與佛教 龔鵬程 4：1 (1986.6) 頁197-210

李　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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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陵 〈李陵與蘇武詩〉作者探論 鍾來茵 12：2 (1994.12) 頁229-243

李開先 李開先與元雜劇─兼論明代嘉靖隆慶年間元雜劇之演唱與流傳 林鋒雄

6：1 (1988.6) 頁425-437

李翠蓮 抗拒性對話─試析〈快嘴李翠蓮記〉的女性意識 陳翠英 14：2 (1996.12)

頁24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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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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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從文 從艾略特「詩人批評家」看沈從文的文學批評 王潤華 12：2 (1994.12) 頁

317-332

沉香太子 The Goddess Hua-yüeh San-niang and the Cantonese Ballad Ch’en-hsiang T’ai-tzu G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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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dbridge 8：1 (1990.6) pp. 62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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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i-wing Chow 4：1 (1986.6) pp. 297-313

汪　琪 Hsi-yu Cheng-tao Shu in the Context of Wang Ch’i’s Publishing Enterprise Ellen Widmer

6：1 (1988.6) pp. 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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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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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畫】

亞當史密斯　見 Smith, Adam

卓文君 相如、文君劇之演變 磯部祐子 6：1 (1988.6) 頁529-550

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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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u Tso-jen and the New Village Movement William C. L. Chow 10：1 (1992.6)

pp. 105-135

周樹人 探索病態社會與黑暗魂靈之旅：魯迅小說中遊記結構研究 王潤華 10：1

(1992.6) 頁29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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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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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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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ce in Later Han Scholarship Chun-chieh Huang 1：1 (1983.6) pp. 21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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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 32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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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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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　姜 《孟姜仙女寶卷》所反映的民間故事背景 楊振良 8：1 (1990.6) 頁13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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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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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籬（馬致遠） 東籬曲韻考 鄧興鋒 13：2 (1995.12) 頁215-230

林　章 明代戲劇家林章所作《觀燈記》《青虬記》與福州儒林班之興起 田仲一成

6：1 (1988.6) 頁62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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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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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慶彰 讀林慶彰先生書評後 陳榮捷　2：2 (1984.12) 頁661-665

武則天 Wome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s: The Lives and Careers of Empresses Lü, Wu, and

Tz’u-hsi Wen-hui Tsai 9：2 (1991.12) pp. 183-212

邱漢生 評介邱（漢生）著《詩義鉤沉》 程元敏 5：2 (1987.12) 頁635-676

金哈剌 元色目文人金哈剌及其《南遊寓興詩集》 蕭啟慶 13：2 (1995.12) 頁1-14

金　庸 通俗小說的類型整合─試論金庸小說的「虛」與「實」 林保淳 17：1

(1999.6) 頁259-283

金聖嘆 八股文與金聖嘆之小說戲曲批評 盧慶濱 6：1 (1988.6) 頁395-406

金批《西廂記》的內在模式及其功過─兼論戲曲「分解」說 林宗毅 15：

2 (1997.12) 頁145-169

金批《西廂記》與張深之本、王驥德本之關係重探 林宗毅 17：2 (1999.12)

頁299-311

【九　畫】

侯外廬 《詩》、《書》中的「人」─兼駁侯外廬「人」指統治階層說 侯家駒 6：2

(1988.12) 頁49-68

禹 「大禹治水」神話的天文意義 裴碧蘭 14：1 (1996.6) 頁77-96

契　嵩 Ch’i-sung as a Critic of Confucianism Represented by Han Yü Chi-chiang Huang 16：

1 (1998.6) pp. 289-324

柳宗元 游移於通脫與抒憤之間─論柳宗元的山水文學 陳志信 15：1 (1997.6) 頁

187-207

段若膺（段玉裁） 戴震〈答段若膺論韻書〉幾則聲韻觀念的啟示 陳新雄 9：1

(1991.6) 頁45-52

胡宗憲 胡宗憲靖倭始末（1555-1559） 鄭樑生 12：1 (1994.6) 頁179-202

胡　適 胡適與馮友蘭 周質平 9：2 (1991.12) 頁151-182

戴東原哲學與胡適的智識主義 周昌龍　12：1 (1994.6) 頁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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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慕庭　見Wilbur, C. Martin

祖沖之 《九章算術》圓田術祖沖之注　陳良佐　5：1 (1987.6) 頁19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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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畫】

烟水散人 再談天花藏主人與烟水散人 胡萬川 6：1 (1988.6) 頁309-329

唐解元（唐寅） 《唐解元一笑姻緣》研究 鄭阿財 6：1 (1988.6) 頁179-190

唐　蘭 唐蘭象意字聲化說平議 雲惟利 10：1 (1992.6) 頁309-342

孫　八 契兄、契弟、契友、契父、契子─《孫八救人得福》的歷史民俗背景解讀

王振忠 18：1 (2000.6) 頁16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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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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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承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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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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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　文　見Sivin, Nathan

桃花女 臺灣懸絲傀儡戲桃花女探研─兼論桃花女故事的流傳與演變 林鋒雄 8：1

(1990.6) 頁523-534

索　勳 論索勳紀德碑及其史事之探討 林天蔚 4：2 (1986.12) 頁483-495

翁同龢 翁同龢與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一書 孔祥吉 13：1 (1995.6) 頁185-196

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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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一 畫】

婦　好 略論婦好卜辭 張秉權 1：1 (1983.6) 頁27-40

康有為 試論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 龔鵬程 2：1 (1984.6) 頁277-300

論康有為三世進化說所對應的政治體制 雷慧兒 11：2 (1993.12) 頁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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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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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同龢與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一書 孔祥吉 13：1 (1995.6) 頁18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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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帝（玄燁） 康熙帝玄燁入承大統實錄 金承藝 5：2 (1987.12) 頁621-634

張文虎 張文虎的舒藝室世界：一個數學社會史的取向 洪萬生 11：2 (1993.12) 頁

16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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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深之 金批《西廂記》與張深之本、王驥德本之關係重探 林宗毅 17：2 (1999.12)

頁299-311

張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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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道陵 張道陵「軍將吏兵」考 葛兆光 16：2 (1998.12) 頁225-238

張懷瓘 張懷瓘書論研究 龔鵬程 7：2 (1989.12) 頁341-374

曹　丕 曹丕的文氣說 張靜二 3：1 (1985.6) 頁291-305

曹丕作品創作時間論考 洪順隆 6：2 (1988.12) 頁371-391

梁啟超 矛盾的梁啟超：一個心理學的解釋 康綠島 3：1 (1985.6) 頁185-198

梁啟超古書辨偽方法的再認識 廖名春 16：1 (1998.6) 頁353-372

梁漱溟 胡適與梁漱溟 周質平 12：1 (1994.6) 頁61-73

清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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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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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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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inson 6：2 (1988.12) pp. 275-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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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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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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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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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　遜 宋朝水神許遜傳說之研究 李豐楙 8：1 (1990.6) 頁363-400

郭　棐 廣東方志學家郭棐及其著作考 林天蔚 3：2 (1985.12) 頁139-156

郭嵩燾 郭嵩燾《養知易傳》輯 陸寶千 11：2 (1993.12) 頁36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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