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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地區佛教史
料蒐尋記
侯坤宏 國史館纂修

壹、前 言

筆者近年來主要以 20世紀以來的佛教
史為研究範疇，其中又包括三個領域：一

是 1912至 1949年的民國佛教，二是 1945
年以後的臺灣佛教，三是 1949年以後的中
共佛教。除臺灣佛教部分，其他兩個研究

領域，都必需要到中國大陸蒐集相關史料。

為滿足此項需要，筆者曾分別到南京中國第

二歷史檔案館、北京市檔案館、廣東省檔案

館查閱相關檔案資料。雖然目前已擁有相當

之史料，總還是覺得有所不足，所以特別在

2011年8月間，安排前往上海、南京、成都、
重慶等地檔案館，蒐尋研究所需之史料。選

擇上述檔案館的理由，是因為這些地方（或

城市）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各有其重要地位，

不是當年的政治中心，就是經濟或文化中

心。

在將近 1個月的行程中，主要以上海市
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重

慶市檔案館為蒐集重點單位，另在各地停留

期間，也分別抽空前往各該地圖書館及部分

重點寺廟進行實地參訪，也到各地大書店去

購買近、現代佛教史相關之圖書。在整個旅

程中，不僅抄錄、複印了不少可用資料，也

找到了數本只能在當地購得的書，對於個人

撰寫近、現代佛教史，非常有幫助。以下謹

就此行蒐集、觀察所得稍加敘述於下，希望

能提供一些經驗，給有意前往看檔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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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檔案館巡禮

一、上海市檔案館

上海是筆者此行的第一站，感謝復旦大

學吳景平教授的安排，得以住進位於外灘

上海市檔案館不遠的賓館，因賓館距檔案館

非常近，步行兩、三分鐘即至，往返十分

便利。該館外灘新館大樓位於中山東二路 9
號，面向黃浦江，是 11層鋼筋混凝土結構
建築，此大樓建成於 1939年，原名「法國
郵船公司大樓」，是法租界外灘第一座現代

化商業建築，後改名為「浦江大樓」。大樓

建成後，曾分層租給中法工商銀行、百利洋

行等金融機構使用，荷蘭駐滬總領署、瑞典

公使館也曾設置於此。隨著歷史變遷，該大

樓歷經多次修繕與改建，最近的一次是在

2003年 3月，次年 4月，上海市檔案館在
此正式開館。該館現有館藏檔案 264萬卷，
其中開放檔案 80萬卷，涉及民國時期檔案、
租界檔案、聲像檔案、外文資料等 18大類，
共 1,600多全宗。館藏聲像檔案包括照片檔
案、錄音檔案、錄影檔案，其中部分照片檔

案已經數位（字）化，內容涵蓋政治經濟、

科教醫療、文化藝術、景觀人物等方面，共

有 22,300多張。（註1）上海市檔案館在提供

讀者利用上十分方便，只要攜帶有效證件，

即可辦理調閱手續，在檢索及閱覽上很有效

率，筆者曾用「佛教」與「宗教」當作檢索

詞，查得之部分，大都已數位化，可以直接

在電腦銀幕上閱讀，只有少數幾件需看微

卷。由上海市檔案館佛教相關檔案，可以大

致了解上海佛教在全國佛教確有其特色。

除看檔案外，筆者還抽空到位在淮海中

路的上海圖書館，該館建於 1952年 7月，
原位於南京西路325號。1996年12月20日，
上海圖書館新館正式對外開放，成為一座

大型綜合性研究型公共圖書館。值得留意的

是：該館典藏有近現代報紙及近現代雜誌，

其中現代報紙共有 1,850種，1949年 10月
前出版的各種報紙 3,543種，在上海地區的
外文報紙 92種；近現代雜誌方面，1949年
10月前出版的各類雜誌共約 18,733種 35
萬冊。（註2）筆者在此抄得過去未見有關佛

（宗）教書刊多冊，如沈去疾編著之《趙樸

初年譜》。趙樸初是中共佛教重要的代表人

之一，對改革開放後佛教的恢復極有貢獻。

他早年就學於蘇州東吳大學，1928年後，
任上海江浙佛教聯合會秘書，上海佛教協會

秘書，「佛教淨業社」社長。1953年後，
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等職。1980
年後，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學院院

長，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顧問，中國宗教

和平委員會主席，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

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常委、民進中央參議委

員會主任、副主席、名譽主席，全國政協副

主席。2000年 5月 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享年 93歲。（註3）由趙之一生，可以了解

近代中國佛教的部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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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京市檔案館

南京市檔案館有關佛教的檔案，分別收

在「南京市特別市政府社會局」、「偽南京

特別市社會局」、「南京市民政局」、「南

京市宗教事務處」全宗，檔案全宗所謂的

「特別市」，指的是汪偽政權時的「南京

市」，由這批檔案，可以了解汪政權統治下

佛教之一般。南京市檔案館在夏季，下午開

放時間從 15點開始，經筆者向該館夏蓓研
究館員反應，（註4）檔案管理處副處長胡剛

先生，特別犧牲午休時間，親自值班，為少

數幾位學者服務，讓我們可以多出不少閱檔

時間。比較遺憾的是，屬於 1949年中共佛
教史部分的「南京市宗教事務處」檔案，尚

未對外開放。

值得一說的是：2006年下半年，南京
市公安局發現當年民國「首都員警廳」遺留

在浦口倉庫的一批戶籍卡，由於常年無人問

津，部分卡片已損壞黴爛或遭蟲蛀。這批民

國戶籍卡共有 150多萬張，分戶卡、口卡兩
類（口卡 120多萬張，戶卡 20多萬張）；
戶卡類似現在的戶口名簿，口卡則相當於身

份證。所有卡片按男、女兩類分，並依姓氏

進行排列。這麼完整的民國戶籍卡片，在國

內絕無僅有，是一幀 60年前南京市井生活
的畫軸。不管是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

都可以找到當年他們在南京居住生活的「印

記」。民國戶籍卡大小統一，格式統一，長

14釐米，寬 8釐米。卡片的內容，除姓名、
年齡外，還有身份證號。在這堆卡片中，已

整理出 100多位元名人民國戶籍卡片。宋美
齡的卡片資料也在其中。上面寫著：戶主蔣

中正，姓名宋美齡，教育程度留學，歲數

45歲，本籍廣東，寄籍南京，與戶主是夫
婦關係，身份證號：1字 111112號，住址，
黃埔路國防部內，卡上既沒有照片也沒有填

指紋資訊。這張宋美齡的卡片，應該不是她

本人親自填寫，可能是當時的戶籍登記人員

所填。由這張卡片，顯示出當年宋美齡在南

京的居住情形。（註5） 
除了看檔案，筆者在南京停留期間，曾

抽空到南京圖書館蒐集資料。南京圖書館民

國文獻閱覽室收集了不少民國史料，在此看

到田奇選編之《民國文獻資料叢編：民國時

期佛教資料彙編》，（註6）民國文獻資料叢

編是（中國大陸）國家圖書館為了繼續推進

民國時期文獻的保護工作，於 2007年 8月
成立「國家圖書館民國文獻資料編撰出版委

員會」，對民國文獻統一規劃整合，並依據

館藏特色、資料類型、瀕危狀況、珍稀程度

和社會需求等等，進行分類整理，由國家圖

書館出版社以「民國文獻資料叢編」的形

式，有計劃、有步驟地陸續編纂出版。截至

目前，《民國文獻資料叢編》出版 30餘種，
1,000餘冊，已經形成規模，在學界、圖書
館界有一定的影響。（註7）這些資料能夠彙

編出版，對民國史研究極為重要。

三、四川省案館

四川省檔案館位於成都市花牌坊街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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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截至 2009年止，四川省檔案館館藏檔
案 888個全宗，1,286,630卷，資料 99,651
冊，並按不同時期劃分為清代檔案、民國檔

案、革命歷史檔案和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檔

案。其中以清代巴縣地方政權檔案最珍貴、

最完整，共計 11萬卷；有關民國檔案，有
45萬卷。館藏全部檔案資料已經進行系統
分類整理，微縮檔案累計達 8,000萬畫幅，
製成微縮膠片 6,137盤，拷貝 3,004盤，已
開放檔案 704,975卷。利用者（含港、澳、
臺同胞和華僑）只要持個人有效身份證件或

有關單位介紹信，即可前往查閱。（註8）在

利用上，還算方便。

四川省檔案館檔案開放時間，從上午 8
點 30至下午 5點 30，11點 30 至 12點 30
中間休息 1小時，筆者在成都停留其間，正
逢數十年來最熱的時候，每天中午往返所住

旅店與檔案館間，總感覺熱浪襲人。四川

省檔案館調檔時間，一天兩次，分別是上

午 10點及下午 3點，原調檔案若沒歸還，
不得再調，因為這樣，可能會有某個時候沒

有檔案可以看，那時就只好拿目錄櫃上的目

錄來看了！調檔費用每卷人民幣 2元，複印
每頁 0.5元，但其數量有所限制。筆者在四
川省檔案館，原先想先看有關民國佛教檔案

部分，因庫房整修，不能調出，所以就查閱

《四川省人民委員會宗教事務處檔案》，抄

錄了不少 1949年以後的中共佛教史料。
記得讀大學時，曾旁聽劉翠溶院士在臺

灣大學歷史系所開之「中國經濟史」課程，

第一次聽到有所謂的《巴縣檔案》，知道有

不少國外學者利用這批檔案寫了些著作。時

隔 30多年，在四川省檔案館發現有這宗檔
案完整目錄，感到十分興奮。巴縣檔案是清

代四川巴縣官府、民國時期巴縣公署以及民

國期間四川東川道積累移存的檔案，上自乾

隆 17 （西元 1752） 年，下迄民國 30（1941）
年，共 11.6萬卷，是中國地方歷史檔案中
保存較完整的。這批檔案早先存於巴縣檔案

庫，抗日戰爭時期巴縣政府為避空襲將其運

至長江南岸樵坪場一座廟中暫存。1953年
由西南博物院運回收藏，後交四川省博物

館管理。1955年由四川大學歷史系整理使
用，1963年 3月由四川省檔案館接收。檔
案內容主要有：清代與民國時期巴縣的官吏

任免，重慶近代企業開辦章程、呈請立案免

稅，農戶耕牛權糾紛，川江運送滇銅黔鉛進

京過境；民國初期巴縣的稅捐徵收；清時募

集營兵、籌備軍餉、整肅軍紀、應付戰爭、

撫恤傷亡，川軍抗擊倭寇，太平軍和李蘭起

義軍入川；清代和民國時期官府派兵護衛外

國領事、教士、商人以及司法律例、章程、

條規和民、刑訴訟案件等。其中東川道的檔

案有川東宣慰使署、川東觀察使署、東川道

官吏任免、獎懲、選舉、議事、稅收、徵派、

軍餉籌措等內容，另外也有關於辛亥革命、

反袁護法運動和軍閥混戰的史料。其年代之

長久，數量之眾多，內容之豐富，被史學界

譽為是「一座內容極其豐富的文獻寶庫」，

對研究四川史，甚至整個中國史，均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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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參考價值。（註9） 
除了巴縣檔案，筆者在開放目錄櫃上，

見有《四川省田賦糧食管理處檔案》目錄 4
冊，時間從民國 30至 38年，計 4,856卷。
想起就讀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所寫的〈抗戰

後期四川省田賦徵實之研究〉、〈抗戰時期

糧食供求問題之研究〉，（註10）距今已過

20餘年，今「發現」這批檔案，覺得對抗
戰後期以迄 1949年的四川糧政問題，可以
進一步做更細緻、更徹底、更深入的研究。

四、重慶市檔案館

重慶市檔案位在重慶沙坪壩區天星橋曬

光坪 56號， 至 2004年底，重慶市檔案館
館藏有紙質檔案 709個全宗、752,556卷又
771卷；另有錄音錄影檔案 881盤，照片檔
案 28,164張，歷史資料（包括報紙、期刊
和圖書）63,975冊。抗戰時期重慶作為「陪
都」所形成的、被確定為全國重點檔案的

40餘萬卷「陪都檔案」，是館藏的精品和
重點，其中許多具有全國意義的重大事件和

活動，如沿海地區工廠、機關、學校、文化

團體之輾轉內遷、日機瘋狂轟炸重慶及其所

造成的巨大損失以及重慶人民反轟炸反空

襲的史實、抗戰時期中國社會變遷等，在檔

案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記載和反映。該館出版

了《白色恐怖下的新華日報》、《抗戰後方

冶金工業史料》、《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

經濟法規》、《四聯總處史料》、《中國近

代兵器工業史料》、《盧作孚書信集》等史

料彙編。（註11）重慶市檔案館開放時間，

上午 9點至 11點 30，下午 14點至 16點
30。調檔不像四川省檔案館那樣，固定在
上、下午某時間，故較為方便。調檔免費，

複印費的規定很特別，50頁以內每頁 1.25
元，超過 50頁（至 100頁），每頁 2.5元，
超過100（至200頁），每頁5元。以下類推。
這次筆者到重慶市檔案館，大部份時間

用在閱覽《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檔案》

上。漢藏教理院由太虛大師創辦，在民國佛

教史上有其地位，該院的歷史使命可概括為

「溝通文化」四字，這四個字的主要內涵與

核心宗旨，可歸納為「研究漢藏佛理，發揚

漢藏佛教，聯絡漢藏感情，融合中華民族，

增進世界文化。」（註12）重慶市檔案館典

藏的這批檔案計 41卷，包括該院概況、略
史、院董會簡章、院規、組織系統表、歷屆

招生及畢業生人數、同學會章程、歷年赴藏

留學情況、經費收支預算書及決算書、歷年

收支表等，時間從 1939年至 1950年。（註
13）這批檔案對研究漢藏教理院之內部運作

與其與外界之關係，頗具研究價值。在翻閱

時，發現漢藏教理院俸薪表及印順法師所寫

的「認識大師與紀念大師」原件，特別影

印，以備後日撰寫論文及增訂《印順法師年

譜》之用。

除看檔之外，筆者也曾抽空到重慶圖書

館，重慶圖書館前身是民國政府為紀念美國

總統羅斯福，於 1947年設立的「國立羅斯
福圖書館」，是當時中國僅有的五個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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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之一。1950年更名為「國立西南人
民圖書館」，後定名「重慶圖書館」。重

慶圖書館是首批「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

和「重慶市科普教育基地」，現有館藏文

獻 300餘萬冊（件），館藏特色有三：1.民
國時期出版物：現有民國時期出版物 76,611
種、177,621冊，其中抗戰文獻 3萬 4千種，
9萬冊，並將之全部數位化提供網上查閱。
2.古籍線裝書：重慶圖書館收藏有宋代以來
的古籍線裝書 53萬冊，內有孤本或稀見本
424種，目前已經有172種珍貴古籍進入《全
國珍貴古籍名錄》。3.聯合國資料：重慶圖
書館是中國兩個最早的聯合國文獻寄存館

之一，一直未曾間斷。現有聯合國資料 20
餘萬冊（件）。重慶圖書館目前正積極籌建

重慶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獻中心，對抗戰

史有興趣者應留意之。（註14）在重慶圖書

館，從該館「館藏民國文獻檢索系統」，以

「佛教」為詞，檢索得 2,736條（包括書籍
33種，餘為期刊文章）。這批資料有 pdf檔，
可以下載，頗方便研究者利用。

叁、體會與經驗

上一節敘述了筆者在上海、南京、成

都、重慶等地，查檔、找資料的經驗。記得

每到一檔案館，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常有民

眾前來查循個人或其家族相關訊息，這時候

的檔案閱覽室就會特別熱鬧，這是在臺灣看

檔時較少出現的場景。附帶一提的是，由於

海峽兩岸所採電腦輸入法不同，所以在利用

當地電腦檢索時，每有無從下手之感。還好

筆者常用的查詢詞不多，所以就事先請人幫

忙音譯好，以便使用於「搜狗拼音輸入法」

上，如「佛教」（fo jiao）、「宗教」（zong 
jiao）、太虛（tai xu）、漢藏教理院（han 
zang jiao li yuan）等，這樣在使用時，基本
上就沒有大問題。最後，歸納筆者此行個人

查檔體會與經驗四點如下，提供給有心的讀

者參考。

一、事先準備與聯繫

筆者在此行四個檔案館蒐集過程，之所

以能夠如期圓滿完成，並取得不少研究所需

之素材，與事先準備與聯繫頗有關係。由於

初到異地，得先有個適當的落腳處，最好在

出發前，就先請當地友人預先代訂該處檔案

館附近之旅舍，以便安頓。選擇的條件是，

衛生條件要好，價格要合理。在上海，是請

復旦大學吳景平教授幫忙；在南京，則委中

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馬振犢副館長預定；在成

都，是聯絡四川師範大學王川教授幫忙；在

重慶，則請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劉志英教

授及重慶圖書館唐伯友先生協助。非常感謝

他們幾位居中聯繫，使得筆者此次華中地區

查閱檔案之行得以順利進行。

二、 利用查檔以外的時間蒐集、採購研究所

需資料與圖書

前面提到，筆者在上海檔案館閱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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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曾抽空到上海圖書館。在南京檔案館閱

檔期間，因有夏蓓研究館員的介紹，得以到

南京圖書館，找到一些過去未曾注意及新出

版的書籍。在重慶，因幫忙預訂旅館的唐伯

友先生正好在重慶圖書館工作，所以就在他

引領之下，直接到民國文獻區蒐集研究所

需相關資料。此次行程中，每到一個城市，

書店（城）是一定要去的，一般書店開放的

時間通常可以到晚上 9點，下午從檔案館出
來，再前往即可，不致耽誤看檔的時間。筆

者曾在南京新華書店，購得許延長、濮小南

編著之《棲霞寺史話》及潘明權編之《上海

佛寺道觀楹聯對聯集》。此外，在成都購書

中心購得陳金龍著《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政

教關係：以佛教為中心的考查》。（註15）

在重慶，到三峽廣場的西西弗書店看到《明

真法師文集》一書，此書由湖南長沙岳麓書

社出版，能在於重慶購得，誠屬難得。

三、查檔過程的新發現與體會

就看檔人言，因事前無法得悉檔案內

容，故閱檔時每每會有新發現，而有一種

難以言喻的驚奇感！例如，在上海檔案館，

就發現：戰後曾到臺灣，後因怕白色恐怖被

抓，在短暫停留後旋即返回中國大陸的大同

法師，其基本背景如下：大同法師，號悟因，

俗姓徐，江蘇如皋人，焦山佛學院畢業，曾

肆業於國立上海大學，曾任中國佛教會上海

市分會祕書等職。著有《宗教學》、《老子

哲學》、《人生點滴》、《教育學表解》、

《經濟學表解》等書。（註16）又，在上海

市檔案館看檔時，無意中發現有關戰後上海

靜安寺僧人密迦、德悟涉嫌漢奸案相關史

料，「僧人與漢奸」在戰後審判眾多漢奸案

並不多見，此案可作為分析戰時中國僧人與

侵略者日本關係之個案，值得深入分析。由

於時間不足，難以詳閱，只能擇要摘錄，未

來正式研究，若有需要，再安排前往查閱。

另，筆者在四川省檔案館所看主要是有關中

共佛教史部分，發現其中也有不少材料牽涉

到民國佛教部分，歷史有時雖然很曲折，但

畢竟還是有其連續性。看這批資料，才知到

當今中國大陸許多僧人具有「政協委員」、

「人大代表」之身份，其實早在中共建國後

不久，這種現象就已經存在，而且延續至

今。對於目前中國大陸上層僧人普遍具有政

治官銜，猶如古代中國之「僧官」，但兩者

間在本質上極為不同。掌握此種現象，或有

助於對當代中共佛教史之了解。 

四、在不同檔案館查檔得適應其不同特性

對研究者言，希望檔案能多開放，以方

便利用，但對管理檔案者言，除提供讀者

利用外，得考慮檔案本身的安全性。中國除

中央層級之第一、第二歷史檔案館及中央檔

案館外，其他各處檔案館，開放程度極為不

同，服務的態度也有很大的差異。研究者前

往查閱時，對該檔案館的典藏與開放情況，

要能有基本的掌握，前往查檔時，也得適應

其不同的閱覽及開放特性。依筆者經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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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檔案館在整理及開放上最值得稱道，北京

市檔案館在資料開放與服務態度上還可以，

南京市檔案館在服務態度上也很令人難忘，

重慶市檔案館負責閱覽部門的館員，對讀者

也能真誠以對；對於他們的付出，來查檔、

看檔的人，應該都可以感受得到。看檔者最

關心的是─能否順利看到目錄？看到檔

案？四川省檔案館已開放的檔案目錄，檔案

大多可以調閱；相較之下，廣東省檔案館雖

有宏偉的建築，但在檔案開放上，就很容易

讓前往閱檔者失望了！由於近年來中國各

地檔案館紛紛投入檔案「數字（位）化」工

作，因此有時候雖有檔案，還是無法看到，

對有意前往查閱者，應事先加以了解，以免

空跑一趟。

在四川省檔案館時，曾看見一位來自西

方的研究者，她已在那裏看了一年巴縣檔

案；在重慶市檔案館時，曾聽唐潤明處長提

到，有位國外學者為了寫一本專書，在該館

看了兩年。回頭看看來國史館看檔的學者，

因研究需要，花上兩、三個月看檔也是常有

的事。可見研究過程之艱辛與不易。這次個

人利用近一個月時間，匆匆跑了四處檔案

館，雖時間所限，無法細看，只能抓要點

看，若真有需要，再安排二度前往查閱。

肆、結 語

最後，想談一件有趣的事，即筆者在南

京圖書館民國文獻閱覽室，借了一本原以為

是佛教的書─《佛國革命史》，沒看到書

之前，一直想不透這會是一本甚麼樣的書，

沒想到調出來一看，才知道其書所談主題，

與佛教毫無關係，而是有關法國大革命的

書，該書原作者為日本人澁江保著，人演社

譯，光緒 29（1903）年 4月上海文明書局
出版。翻閱此書時，自己心中一直想笑，聯

想起本（2011）年 2、3月間，筆者在寫〈辛
亥革命與佛教〉一文時，常翻閱《民報》及

相關史料，發現辛亥前夕有不少介紹有關法

國大革命的文章，到底法國大革命與辛亥革

命的關聯性如何？對辛亥革命有何影響？

當時革命宣傳者對法國大革命的了解又是

如何？凡此，均可進一步加以探究。

總之，到各地檔案館、圖書館蒐尋史

料，因其具有不可預期性，其本身就具有

「學術的冒險性」，在研究歷程上，既新鮮

又有趣味。好的歷史研究，離不開一手檔案

史料，而此正是史學最可貴的地方；也因為

這樣，盡責的研究者要多想辦法去接觸原始

檔案，這也是筆者特別安排此次華中地區佛

教史料一行的主要原因。

【註釋】

  1. 上海市檔案館資料查閱服務中心設有利用接待
處、檔案閱覽大廳、專題閱覽室和諮詢服務室，

且在局域網和資料庫基礎上，設置檢索系統，

以流覽檢索、專題檢索、高級檢索、搜索引擎

等方式，提供檔案、政府公開信息、照片、視

頻資料的多角度查閱服務。網址：http://www.
archives.sh.cn/daxg/new_xggk/2007020201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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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5130372 ，
下載日期：2011年 8月 1日。

  2. 百度百科：「上海圖書館」條，網址：http://
baike.baidu.com/view/121167.htm，下載日期： 
2011年 8月 4日。 

  3. 網 址：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
n e w s . x i n h u a n e t . c o m / z i l i a o / 2 0 0 2 - 0 1 / 2 4 /
content_252567.htm 及 http://hk.plm.org.cn/
gnews/2011718/2011718237398.html，下載日期： 
2011年 8月 4日。 

  4. 夏蓓研究館員負責編輯出版《南京市政府公報》
（含首都市政府公報及南京市政府公報，1927 
1945年），全書預計出版 46至 50冊，目前已
出 36冊，共 386期，2011年底完成出版。這一
套書，對民國史研究極為重要。 

  5. 戶籍卡片是在 1945–1949年期間填寫的，粗略
估計，涉及人口約達 130–140萬人左右。南京
雖是國民政府首都，但生活水準很不一樣，差

別很大，很多人拍不起照片，因此民國戶籍卡

不強求要貼照片。通過對 150多萬張民國戶籍
卡片資料的對比，可以看出外來人口占一半以

上，顯示南京是一座移民城市。胡玉梅、劉

峰：〈南京發現宋美齡民國時期戶籍卡〉，《現

代快報》，下載日期：2011年 05月 09日，
網 址：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05-
09/3024869.shtml， 

  6. 此套書在 2010年 7月，由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
全套 16冊，其中第 3冊收有雪嵩編之《佛教法
令彙編》，此書筆者尋找多時，一直未見，翻

閱後發現本書是研究民國佛教史不可多得的參

考書籍。

  7. 舉其要者如：北洋時期國會會議記錄彙編（全
16冊）、北平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公報（全 14
冊）、國民政府年鑒（全冊）、民族學研究集

刊（上、下）、《文學論文索引》全編（全 3
冊）、民國教育統計資料彙編（全 30冊）、內
務公報（全 18冊）、民國時期發行書目彙編（全
7冊）、申報年鑒全編（全 14冊）、民國邊政

史料續編（全 30冊）、豫鄂皖贛四省農村經濟
調查報告（全2冊）、民國時期出版書目彙編（全
20冊）、民國統計資料四種（全 14冊）、近
代交通史全編（全 48冊）。網址：http://baike.
baidu.com/view/5964128.html?fromTaglist，下載
日期：2011年 8月 19日。  

  8. 四川省檔案局（館）成立於 1959年，1996年局、
館合併，一套班子，兩塊牌子（這是中國大陸

檔案單位組織的特色之一），該館於 1963年 6
月從成都遷至雅安，1988年 6月遷回成都。新
建的省檔案館主樓 17層，可容納檔案 300萬卷
冊。2008年，省檔案局（館）參照「公務員法」
管理，事業編制 128名，工勤人員控制數 20
名，現有在職職工 138人，內設 14個處室，下
屬四川省檔案科學技術研究所、四川省檔案學

校兩個直屬事業單位。四川省檔案局（館）簡

介，網址：http://www.scsdaj.gov.cn/128/default.
aspx，下載日期：2011年 7月 17日。 

  9. 中 國 百 科 網：「 巴 縣 檔 案 」 條， 網 址：
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1/78/447/ 
2007/20070531118451.html，下載日期：2011年
8月 19日；「清代巴縣檔案」，網址：http://
www.scsdaj.gov.cn/141006/4417.aspx，下載日期：
2011年 8月 19日。  

10. 〈抗戰後期四川省田賦徵實政策之研究〉一文，
刊於《近代中國》，第 51期，民國 75年 2月。
〈抗戰時期糧食供求問題之研究〉，為筆者在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之碩士論文，民國 77
年 6月。 

11. 重慶市檔案設有檔案館（室）業務指導處、經
濟科技檔案業務指導處、政策法規（宣傳教育）

處、檔案接收整理處、檔案保管利用處、檔案

保護技術處、檔案編研處、資訊技術處、人事

（老幹部工作）處、辦公室等機構。〈重慶市

檔案局〉，網址：http://chongqing.cncitymap.
com/gov/ChongQiangFuDangAnJu.shtml，下載日
期：2011年 7月 17日。 

12. 何潔：〈淺析漢藏教理院成立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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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http://www.tbcn.net/2006/ReadNews.
asp?NewsID=827，下載日期：2011年 8月 22日。 

13. 這批檔案，正進行數位（字）化中，本不對外
開放，能夠看到這批檔案，特別感謝編研處唐

潤明處長的推薦。《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檔

案》目錄；重慶市檔案館編：《重慶市檔案館

指南》（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年 2月，
1版 1印），上冊，頁 144–145。

14. 〈重慶市圖書館概況〉，網址：http://www.
cqlib.cn/bggk/index.html，下載日期：2011年 8
月 21日。 

15.  此書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 2011年 1月
出版。

16. 〈上海市特別市市政府訓令工務局，令字第 689
號，民國 17年 3月 10日，工務局收文第 1542
號〉，上海市檔案館藏：《國民政府令禁侮視

宗教實行信仰自由文化書》，頁 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