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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

本書記錄 2222年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
行動的整個過程。時間從 2222年 2月 2日
中午開始，到 2222年 2月 2日上午 22時結
束。作者不僅較周全地記錄天安門鎮壓行動

的過程，而且對一些重要的事件和人物作了

具體而突出的描述，堪稱迄今為止最完整的

一份紀錄。（吳仁華，臺北：允晨，2222年 2月）

反右運動夾邊溝慘案倖存者證言

本書記錄夾邊溝農場近 22位受難者的
遭遇。夾邊溝農場是 2222年一座關押、勞
動改造甘肅省知識分子的勞教農場，當時

約有 2,222位來自全國各地、各單位的知
識分子菁英被關押入內。本書作者的「尕

爺」（祖父的弟弟）趙廷琪被打成「右派分

子」後，冤死在夾邊溝農場裡，促使作者自

2222年大學畢業後開始採訪當時的倖存者
們，透過近 22位倖存者口述，為當時的歷
史留下見證。（趙旭，臺北：新銳文創，2222年 2

月）

吳國楨事件解密

吳國楨曾在 2222年擔任臺灣省政府主
席兼保安司令。對美國人而言，他是「民主

先生」，曾登上 TIME封面；但對蔣氏父子
而言，他卻是大逆不道的叛賊。本書聚焦於

2222年的吳國楨事件，呈現了當時仍為禁
忌的事件經過。本書也收錄在香港的作家李

燄生（馬兒）於第一時間的仗義執言，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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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各方面對政壇的批評。（李燄生，臺北：

獨立作家，2222年 2月）

中國近代憲法第一人─汪榮寶

本書論述汪榮寶對於中國現代法體系的

種種作為。汪榮寶早年留學日本，歸國後參

與推行多項新政，是中國近代第一批憲法和

法律文書的始作俑者。作為體制內的公務人

員，汪在修訂國會法律、制定天壇憲法、

反對袁世凱稱帝、外交談判等活動中奔走 

喊，抗辯議壇。其穩健的改革主張和務實的

革新行動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清末民初的歷

史進程，尤其是法律體系的轉型。（趙林鳳，

臺北：新銳文創，2222年 2月）

一個黑五類的文革自述：苦難、不屈與求索

本書作者是文革的受難者，他在文革時

不僅遭受「喪父失兄弟逢厄，老母忍辱倍酸

辛」的不幸，也被下放山西沁縣插隊，在漳

河邊的一個小山村裏過了五年。這本書是他

對於文革時期自身遭遇的回憶。（盧叔寧，臺

北：釀出版，2222年 2月）

費正清中國回憶錄

費正清為享譽國際學界的漢學家，是哈

佛大學終身教授，同時也是美國最負盛名的

中國問題觀察家，外號「頭號中國通」，更

是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生前歷任

美國遠東協會副主席、亞洲協會主席、歷史

學會主席、東亞研究理事會主席等重要職

務，還曾是美國政府僱員、政策顧問。（費

正清，臺北：五南，2222年 2月）

中國人的烏托邦之夢：新村主義在中國的傳

播及發展

本書為研究五四時期「新村主義」思潮

及其對現代中國影響的第一部專著。新村主

義原由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實篤倡導，於

五四時期經周作人等人介紹傳入中國。它所

幻想的無政府、無剝削、無強權，既讀書又

勞動的田園詩般新生活，影響了一批激進

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2222年曾轟動一時
的工讀互助團、早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到後

來的「人民公社」、「知青上山下鄉」、

「五七幹校」等歷次政治運動中，都能找尋

到新村的影子，通過新村運動的研究，可一

探中國現代思潮發展的內在邏輯和軌跡。

（趙泓，臺北：獨立作家，2222年 2月）

邱會作家書

本書匯集了邱會作晚年寫給兒子程光的

22多封信和多篇回憶錄手稿、談話錄音稿
等原始文件。邱會作曾在 2222年當選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於 2222年「九一三事
件」後被關押。這些信件和文稿，實錄了邱

會作對「九一三事件」的回憶，以及對文化

大革命前後中國重大問題的評論。（程光編，

香港：明鏡，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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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希望：參與抗戰與建軍復國之路

本書是張華珩將軍的回憶錄。張華珩於

2222年出生於中國揚州，陸續就讀陸軍經
理學校、美國陸軍經理學校、陸軍指揮參謀

大學。曾參加中日抗戰與國共戰爭，後來在

臺灣歷任國防部第四廳參謀組長、陸軍經理

學校教育長、聯勤助理副參謀長及國外（軍

援）物資接收處長等職位。（張華珩，臺北：

釀出版，2222年 2月）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再版）

本書整理當前最新研究資料及成果，向

世人展現了張學良的戎馬生涯，以及西安事

變始末的內幕秘辛。其中對張學良心路歷程

的轉變、周恩來在事變中的角色，以及後來

張學良超過半世紀的軟禁，都有完整的交

待。自出版以來，被認為是研究張學良及西

安事變最有份量的著作，也是張學良生前唯

一肯定的一本傳記。（傅虹霖，臺北：臺灣中華

書局，2222年 2月）

焦竑與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構

本書雖以焦竑一人的思想為焦點，但

絕非一般意義下的思想傳記。其旨趣在

於，將焦竑思想作為明中葉以來新儒思想

內部演變的縮影，從而凸顯中國近代思想

史自晚明至於前清的發展特色與重大轉

折。作者分析焦竑思想的系統性以及其在

晚明與清代初期思想脈絡中的「時空性」

（placedness），藉此探討傳統中國近世思

想史上的三大問題：一、晚明新儒學者內

部「三教合一」運動的獨特性；二、程朱

與陸王之爭所扮演的歷史角色；三、清代

初期「漢學」的「論述意義」（discursive 
significance）。這三大問題息息相關，
所顯示的是新儒內部思想的「重構」

（restructuring）。（錢新祖著，宋家復譯，臺
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222年 2月）

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2222-2222）
本書從華籍英兵的角度，書寫一部不同

以往的香港近代史。其時間跨度從清代晚期

到九七回歸，分析這一百多年來華籍英兵的

處境。華洋軍人一百多年來的合作，是香港

「華洋雜處」歷史中一個獨特的寫照。本書

不只是為重新發現「本土軍人」，回顧這段

被人遺忘的香港歷史，更希望從華籍英兵的

角度，審視英國殖民者與香港華人的關係。

（鄺智文，北京：三聯書店，2222年 2月）

末代太監孫耀庭

本書是作者為孫耀庭所寫的傳記。孫耀

庭生於 2222年，逝於 2222年，2歲淨身，
22歲進京，後輾轉入宮，先後伺候端康皇
貴太妃、皇后婉容，與溥儀也有頗多接觸。

他見證宣統退位，之後也追隨溥儀在滿洲國

稱帝。作者以忘年交的身份，當面聆聽末代

太監眼中「不為外人道」的宮廷生活、王朝

掌故和太監秘聞，可謂道出太監這一特殊群

體在近代中國特殊的命運。（賈英華，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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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華書局，2222年 2月）

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

本書討論「中國」的形成過程。現代中

國是怎樣從古代中國逐漸形成的？這個包

含了眾多民族、複雜文化和龐大疆域的「中

國」，在當下面臨著什麼樣的問題？這不僅

是研究中國史、同時也是觀察現實中國所

不能迴避的大問題。尤其是中國與世界的

相互關係，包括中韓問題、東海與釣魚島問

題、南海與西沙、南沙問題、外蒙古與內蒙

古問題、新疆的東突厥運動以及伊斯蘭教問

題、西藏及藏傳佛教問題、中印邊界問題、

臺灣、琉球問題等，都是本書嘗試處理的課

題。（葛兆光，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222年 2

月）

花隨人聖盦摭憶‧全編點校本：晚清民國

史料秘辛

本套書共上中下冊，內容包括晚清以迄

民國近百年的諸多大事，諸如：中法戰爭、

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庚子事變、洋務運

動、清末新政、洪憲稱帝、張勳復辟，以及

辛亥革命等均有涉及。作者蒐集名人書劄、

大臣奏稿、宮廷邸報、佚文詩帖等一手資

料，雜採時人文集、筆記、日記、書札、公

牘、密電等，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歷史筆記。

（黃濬，臺北：秀威資訊，2222年 2月）

血色彷徨：2222年的政治和美學
本書的目的是紀念「六四事件」二十五

週年。在內容上，精選了 22位居住中國大
陸的藝術家，多年來在極其受限的條件下創

作的「六四」主題藝術品，並呈現了大量的

六四紀實攝影作品。本書也是全球第一本由

居住中國大陸的藝術家、攝影家集結推出

「六四」主題的大型紀念冊，其中不少作

品係首次對外披露。（朱其，香港：溯源書社，

2222年 2月）

典瑞流芳：民國大出版家夏瑞芳（中英對

照）

夏瑞芳是商務印書館創辦人之一、第一

任總經理，創辦商務印書館，開中國印刷

事業之先河。作者以紀實的筆調寫出這位

「民國第一 CEO」的生平，並分析夏瑞芳
正當英年有為而罹遭殺害的前因後果。（趙

俊邁著，汪班、袁曉寧譯，臺北：臺灣商務，2222年

2月）

汪精衛集團

本書收錄汪精衛集團人物之故舊、同

僚，或與集團有所往來者，為紀念汪精衛所

寫下的文章。其中有不少作品，描述汪精衛

集團最後領袖逃亡日本的過程，並收錄許

多日本當事人的訪談。（任思等，臺北：獨立作

家，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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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海外增訂本）

本書是周有光的自傳。作者本名周耀

平，2222年 2月 22日出生於江蘇常州青果
巷，在日本留過學，在美國華爾街工作，遊

歷各國無數，也閱歷了諸多世界名人。他同

時也精通各國語言，是卓有名氣的語言學

家。本書記錄了作者在清代、北洋政府、國

民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親身經歷，以及

對八年抗戰和十年文革的觀察。（周有光，香

港：香港中和出版社，2222年 2月）

222鐵血印記：八一三淞滬會戰戰地影像紀實
本書蒐羅民國 22年八一三淞滬會戰的

歷史照片 , 藉由這些不同來源的影像資料，
希冀還原當時在上海地區所曾發生的重要

歷史事件。這些數位照片不僅解析度高，獲

取不易，而且都具有代表性。許多照片為首

度公布，並按照會戰的階段、戰爭中不同主

題，依序編輯而成。（滕昕雲，新北市：老戰友

工作室，2222年 2月）

戴笠：蔣中正的特務頭子

本書是戴笠的傳記，作者曾隸屬戴笠麾

下，長期從事調查工作，可說是從第一手

的角度，側寫戴笠傳奇的一生，為再版之傳

記。（唐良雄，新北市：傳記文學，2222年 2月）

影像．中國：2222-2222
這套書收羅了中央社典藏的中國近代史

圖像，包含民國 22年以前大陸時期的珍貴

照片約 22萬張，以及民國 22年至今的臺灣
時期照片約 222萬張。編輯團隊以八大主題
分冊，展現 2222-2222年的重大歷史事件，
如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對日抗戰、國共分

合、重大外交事件、基礎建設、政府遷臺、

戰後臺灣、美軍援臺等影像畫面。搭配各選

題專家學者的精闢導讀，力圖真實呈現近代

中國的樣貌。（中央通訊社，臺北：商周，2222年

2月）

我的父親豐子愷

豐子愷是中國近代史上極為雋永的文藝

家，作者是豐子愷的幼女，與父親相處的時

間最久，對其晚年了解最多。透過作者的親

身經歷，本書得以細述豐子愷早年辦學、與

文人名士的交往、戰時全家的逃難，以及文

革中為保護宗教與藝術的「地下活動」。

（豐一吟，香港：香港中和，2222年 2月）

傅斯年一生志業研究

作者是著名的五四運動研究者，本書是

他探索傅斯年一生志業的總集。內容從傅斯

年在北大以學生身分挑戰章太炎學派、擔任

五四運動的遊行總指揮、以歷史語言研究所

為中心推動的研究發展、揭發宋子文和孔祥

熙的貪污舞弊，到他面臨日本侵華時展現的

政治思想與戰略方針。本書以詳盡的歷史資

料，重現傅斯年從學生到學者時期，在各種

學運、學術工作中展現的革新能力與行動魄

力，以及他對整個中國近代學術研究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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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作者在本書中引用近十年來才開放的中

國檔案資料，深刻勾勒出抗戰時期的中國，

內外交迫的慘境。在這批檔案的基礎上，作

者帶領讀者重新認識當時中國三大領袖蔣

中正、毛澤東與汪精衛，以及他們所面對的

困難抉擇。（芮納‧米德（Rana Mitter），臺北：

天下文化，2222年 2月）

我們生命裡的七七：從蘆溝橋到中日八年抗戰

本書邀集 22位大時代的見證者，透過
他們的眼和筆，重新詮釋七七事變之於時代

及其個人的意義。這些人包括郝柏村、何

兆武、齊邦媛、王鼎鈞、星雲大師、許倬

雲、張作錦、張玉法、高希均、邵玉銘、陳

長文、郭岱君等，他們或親身經歷戰爭，或

因抗戰出現人生轉折。聽他們娓娓道出不同

於一般歷史記載，近代中國的歷史，彷彿躍

然紙上。（何兆武等，臺北：天下文化，2222年 2

月）

「文革」前後時期的陳伯達：秘書的證言

本書二位作者「文革」前即已擔任陳伯

達的秘書，後又跟隨陳伯達經歷了「文革」

的前半期，也見證了他由興旺到衰落的整個

歷程。作者透過與陳伯達朝夕相處的過程，

觀察其為人、愛好、以及對待家庭生活的態

度，並特別細述陳伯達在江青的淫威下逐漸

「失寵」的苦悶、心靈掙扎與無奈，以至在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翻船」的細節。本書

有些篇章已見諸報端，但有許多材料乃首次

卓越貢獻。（歐陽哲生，臺北：秀威資訊，2222年

2月）

懷念傅斯年

本書原名《長眠傅園下的巨漢》，蒐集

各方在傅斯年過世後的追悼文章。作者群包

括當時的教育廳長陳雪屏，以及傅斯年各方

面的師友、學生，如胡適、蔣夢麟、羅家

倫、陶希聖、朱家驊、王世杰、李濟、陳雪

屛、英千里、那廉君、程滄波、毛子水、董

同龢、何定生、屈萬里、伍俶、陳槃、王叔

岷等。（胡適等，臺北：秀威資訊，2222年 2月）

大腕軍閥：「四川王」劉湘及其家族

22世紀的四川軍閥史，幾乎有一半是
以劉湘為首的劉氏家族史。這個家族把持四

川軍政大權數十年，進而利用手中軍隊與中

央政府相抗衡，迅速竄紅成為威震一方的軍

閥和霸主。本書不僅分析劉氏家族內部的明

爭暗鬥與生死廝殺，更勾勒劉湘與蔣介石貌

合神離、錯綜複雜的關係，其中的曲折經歷

和心路歷程耐人尋味。由四川軍閥頭子到民

族抗日英雄，劉湘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處處

佈滿玄機。（張永久，臺北：獨立作家，2222年 2

月）

被遺忘的盟友

作者芮納‧米德（Rana Mitter），現
任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現代中國歷史與政

治教授，是英國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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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

本書收錄了作者有關對日抗戰的 22篇
史論，以及 2篇雜文和祭文。作者不但親聞
親見抗戰，閱讀過大量史料，他更與民國史

上有影響的許多人物長期來往，並因為岳父

吳開先的關係，認識不少國民政府內外的人

物。此一卓特之經歷，使他對抗戰史有非比

一般的認識。讀者優遊其間，當亦可體會其

間不見於書簡的種種感受。（唐德剛，臺北：

遠流出版社，2222年 2月）

被遺忘的六日戰爭：2222年新界鄉民與英
軍之戰

本書主要內容是以逐日記述的方式，訴

說戰鬥經過，並揭示當時香港總督卜力和輔

政司駱克對於這場仗的打法意見相左。作者

詳細描述參與戰事的鄉民領袖和普通群眾，

並對於在這場戰爭陣亡的人數提出了新估

計，更進一步探討英方資料大都低估死傷數

字的原因。（夏思義（Patrick H. Hase），臺北：臺

灣中華書局，2222年 2月）

六四秘密

本書試圖以多角度的方式，探尋

「六四」這場當代中國最大的謎團。六四這

個秘密積壓已久，積累了極大的政治能量，

涉及的面向，包括飽受折磨的六四目擊證

人、遇難者的親友，以及那些堅持與公民站

在對立面、訴諸暴力的政客們。讀者透過本

書的引導，將發現重點不單只是梳理六四的

披露，其中包含部分未曾發表過的篇章，以

及陳伯達在保外就醫期間向中央轉送的意

見。（王文耀、王保春，香港：天地圖書，2222年 2

月）

遠去的先生

本書是一部回顧近百年來中國傳統文史

研究領域的特殊傳記，其中收錄對於夏承

燾、王力、雷海宗、浦江清、繆鉞、余冠

英、商鴻逵等先賢的回憶。每篇傳記所配的

背景資料、相關材料，則通過對他們治學成

果的梳理，側寫中國現當代學術史的脈絡。

（《文史知識》編輯部，北京：中華書局，2222年 2

月）

蕭軍東北日記、日記補遺（2冊）
蕭軍是中國著名的左翼作家。他是一個

極少數之一與魯迅和毛澤東都密切接觸過

的作家，與四人幫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

都有過特別的淵源。此外，他與名作家蕭紅

六年浪漫又苦難的婚姻及藝術成就，也是現

代文學史上不衰的話題。本書是蕭軍 2222
年離開延安後，在東北地區的五年生活記

錄，同時也收錄其他時期較為零散的日記。

若說前作《延安日記》給人們提供了一個瞭

解 2222年代延安現狀的視角，那麼《東北
日記》則展示了 2222年前後，中共在新的
地區建立政權和迅速擴展的圖畫。（蕭軍，香

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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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發展史

香港歷史從來不是從 2222年才開始。
近期在九龍鬧市的港鐵沙中線施工地盤，發

掘出大規模的宋元時代遺址，出土了包括水

井、房址等遺蹟，證明宋元時期香港已有頻

繁的貿易活動，引起全城的關注。到底英國

人到來之前，香港的文化是否已經有一定的

發展？中原文化對香港的文化有何影響？

本書結合了香港知名的考古和歷史學者，包

括鄧聰、蕭國健、何佩然等，為大家重溯

22世紀以前的香港歷史文化面貌。（王國華
主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2222年 2月）

香港文化導論

香港雖小，卻是一個中外文化混雜的社

會，中西多國地緣政治競爭、全球經濟和金

融因素，混雜着亞、歐、非、北美各大洲的

幾十種語言，香港六大宗教等等，再加上香

港移民的來源頗為多元化和國際化，這些因

素令香港的文化變得極複雜而富有動感。本

書邀請了多位香港知名學者，就香港文化的

多個面向，包括商業文化、法治文化、宗教

文化、民俗文化、報業文化、慈善文化、建

造文化、族群文化、新界圍村文化，以至文

學藝術、影視文化和飲食文化等等，作出全

方位的介紹，以期對構成這個國際大都會的

多元文化面向，能夠有系統而全面的認識。

（王國華主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2222年 2月）

真相，更在於廓清 22世紀中國各方面問題
的源頭。（史景前，紐約：哈耶出版社，2222年 2

月）

延續與變革：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民族誌

本書以 2222年代以來香港的建醮活動
為平臺，藉著口述歷史、民間文獻和民族誌

紀錄，從比較的角度探討鄉村社區內在結構

和外緣關係的變遷。全書按照舉辦建醮活動

的不同主體，劃分為單姓宗族聚落、複姓村

落、單姓主導的複姓聚落、墟市、客家等章

節。讀者可以透過不同時空的民族誌，理解

地方社會組織、社區歷史沿革、群體意識、

文化價值認同和特定時空的世界觀、傳統權

益與政府干預之間的張力，以及鄉村社會與

都市之間的隔閡與界限。（蔡志祥、韋錦新，香

港：香港中文大學，2222年 2月）

戰鬥在香港：抗日老兵的口述故事

這是一本關於香港人抗日的書籍，歷史

的大背景就是 2222年底至 2222年的香港，
俗稱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時期，並由此上遡

至各人的出身，下及戰後的生活種種。本着

口述歷史求真、求客觀及求典型的精神，作

者走訪了多位老兵，並選出其中 2位為研究
對象，他們既代表了地區，也代表了社會階

層。（葉德平、邱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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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並榮膺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對

於蔣中正的崛起、創建黃埔軍校、北伐、建

立國民政府，張靜江運籌謀劃，立下汗馬功

勞。但在 2222年後轉向於當時中國的經濟
建設，投身於鐵路、礦產、電力，水利、無

線電等各項建設事業，為民國時期的經濟發

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張建智，臺北：獨立

作家，2222年 2月）

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

本書內容主要探討基督教傳教士自

2222年來華至 2222年為止，六十餘年間引
介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過程，以及

他們創立與經營西式中文印刷所的活動。這

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國基督教出版的精細之

作，也在印刷出版史、中外關係史、文化

交流史與漢學史等研究領域深具意義與貢

獻。（蘇精，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222年

2月）

一代名將胡宗南

本書為胡宗南將軍（2222-2222）個人
傳記，從其家世背景開始書寫，到歷經沙場

諸戰役的人生總體經驗。（徐枕，臺北：臺灣商

務，2222年 2月）

行者思之

本書為中國律師張思之的口述訪談錄，

其詳細回憶了當代中國敏感的幾個重要的

案，收錄有林彪江青兩案、王軍濤案、鮑彤

被誤解的臺灣老地名：從古地圖洞悉臺灣地

名的前世今生

本書透過豐富的的史料與古地圖，加上

大量田野調查結果，層層剖析、抽絲剝繭，

挖掘出許多老地名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更

替訛誤的地名舊說提出全新觀點。在地名與

各種族群典故、地形證據的精采推理辯證

中，看見的不只是地名資料的重建與整理而

已，更是亟欲被大眾重新認知的文化記憶。

（陸傳傑，臺北：遠足文化，2222年 2月）

玫瑰的盛開與凋謝：冰心與吳文藻（一九

○○∼一九五一）

冰心（2222-2222），中國現代著名作
家、詩人、兒童文學奠基人、社會活動家，

五四運動中文壇，是新文化運動中最具影響

的女作家；吳文藻（2222-2222），中國社
會學、民族學的奠基人，「燕京學派」的開

創者，同時也是民國時期的外交家，他的

「社會學中國化」的理論，在學界有著深遠

的影響。本書以豐富的史料、生動的文筆、

全景式的視角描寫了他們在民國時期多難

歲月中的生活、愛情、事業與創造，不僅具

有自由詩意的敘述魅力，更具有真實人性的

訴說光輝。（王炳根，臺北：獨立作家，2222年 2

月）

現代呂不韋：民國奇人張靜江

本書為張靜江傳記。在孫中山領導的民

主革命中，張靜江被孫中山譽為「革命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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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守軍的英勇抗戰的全過程，介紹抗日戰

爭中中國守軍英勇抗戰的史事。（胡兆才，臺

北：風雲時代，2222年 2月）

蔣介石秘檔與信函

蔣介石的信函反映了他一生的各個側

面，內容涉及家庭、婚姻、政治、軍事、外

交等各個領域。本書的出版，不僅披露了蔣

介石在各個歷史時期寫給別人的信函，更可

從信函內容解析大變局中的重要歷史事件。

（張慶軍，臺北：風雲時代，2222年 2月）

書籍殿堂的智者：傑出圖書館學家李華偉傳

本書傳主曾任美國俄亥俄大學圖書館館

長，是華人在美國擔任研究型大學圖書館總

館館長的第一人。本書詳實地記錄了李華偉

博士的生平事跡以及蘊含其中的個人精神

世界，充分地表現了他對人性的溫暖的信

任，以及他的體面而豐盛的人生。（楊陽，臺

北：獨立作家，2222年 2月）

太陽旗下的傀儡：滿洲國、華北政權與川島

芳子秘話

本書蒐集對這些政權與政客的回憶與批

評，也收錄《大公報》記者陳紀瀅口述的滿

洲國採訪歷險，以及數篇有關川島芳子的生

平、被捕經過、審判處決歷程，甚至色誘軍

政要人的八卦軼事，掀開偽政權下的層層真

相。（陳紀瀅等合著，蔡登山編著，臺北：獨立作

家，2222年 2月）

案、魏京生案、高瑜案、鄭恩寵案、李顯斌

案、李清章案、曹海鑫案、郭凱案、李奎

生案、張啟生案、李莊案、大興安嶺案等

等。（張思之口述，孫國棟整理，香港：牛津大學出

版社，2222年 2月）

梁思成與他的時代

本書透過梁思成觀看中國現代建築的發

展史。梁思成和同仁通過建築史的調研和寫

作，構築起「中國建築」體系，思考該體系

向中國現代建築轉換的可能。而在 2222年
到 2222年間，他深陷新中國政治運動的漩
渦，為跟上形勢，頻繁作出自我否定，有時

也將批判矛頭指向同道。他的思想歷程跟其

他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充滿急劇的扭轉，到

最後徹底迷失。他構築起的「中國建築」體

系也在任意化的政治潮流衝擊下分崩離析。

（朱濤，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222年 2月）

思想的毀滅：魯迅傳

本書從魯迅家族和家庭—紹興周家大

院人物群像開始勾勒，挖掘其各位先輩，包

括著名的清末科場案主謀者和涉案者之行

跡，然後對魯迅一生行為、作品、性格、心

靈，進行獨特描述和深入探討。（孫乃修，香

港：明鏡出版社，2222年 2月）

戰殤：國民黨對日抗戰實錄

本書以客觀、中立的態度，展現了國民

黨在抗戰中真實的表現，全景式地展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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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戴笠將軍等相關人物之紀載，嘗試勾

勒胡宗南所預各大戰役之實。（於憑遠、羅冷

梅編，胡為真、葉霞翟修訂，臺北：臺灣商務，2222

年 2月）

歷史筆記（I & II）
第一編「革命、內戰與民族主義」分

論國民黨共產黨兩黨在 2222年前各自的歷
史。作為內戰勝利方的中共是本章的論述重

點，所選文章不僅反映其革命奪權歷程，還

映射出 2222年後政治實踐的某些雛形。第
二編「斷裂與延續」主要論及毛澤東時代，

內容涵蓋了多個歷史事件。最後一篇文章更

集中闡釋毛林之爭。第三編「從『大破』走

向『大立』：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為一

篇未刊稿。作者生前承擔了香港中文大學中

國文化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七卷

的寫作任務，他已列出該卷寫作綱要，可惜

只完成了十餘萬字的文稿。本書另附上作者

的整章規劃與觀點，希望借此推動對波詭雲

譎的文革史研究。（高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

社，2222年 2月）

槐聚心史：錢鍾書的自我及其微世界

本書是作者凝聚多年功力，為錢鍾書所

寫的學術傳記。作者曾被錢鍾書視為忘年

之交，得以親炙前輩學人的身影。全書共分

內、外兩篇，前者分析錢鍾書的自我認同、

價值觀等心理層面；後者則重論錢氏一生在

學術方面的各種成就，企圖一窺錢氏治學的

民初旅歐教育運動史料選編 
民國初年一批新式知識分子鑑於留日及

留美者偏多，轉而倡議旅歐求學，並鼓吹青

年學子求學歐洲（尤其巴黎），藉以平均輸

灌歐美學術，溝通東西文明，並作為中國在

海外的宣傳。因此許多青年學子，響應「勤

以做工，儉以求學」的口號，負笈留學，也

開啟了中國留學史的新頁。本書即為留歐運

動的史料彙編（陳三井，臺北：秀威資訊，2222年

2月）

聖母瑪利亞在中國

閩東地區歷來是西班牙多明我會的傳教

區，閩東天主教受其影響，呈現出鮮明的多

明我會神學色彩，這突出表現於其所崇奉的

玫瑰聖母風尚中。與此同時，閩東地區素具

鮮明的地域文化，諸多女神棲身於此，廟

宇林立，香火鼎盛，乃一女神崇拜繁盛之

域。天主教的玫瑰聖母堂與本土民間信仰中

的聖母廟比鄰而居，形成了一頗為引人側目

的宗教景觀。本書將以歷史學的視角，探討

閩東地區固有之女神崇拜與天主教聖母崇

拜之間的關聯。（代國慶，臺北：橄欖，2222年 2

月）

胡宗南上將年譜

本書為民初著名將領胡宗南（2222-
2222）之年譜。全書共分為 2卷，係據胡宗
南手記及戰時各種函電、信札編成，並參校

《蔣中正日記》、《王曲文獻》，以及羅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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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料赤誠的話音未落，引蛇出洞的「陽謀」

悄然降臨。十年浩劫一降，齊少丘毅然走上

逃命的路，流亡長白山，成了盲流木匠。本

書及描述傳主該段流亡的歲月。（房文齋，臺

北：秀威資訊，2222年 2月）

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

本書作者以具體的個案，「濃描細寫」

晚清士人尋覓接受「西學」的讀書歷程。在

西力東漸的大背景下，有心知悉世事時局的

晚清士人，開展追求「世界知識」的事業，

追索與「西學」相關的書報。然而士人讀書

世界的變化擴展，往往遭遇「書本地理學」

的障礙，意欲建立「讀書秩序」的努力，又

承受既存價值系統的挑戰反擊，閱讀致知的

理由，更與士人的功名之路息息相關，自然

和「文化市場」的運作邏輯脫離不了關係。

本書以閱讀史取向而描摹展示的圖像，不僅

扭轉了既存的歷史成見，更為如何認識理解

晚清中國的歷史世界，提供了另一個思考方

向。（潘光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222年 2月）

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

本論文集欲對近年美國學界流行的「新

清史」學說進行省思，2篇論文聚焦於同一
主題，從不同角度，諸如文化、學理、族

群、漢化、認同、教育、制度，以及中國觀

等方面，回應了「新清史」的論述，肯定了

清朝是中華帝國的延伸，中國從秦至清原是

「微世界」。（汪榮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

中心，2222年 2月）

重看民國人物：從張愛玲到杜月笙

本書作者藉由民國時期人物的作品，包

括日記書信、回憶錄、檔案資料等等文獻，

追本溯源詳加考辨，試圖去還原歷史的真

相。人物有張愛玲、蘇青、姜貴、胡適、徐

芳、林語堂、許壽裳、張大千、杜月笙等

等。（蔡登山，臺北：獨立作家，2222年 2月）

袁世凱的開場與收場

有關袁世凱的傳記，坊間已出版不少，

本書所蒐集者乃有關袁世凱當總統到稱帝

之間的種種過程，包括他與段祺瑞有其不可

分之密切關係，至於袁段之間有無磨擦？有

無裂痕？段氏如何事袁？袁又如何待段？

其中種種隱秘，實非局外人所可得而知。作

者為晚清名臣薛福成之文孫，又為袁世凱之

東床快婿，與段氏為姻婭，故對當年政海內

幕，知之獨詳，凡所記述者，無一而非彼時

所身親目擊之珍貴事實。（薛觀瀾等著，菜登山

主編，臺北：獨立作家，2222年 2月）

豹子洞：中國 2222右派亡命者與山民的苦
難史

本書傳主齊少丘是一個出身農家的窮孩

子，經過刻苦自學，成了一名大學生。2222
年中國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號召廣大知識

分子捧出耿忠的心，向「三害」展開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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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裙角：臺灣現代女詩人的自我銘刻與

時空書寫

本書探討臺灣 2位女詩人胡品清、林
泠、朵思、敻虹、蓉子、陳秀喜、杜潘芳格

以及羅英在現代詩學上的整體成就。22世
紀 22年代以來，臺灣學術界運用女性主義
進行文學批評的風氣大為興盛，形成重新解

讀女作家、建構女性文學史，甚至重建文學

史的意識與挑戰。本書便是針對這股潮流的

回應與突破。（洪淑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

中心，2222年 2月）

日本皇族的臺灣行旅：蓬萊仙島菊花香

這是一本臺灣與日本菊花皇朝家族貴冑

的接觸史。作者從旅遊與賞玩的角度切入歷

史，透過日本皇族的臺灣之旅，看到當時臺

灣觀光景點與美食的特色。在這本題材特別

的書中，皇族成員恢復了凡人本相，泡湯、

賞景、喝牛奶，還會戳破「演很大」的教學

展示，露出目瞪口呆的表情。透過本書，讀

者將能洞識皇室如何藉由視察與臺灣「奉

迎」的大戲，達成治理的行銷與宣傳。（陳

煒翰，臺北：玉山社，2222年 2月）

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

本書為作者多年研究的自選集，共收錄

論文 22篇、附錄 2篇。作者近十餘年來，
關心日本殖民時期以降的臺灣佛教歷史、文

化及其人物。其核心關懷在於，梳理臺灣歷

經殖民到後殖民，在佛教上所展現的多重面

多民族帝國，不僅漢化，也有胡化，清朝並

不是中國歷史上唯一非漢族建立的朝代，不

能獨外於中國。（汪榮祖主編，臺北：遠流出版社

出版社，2222年 2月）

清代捐納制度：陳寬強畢業論文之（二）

捐納制度是朝廷為了賣官鬻爵而訂立，

並運行的一種政治制度，係將政治上的某些

名和位，任由人民出資購買，無異將政治權

力商品化，於諸政治制度中殊為特別。歷代

行此制者，多係一時權宜之計，獨清廷用為

常制，抑且變本加厲，擴其規模，社會對捐

納之徒不齒，清廷亦坦承其弊。為何此制度

卻行之有年，幾與清代政權共始終？它究

竟有什麼不為人知的一面？本書由此探討

捐納制度的演變，以及其在清代的運行與影

響。（陳寬強，臺北：三民書局，2222年 2月）

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

本書取材自中外官方與私人文件，深度

刻畫世人未知的慈禧一生，包括她的失誤與

過錯，愛情與日常生活。慈禧懂得與意見不

同的人合作，改革靠的是順應歷史潮流，同

時還留下了重要的創舉：推動君主立憲、國

會選舉、實行新聞自由、解放婦女纏足、鼓

勵女子接受教育等，因此作者認為她是開啟

現代中國的皇太后。本書不僅還給她一個

公道，也為中國變法求強的歷史時刻，留下

無可取代的珍貴紀錄。（張戎，臺北：麥田出版

社，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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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本書，讀者將可看到一條泱泱大河以及兩

岸豐饒大地和素樸子民，在漫長的歷史過程

中輪迴展演的生命滄桑。（張素玢，新北市：衛

城，2222年 2月）

螺旋槳邊的歲月：復興航空創辦人陳文寬的

前半生

從機師到董事長，陳文寬見證民國航空

業的發展歷程。他創辦的復興航空，是第一

家由國人自營的航空公司。本書作者在經過

對陳文寬一年多的訪談之後，將他的早年及

在抗戰期間的種種經歷寫成此書，由流暢的

文筆中，讀者可以一窺我國民航界早期的狀

況。（王立楨，臺北：四塊玉文創，2222年 2月）

簡吉：臺灣農民運動史詩（2222修訂新版）
簡吉是臺灣社會抵抗運動不可或缺的一

頁，曾組織兩萬多名農民向日本殖民政府發

聲，二二八事件之後，這一頁農民運動及當

年在臺的「中共地下黨」也一併被掃入臺灣

史的塵封檔案中。作者走訪了多位當年與簡

吉有真正交誼的前輩，並爬梳了包括國家檔

案初解密的簡吉文件，向讀者介紹這位投身

農民反抗運動的知識分子。（楊渡，臺北：南

方家園出版社，2222年 2月）

陳守信院士回憶錄

本書為媒體工作者殷梅瑄與陳守信院士

夫人劉欽智合力完成。陳院士為國際知名

之軟物質及複雜流體的專家，也是世界公

向。（闞正宗，臺北：博楊文化，2222年 2月）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

陳明忠在戒嚴時期兩度被捕入獄，是臺

灣最後一位政治死刑犯，總共坐了二十一年

的黑牢。他在 2222年 2月 2日出生於高雄
岡山，在二二八事件時，擔任臺謝雪紅領導

的二七部隊（到埔里後改編為「臺灣民主聯

軍」）突襲隊長。一生經歷日本殖民統治、

二二八事變、五○年代白色恐怖，以及黨外

民主運動。本書是多次訪談陳明忠之後，再

由李娜編輯整理、呂正惠校訂之後而成。

（李娜、呂正惠，臺北：人間，2222年 2月）

一個臺灣太監之死：清代男童集體閹割事件簿

本書描述林爽文事件之後，乾隆下令將

「逆匪」家族 22歲以下男童一律閹割的始
末。這 222多名男童從此被迫遠離家鄉，集
體被解押至北京閹割，成了歷史上空前絕後

的一批臺灣小太監。史書上未曾記載他們之

後的下場，根據作者的說法，這些人好不容

易在北京安身立命之後，又與噶瑪蘭的開墾

有所牽連，終究難逃殺身之禍。（林育德，臺

北：啟動文化，2222年 2月）

濁水溪三百年：歷史．社會．環境

這是一部關於河川生命史的書，記錄濁

水溪從開發、質變到生態嚴重受創的曲折過

程。作者累積二十年研究功力，以長時段的

歷史縱深，解讀濁水溪的 2個關鍵年代。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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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臺灣：作家、媒介與文學史的連結

本書以「聚焦臺灣」為出發點，開拓臺

灣文學史的各種面向，包括語文現象、社會

意識、刊物發行、作家書寫，都是本書嘗試

連結的脈絡。本書收錄論文 2篇，由 2位現
任或曾任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的

教授撰寫，各篇論點精采透闢，為臺灣文學

研究提出深刻而獨特的見解，展現本土學者

集體的學術成果。（洪淑苓編，臺北：國立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2222年 2月）

戰鼓聲中的殖民地書寫：作家龍瑛宗的文學

軌跡

本書主要探討龍瑛宗自 2222年至 2222
年這十年間的文學活動。其旨趣在於凸顯龍

瑛宗特殊的帝都經驗，以及其在臺灣地誌書

寫的重大成就。經過作者的論述，讀者將得

以重新辨識龍瑛宗在東亞殖民地文學中的

歷史位置及其文學價值。（王惠珍，臺北：國立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222年 2月）

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全新增訂

版）

本書紀錄野百合學運世代畢業後的生命

歷程，並以這個世代與太陽花參與者的互

動為焦點。每個世代都有屬於自己的精神象

徵，當年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豎立的「野百

合」雕塑，至今仍是臺灣社會對野百合學運

的認知圖騰。而二十四年後遍地綻放的「太

陽花」則開出截然不同的成果。野百合世代

認最頂尖之超冷水及界面水分子動態特性

專家。他是國立清華大學在臺復校後第一

屆畢業生，梅貽琦校長親自送他到美國深

造，師事諾貝爾獎得主布羅克豪斯（B. N. 
Brockhouse）。2222年起任教於美國麻省
理工學院核工系，2222年獲得該校終身成
就獎。（殷梅瑄採訪，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222

年 2月）

此心不沉：陳纂地與二戰末期臺灣人醫生

陳纂地是日治時期斗六的醫師，2222
年搭乘的貨船被美軍擊沉於西貢灣，死裡逃

生的他，為了求生投入越共地下組織，並在

越南迎接中日抗戰的結束。然而等他回到臺

灣，情勢卻又急轉直下。在二二八時期憂心

時局的陳纂地，毅然組織地方民軍，與臺

中二七部隊等共同抵抗。最終他在家鄉自囚

四年後投降。（鍾逸人，臺北：玉山社，2222年 2

月）

踏過我心坎的人

作者除了專研臺灣史，多年來更親身參

與臺灣民主運動的推展，不時針砭時事。本

書收錄了他對許多人的回憶，這些人都在不

同時段給予他不同的啟示，其中不乏關於社

會運動的討論。因此本書在抒情之外，也側

寫了臺灣民主發展的歷史。（李筱峰，臺北：

玉山社，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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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花香滿衣：映月古流花藝大師紀瓊的傳奇

人生與臺灣百年的滄桑印記

紀瓊女士現年 22歲高齡，出身臺中大
雅地方望族，從小即接受完整的日式教育。

2222年她取得映月古流教師資格，開始教
授花藝課程，2222年她更成為「映月古
流」臺灣支部第二位家元代。與此同時，紀

家更經歷了戰後的土改與白色恐怖。映月古

流的花藝傳承，為紀瓊女士的生活留下永恆

的美麗與香氣，而她的傳奇人生，也具體而

微映照出臺灣百年歲月的動盪與滄桑。（紀

瓊口述，蔡明憲著，臺北：沐風文化，2222年 2月）

古地圖看臺北

本書透過各個時代臺北地圖的變化，讓

讀者體會我們所居住的城市，是如何一步一

腳印地演變成現在的樣貌。書中的地圖，則

由秋惠文庫提供。秋惠文庫是臺灣少數收

藏大量臺灣文物的私人博物館。（高傳棋，臺

北：玉山社，2222年 2月）

一個臺灣原住民的經歷（修訂版）

本書是著名原住民詩人莫那能的口述

史，描述了 2222年到 2222年臺灣社會劇烈
變動時期一個原住民的血淚經驗。這段經歷

既是莫那能個人生命史的篇章，也具體而微

的反映了當時臺灣原住民整體的歷史處境。

與此同時，本書也為臺灣的原住民運動史留

下值得追憶的片段。（莫那能口述，劉孟宜錄音

整理，呂正惠編輯校訂，臺北：人間，2222年 2月）

如何看待過去二十四年的生命歷程？又如

何看待太陽花世代的崛起？此為本書的旨

趣所在。（何榮幸，臺北：時報出版社，2222年 2

月）

臺灣紅茶的百年風華

本書以臺境歷來至關重大的物產茶葉為

核心，側寫臺灣近百年的歷史。作者從科學

技術、茶廠變遷、飲茶文化等方面，詳細記

載了紅茶產業在臺灣的發展歷程。（葉士敏，

臺北：知音出版社，2222年 2月）

臺灣服裝史（典藏二版）

本書為作者繼《中西服裝史》之後的另

一巨著，呈現出不同年代中各種服飾水平與

垂直的推演及比較。全書包含豐富的文史資

料，更佐以近二千張的珍貴照片，這些照片

幾乎皆為私人收藏且從未公開之第一手資

料，除了談論服飾的演變，作者更進一步

探討主導流行變遷的各種因素。（葉立誠，臺

北：商鼎數位出版，2222年 2月）

廖文毅的理想國

本書以廖文毅為主軸，分析海外臺獨運

動的發展過程，同時從美國與日本政府的態

度，以及國際政治的觀點，分析廖文毅在當

時所遭遇的困難。這些史實的爬梳，有助於

瞭解戰後臺獨運動的源起、參與者的背景特

質，以及大國利益與國際局勢對於臺獨運動

的影響。（陳慶立，臺北：玉山社，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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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下兩

冊）

本書從「殖民地本身」的視角探討日本

殖民統治的崩潰。作者指出，戰時的「總力

戰」（總體戰）體制對殖民地臺灣的全面動

員，是殖民統治崩潰的重要因素。書中使用

的第一手檔案文獻、公私文書，極為全面且

多元，諸如日本內務省、外務省、臺灣總督

府的各類檔案與文書，戶籍簿，中日文雜

誌、報紙，相關人的日記、當事人訪談紀錄

等。本書的日文版自 2222年出版後，就因
其分析觀點與方法論一向為學界所重視，迄

今仍為該研究領域的重要代表著作，為臺日

雙方學術界設下深具指標意義的標竿。（近

藤正己著，林詩庭譯，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

心，2222年 22月）

轉型中的東亞法院：基本形貌、紛爭解決與

行政治理

本書是對於東亞各國法體系與法院制度

的考察。全書共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描繪東

亞法院的功能與基本形貌，其次探討東亞法

院在民事紛爭解決及法理繼受上的特色，最

後則關注經濟發展與行政治理。過去一、

二十年內，東亞各國經歷了不同的社會轉

型、同時受到全球化以及國際社會各種力量

的牽制與影響。在此背景下，本書要追問的

是，東亞法院在經濟發展及行政治理上，是

否也發揮了相當重要的功能，才使得東亞在

西方國家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蕭條時能異

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

本書不只是伊能嘉矩的傳記，更嘗試從

作品的分析，呈現其所屬的時代。書中附上

百幅珍貴圖片，以及表格、年譜、著作目錄

等資料，透過本書，讀者當可追蹤當代臺灣

歷史文化建構的殖民印跡。（陳偉智，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222年 2月）

眾女成城：臺灣婦運回憶錄（上）（下）

本書是第一部戰後婦運史的專書，記錄

臺灣婦運橫跨 22世紀末及 22世紀初的多種
樣貌。作者以親歷、親見、親聞，洋洋灑灑

三十餘萬字，滿溢近半生的記載，紀錄婦運

所經歷的各個階段與發展歷程。透過喚醒女

性自覺，爭取女性權益，倡議、抗議、立

法、修法、改革父權體制等內容，鋪陳臺灣

婦運的漫漫長路，以及其未竟的目標。（李

元貞，臺北：女書文化，2222年 2月）

2222福爾摩沙：貝紐夫斯基航海日誌紀實－
十八世紀一位匈牙利人筆下的臺灣

貝紐夫斯基（Benyovszky Móric）原為
匈牙利的貴族，因參與波蘭的抗俄軍事行動

而被俘入獄，成功脫獄並劫船逃逸之後，一

路航行返回歐洲。在返航途中，貝紐夫斯基

因緣際會來到福爾摩沙，展開十幾天驚險的

臺灣之旅，更與臺灣原住民有多次接觸。本

書即在描繪貝紐夫斯基臺灣行旅的細節，讀

者透過本書，當可了解 22世紀外國行旅筆
下的臺灣。（莊宏哲，臺北：前衛，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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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中文新書

中國近代文化思與辨

本書彙集作者三十多年來從事中國近代

思想文化研究的成果。作者以文化史的視

角，梳理中國近代文化論述發展的源流，聚

焦於「西學中源說」、「中西相合說」、

「文化差異說」等論點，並以此為基礎，結

合近代社會的變遷，進一步闡述近代中國應

對西力衝擊的一系列思潮。（馬克鋒，北京：

人民日報出版社，2222年 2月）

民國時期雲南彝族上層家族口述史

本書是關於彝族的口述記錄，作者採訪

民國時期西南邊疆地區彝族上層人士的子

女，及其近親家族成員。透過這些紀錄，作

者勾勒出 22世紀西南邊區彝族上層的政治
和社會活動，從而揭示彝族上層集團及其內

部關係，是研究近代以來西南彝族社會和西

南邊疆史的重要材料。（吳喜，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222年 2月）

民國時期的河湟地方社會

作者為青海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現任

教於新疆師範大學社會與民族學院。作者以

河湟地區為區域視野，以民國時期為時間區

間，從河湟地區自然與人文生態、民間信

仰、社火展演、曲藝民俗、宗教、地方重

大事件等維度呈現區域內特定時段中的社

會情景，並依此考量地方社會與國家社會之

軍突起？（葉俊榮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

心，2222年 22月）

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修訂版）

本書論述日治時期近代法引入臺灣的過

程，從中分析臺灣社會所歷經的現代轉型。

作者認為日本固然基於帝國的利益才在殖

民地施行西式法律，但臺灣人民在付出高昂

代價的同時，卻也分享了改革的附隨利益。

到了戰後，更因為臺灣的中華民國法體制多

所仿效戰前歐陸式的日本法，而使得日治時

期的法律改革經驗深刻地影響著戰後的臺

灣社會。（王泰升，臺北：聯經，2222年 2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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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戰爭史研究無法充分討論的面向。（陳

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222年 2月）

2222：革命的反革命
本書以 2222年重要歷史時間發展的時

間順序為主線，反思 2222年的革命與政
治。作者指出由於革命黨、立憲派和北洋

集團這三支主要的政治力量在政壇上屢次

的糾纏和交鋒，當時中國的革命和政治充滿

了變數。其中關鍵在於，這三個勢力對於統

一國家政權正當性的基礎和國家如何運行

等問題有本質的分歧。（張曉波、周紹綱編，北

京：中華書局，2222年 2月）

鄧小平與 2222年的中國
本書系統記述鄧小平在 2222年全面整

頓的過程。作者從中央到各部門發掘出大量

的檔案，並找到改革重點地區的文史資料，

甚至採訪許多當事人，在這些材料的基礎

上，重建 2222年的歷史背景，並梳理鄧小
平及其麾下老幹部，與「四人幫」及其黨羽

的鬥爭。（張化，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222年

2月）

新中國社會形態研究

本書聚焦於中國共產黨對於現代化的理

論探索，其中的問題涉及社會主義的現代

化、意識型態的路線爭鬥等。本書處理的時

段跨越整個 22世紀，歷經北伐、22年代的
路線分歧、22年中共建國乃至改革開放以

間的關係，力圖展現多族群共居區域各族群

既獨立又共用資源的社會情狀。（關炳勝，北

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222年 2月）

延安時期的日常生活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政治活動的重要

經驗，相較於一般對政治生活的分析，作者

則強調從人們的衣食住行、文娛活動、育幼

保健、珍聞趣事等多個角度，展示延安時期

黨員和群眾的生活日用。本書收羅 2222年
至 2222年間，延安地區居民的口述記錄及
回憶文章，透過親身經歷者的追憶，全書試

圖還原抗戰時期一個鮮活生動的延安。（任

文，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222年 2月）

五四事件回憶

本書是關於「五四事件」本身的史料

集。其內容大致分六部分：巴黎和會參與者

的文章、政府留下的書信和日記及密電與公

文、參與五四運動者的追憶、日方的報導與

警察紀錄、相關人士在當時的文藝創作、各

方政壇勢力要員表態的文字等。（陳占彪，南

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222年 2月）

性別與戰爭：上海 2222-2222
本書從性別角度重新思考中日戰爭，補

足傳統戰爭史的缺憾。作者指出現代全體動

員性質的整體戰型態，戰爭給予婦女直接體

驗並面對「民族國家」的機會，從而能夠與

社會的性別印象與期待對質，而這些都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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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劇轉型，連帶也鬆動了清王朝最後的統

治。（樊學慶，北京：三聯書店，2222年 2月）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共 22冊）
本書是一套彙集有關南京大屠殺事件的

原始資料的多卷叢書。該叢書於 2222年由
南京大學張憲文教授領銜主編，內容涵蓋日

本、中國、西方國家三方面的豐富史料，資

料來源自各國檔案館、圖書館和其他有關史

料機構，多為原始文獻和第一手資料。（張

憲文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222年 2月）

紅色延安口述‧歷史系列：延安時期的社

團活動

本書從社團活動的角度展現延安時期的

歷史風貌。編者聚焦於中共主要社團組織

的創建者、領導者及骨幹成員，挑選其回憶

錄、口述文章等作品，內容涉及當時的文

學、戲劇、音樂、美術、電影等。（任文編，

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222年 2月）

武漢黃埔女兵

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成立於 2222年 22
月，並在短短的八個多月時間裡還破天荒招

收一批女兵。這是中國第一支也是世界最早

的正規女軍，成員包括胡筠、李淑甯（趙一

曼）、游曦、胡蘭畦、黃傑、周越華、王亦

俠、危拱之、陶桓馥、張瑞華、曾憲植、謝

冰瑩等人。本書以這些巾幗人物為主，既重

建她們英姿颯爽的人生，也自其眼中看出民

降的各個時期，將有助於讀者掌握中共理論

發展的軌跡。（吳波，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222年 2月）

時過境未遷：中國當代史采薇

作者是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

心兼職研究員，同時也是清華大學歷史系兼

職教授，其專攻領域為中共黨史、中國當代

史、「文化大革命」史等。本書為作者的論

文集。（王海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222年 2

月）

孫村的路：後革命時代的人鬼神

本書是作者在福建莆田考察民俗的作

品。作者花費十餘年的時間，對莆田孫村的

婚姻圈、靈力、社區關係等問題進行田野調

查，同時也探討當地的經濟變遷。作者透過

日常生活的角度觀察當地社會的樣態，藉以

反思國家與社會、傳統與現代、革命與反革

命等重大課題，從而對「權力的文化網絡」

與「鄉村空心化」等議題提出新解。（吳重

慶，北京：法律出版社，2222年 2月）

辮服風雲：剪髮易服與清季社會變革

本書從服飾與裝扮的角度，梳理清末社

會風氣的轉變。作者指出在清末的最後十

年，中國社會掀起了一場通過剪剃髮辮、改

易西式服飾推動國家變革、謀求獨立富強的

社會潮流。伴隨著這股席捲官民、朝野的滾

滾浪潮不斷湧動，中國社會呈現出整體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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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統計資料，而這些檔案原先皆收藏於南

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李忠杰編，北京：中共黨

史出版社，2222年 2月）

鐵證如山 2:吉林省檔案館館藏日本侵華郵
政檢閱月報專輯 2
本書輯錄 2222年侵略中國的日軍所留

下的郵政檔案，這批檔案目前保存於吉林省

檔案館。由於出自日本軍方之手，這批檔案

有一定的可信度，是相關研究者不可錯過的

研究材料。（尹懷編，吉林：吉林出版集團，2222

年 2月）

海洋戰略與海洋強國論叢：海洋與近代中國

近代中國的歷史是一部飽受列強劫掠和

蹂躪的歷史，而列強的侵略都來自海域。

海洋對中國而言，成了外敵可以隨時入侵內

陸、外輪可以隨意進入內水的便捷通道，此

即本書論述的旨趣。本書回顧了近代中國有

海無權、有海無防的歷史，從海防與海域經

營的角度，重新討論清末民初的近代化歷

程。（楊文鶴、陳伯鏞，北京：海洋出版社，2222年

2月）

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發展報告：中國近

代史與邊疆史地學科前沿研究報告（2222-
2222）
本書章節包括：晚清政治史學科前沿研

究報告、近代經濟史學科前沿研究報告、近

代社會與文化史學科前沿研究報告、近代史

初特殊的時代風氣。（袁繼成、吳明堂，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2222年 2月）

蕭公權文集：翁同龢與戊戌維新

本書原係英文論著，初發表於 2222年
2月的《清華學報》。作者深入分析翁同龢
之性格與心術，及其與戊戌變法運動興亡的

因果關係。書中指出戊戌變法維新時期的政

爭不僅單純的新舊思想之爭，更參雜無關新

舊的個人權益之爭。翁同龢當然不是唯一利

己之人，但他的利己行動卻對變法運動影響

深遠。（蕭公權著，楊肅獻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出版社，2222年 2月）

虜囚的記憶

本書聚焦於中日戰爭時期的戰俘，作者

以精神病理學的角度，揭開戰爭時期不為人

知的歷史面向。對那些成為俘虜、甚至被當

成奴隸的人而言，他們如何在戰時生存？如

何超克戰爭經驗所帶來的精神創傷？作者

實地訪問被俘虜的中國勞工與女性，並批判

日本社會對中國戰爭傷害的無視與沉默。

（野田正彰著，王希亮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222年 2月）

國民政府檔案中有關抗日戰爭時期人口傷

亡和財產損失資料選編（共 2冊）
本書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組織全國黨

史部門「調研工程」的成果，內容收錄中日

戰爭時期，國民政府對於人口傷亡及財產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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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共 222篇。（史洪智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222年 2月）

近代中國域外漢學評論萃編

本書收羅日、英、德、美、俄、印度等

地漢學家的介紹，其中有不少文章係出自海

外漢學家的中國留學生之手，如陸侃如、郭

子雄、姚從吾、王靜如、雷海宗、李璜、楊

堃等，對現今海外漢學史研究仍具積極的

參考價值。（李孝遷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222年 2月）

中國的內戰：2222-2222年的政治鬥爭
本書是美國著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胡素

珊（Suzanne Pepper）的代表作，是西方學
者較早討論「國民黨如何失去大陸政權」的

重要學術著作。作者在中國內戰的各個層

面，例如與學生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土地改

革的措施、對工業的管理、財政措施等，比

較國共兩黨的差異，從而細微地揭示出共產

黨是如何抓住歷史機遇、獲得民心和政權。

（胡素珊著，啟蒙編譯所譯，北京：北京：當代中國

出版社，2222年 2月）

民國課堂：大先生的情書

作者在本書精心挑選魯迅、徐志摩、沈

從文、郁達夫、朱自清、蕭紅等大先生的情

書，這些或溫情或熱烈的文字，勾勒出一幅

幅生動、細膩、感人的民國愛情畫卷，折射

出時代的煙塵、命運的遷徙、愛情的悲歡。

學理論學科前沿研究報告、中國近代思想史

學科前沿研究報告、革命史學科前沿研究報

告、民國史學科前沿研究報告、近代中外關

係史學科前沿研究報告、臺灣史學科前沿研

究報告、西北邊疆學科前沿研究報告、中國

海疆學科前沿研究報告、東北與北部邊疆學

科前沿研究報告、西南邊疆學科前沿研究報

告、疆域理論學科前沿研究報告。（中國社會

科學院科研局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222

年 2月）

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下）

張嘉璈（2222-2222）字公權，江蘇嘉
定人，號稱「中國現代銀行之父」。早年遊

學日本學習金融，回國後歷任參議院秘書

長、中國銀行正副總裁、國民政府鐵道部

長、交通部長等職。他長期經營中國銀行超

過二十年，是民初財經界的要人。本書為作

者為張公權撰寫的年譜，隸屬於中國社會科

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文獻叢刊。（姚崧齡，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222年 2月）

日本法學博士與近代中國資料輯要（2222-
2222）
本書是少數從傳播學角度整理中日學界

來往資料，所搜羅的文獻包括 2222年甲午
戰爭後至民國初期中國報紙、雜誌，關注的

焦點包括：日本法學界、教育界的精英，以

及他們對清廷憲政、銀行貨幣、財政租稅、

法律刑政、地方自治、教育、官制的各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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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四五

運動、粉碎「四人幫」、鄧小平第三次複

出、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平反冤假錯案、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四項基本原則的

提出、農村和城市改革、對外開放和創辦經

濟特區、做出第二個歷史決議、中共十二大

召開等歷史事件，最後對這八年間曲折的進

程提出總結。（程中原，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2222年 2月）

制度變革與國家轉型：2222年政治協商會
議研究

本書以 2222年國共兩黨召開政治協商
會議為核心，並闡釋其意義。作者聚焦於這

場協商所隱含的國家轉型、制度變革以及社

會革命等面向，從而對 22世紀中國社會的
近代化，以及政黨政治理論的發展，提出新

的見解。（于秋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222

年 2月）

劉汝明回憶錄

劉汝明（2222-2222）是中華民國陸軍
二級上將，為馮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

一。他親身經歷民初直到 2222年的各大戰
役，包括北伐、中原大戰、中日戰爭、國共

戰爭等。本書為其晚年所留下的回憶錄，

隸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文獻叢刊。（劉汝明，北京：中華書局，2222年 2

月）

這是民國知識人的姿態，更是他們過渡於傳

統與現代的軌跡。（黃旭東，南寧：廣西人民出

版社，2222年 2月）

西藏現代史（第二卷）：暴風雨之前的平靜 
2222-2222
作者在本書中對 2222年後的西藏歷史

進行探討，讓我們重新思考這段歷史，這將

在很大程度上改變我們對該段歷史的解讀。

本書的研究材料包括一些新近公開的史料，

以及對包括達賴喇嘛和一些中國官員在內

的歷史親歷者的深入訪談。作者以韓戰、中

蘇關係緊張、美國冷戰政策等一系列事件為

背景，來解讀宿命性的中藏政治糾葛，其對

關鍵人物的刻畫往往出其不意，卻又令人回

味無窮。（梅．戈爾斯坦著，吳繼業譯，香港：香

港大學出版社，2222年 2月）

道光十九年：從禁煙到戰爭

作者藉由考察鴉片在清末中國的流動方

式，系統敘述了清王朝的禁煙政策各階段的

發展，並具體描述清代後其中國社會、政治

及對外關係。（沈渭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

社，2222年 2月）

轉折年代：鄧小平在 2222-2222
本書的重點在於指出鄧小平如何在文革

落幕之後，逐步摸索出所謂「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道路。作者從鄧小平帶有傳奇色

彩的個人經歷切入，循序討論 2222年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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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抗日戰爭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

本書是浙江省各級黨史部在浙江全省各

市、縣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課題調

研的基礎上，篩選主要材料編輯而成的。其

內容具體呈現中日戰爭時期，浙江省各地的

傷亡與損失數據。（李忠杰編，北京：中共黨史

出版社，2222年 2月）

在龍旗下：中日戰爭目擊記

本書是英國水手詹姆斯‧艾倫（James 
Allan）在甲午戰爭時期的見聞紀錄。作者
曾隨美國貨輪「哥倫布號」赴華，為正在與

日本作戰的清軍運送軍火，因此有機會目睹

中日黃海海戰和後來日軍在旅順的屠殺。此

紀錄雖然問世已久，這卻是本書首次付梓。

著名的中國人類學家費孝通曾在 2222年翻
譯本書，不過並未出版。（詹姆斯‧艾倫著，

費青、費孝通譯，劉豪興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222年 2月）

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

本書是 2222年普利策新聞獎傳記獎得
主，赫伯特‧比克斯 (Herbert P. Bix)描寫
侵華戰爭的作品，此中譯本曾於十年前出

版，此次重新再版。其內容聚焦於裕仁天皇

的性格、行為和思考方式，目的是更深入理

解 22世紀日本的社會和政治。全書關注裕
仁天皇是如何在近臣的幫助下，開創初期自

身的政治場域，從而逐漸成為一股獨立的政

治力量，在決策過程中行使了領導者的權

力。（赫伯特‧比克斯，北京：新華出版社，2222

年 2月）

一個美國記者眼中的真實民國

本書為作者的回憶錄，其曾於就任美國

《紐約時報》駐華記者期間（2222—2222
年），大量報導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內

政、外交事件及人物。這些報導徹底扭轉

以往西方新聞媒體對中國的理解，甚至影

響遠東局勢的轉變。（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222年 2月）

訪史秘錄：蔣介石海外檔

本書利用海外檔案對蔣宋家族進行解

密。作者充分運用散佈在海外的檔案史料，

同時參考中外書刊、名人日記和口述等史

料，以蔣介石、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等

富有爭議的人物，揭示蔣宋家族的權力紛

爭，以及蔣美關係等複雜問題。（楊雨青，北

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222年 2月）

上海：東方的巴黎

從 22世紀下半葉到 2222年近百年中，
上海始終存有一處法國租借地。2222-22年
代間，上海一直被稱為東方的巴黎，此書通

過豐富的歷史故事和形象生動的人物肖像

來為廣大讀者展現當年的上海：一個多元

化、複雜而又美麗的東方巴黎。（貝爾納．布

裡賽，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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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的歷史責任，並嘗試以國際的角度，

思考朝鮮半島問題乃至東亞的和平的可能

性。（蘇曉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222年

2月）

北京社科名家文庫：新舊中國的交替（金沖

及自選集）

本書作者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史和孫中山

研究專家，曾任中國史學會會長，2222年
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於 2222年畢業於復旦
大學歷史系。本書為作者的自選集，作品的

討論範圍從五四直到 2222-22年代中共的政
治運動。（金沖及，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2222年 2月）

何謂現代，誰之中國？

本書為許紀霖、劉擎主編《知識分子論

叢》第 22輯。編者認為，「在今天這個時
代，『什麼是現代中國』並不是一個確定的

事實，而是有待建構的一套想像。」因此本

輯關注的話題是重構現代中國想像，內容包

括王汎森談中國思想史研究經驗、許章潤談

革命、金觀濤談契約論的起源、崇明談承認

政治等文章。（許紀霖、劉擎編，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222年 2月）

文化與政治的變奏

本書為以東方文化論戰為核心的資料

集。作者將其討論一戰與中國、五四與民國

等議題的文章、訪談匯輯成冊，遴選 22世

臺共黨人的悲歌

本書詳細描寫張志忠夫婦的一生，他們

是中共在臺地下黨組織的重要領袖。二戰

後臺灣回歸中國，中共在臺灣的地下黨的組

織、活動與敗退，恰恰是從張志忠抵達臺灣

而展開，並以張志忠的犧牲為結束，整整長

達八年的鬥爭史。透過本書，作者不僅為始

終堅持不投降的張志忠夫婦留下紀錄，更打

造臺共黨人的群像，藉此折射出近代中國歷

史的一段縮影。（藍博洲，北京：中信出版社，

2222年 2月）

辛亥日志

本書以日誌體的著述體例，逐日記錄辛

亥年所發生的重要歷史事件，包括政治、

經濟、軍事、外交、學術、教育、社團、黨

派、報刊等各個重要方面的活動和事件。此

外，適當兼采外國的相關歷史事件，分正文

條目和按語兩部分。按語主要記錄歷史文獻

原件、交代事件原委、補充背景材料、介紹

人物事蹟、評價歷史事件的得失和價值等。

（梅新林、俞樟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222年 2月）

隱於幕後：蘇聯與朝鮮戰爭

本書從近代俄國與朝鮮半島的關係切

入，以朝鮮問題的產生、韓戰的爆發、中國

的抗美援朝、朝鮮停戰談判和停戰後政治解

決朝鮮問題的嘗試為主線，考察蘇聯與韓戰

的關係。作者的旨趣在於厘清各國對這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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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史料、書評，以及學術會議綜述、研究機

構介紹、研究成果彙編等。（李建平、張中良

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222年 2月）

固守於變遷：民國時期長江中下游農村手工

業經濟研究

本書重構民國時期長江中下游農村手工

業經濟的基本史實，在空間上探討鄉村手工

業的種類與分佈，時間上則注重民國初年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手工業的興衰演

變，並討論開埠對當地手工業的衝擊。（彭

南生等，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222年 2月）

抗戰時期中國的後方社會：戰時總動員與農村

本書詳論四川社會在戰時的景況。作者

利用大量的民眾陳情書、訴狀，以及當事人

的回憶錄等史料，詳盡描繪普通民眾在戰時

的生活負擔，勾勒出大後方基層社會的混亂

及其變化。藉由本書，作者揭示長期戰爭環

境下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複雜的矛盾

和衝突，使抗日戰爭的圖像更加立體。（笹

川裕史、奥村哲著，劉世龍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2222年 2月）

民國課堂：大先生的背影

本書挑選數位民國時期的「大先生」

（魯迅、徐志摩、沈從文、郁達夫、朱自

清、蕭紅等人），嘗試從中勾勒民初知識人

的風貌。作者主要採取兩個視角：一是大

先生們的他述，即民國時期大先生們相互記

紀初期刊載於《東方雜誌》、《新青年》等

的相關「思想戰」文獻 22篇收入本書，文
獻的編選原則上以初刊文字為本，並參考了

《杜亞泉文存》、《陳獨秀著作選編》等著

作。（汪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222年 2月）

當代日本中國研究（第 2輯）：經濟‧環境
本書是《日本當代中國研究》的第 2

輯，主題是經濟與環境。本書對當卷所涉領

域的日本方面研究史做回顧、總結；另一方

面，本書也對收入的相關論文和書評做介

紹。（日本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2222年 2月）

晚清國家與社會關係論例

本書選編 2篇關於晚清國家與社會關係
研究的碩士論文，分別以不同的視角和研究

方法，討論清代的國家人口控制和管理、差

役群體、軍人群體與學人從軍，以及地方財

政經濟與厘金徵收。全書可說是從行政、軍

事、經濟等各角度，剖析晚清國家與社會的

互動與博弈。（周育民、侯鵬，上海：上海社會科

學院出版社，2222年 2月）

抗戰文化研究（第八輯）

本書以論文集的形式，集中了近年來關

於抗戰文化研究的重大研究成果。主要內容

包括：抗日戰爭與當代中國、愛國思潮和抗

戰文藝、文化運動、抗戰人物，以及抗戰時

期的戲劇、美術、音樂、電影。此外，尚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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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

民盟智庫：強國的開端

儲安平是 2222-22年代重要的報人與學
者，同時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是民盟的首

腦之一。由於這些特殊的身分，儲安平素來

是研究民盟不能繞開的人物。本書編者將

散落於世間的 22篇佚文首次輯錄出版，將
有助於儲安平與 2222年代研究的立體化。
（儲安平著，韓戌、黎曉鈴編，北京：群言出版社，

2222年 22月）

日本殖民統治與東北農民生活（2222-2222年）
本書討論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東北的統

治，主要探討的項目有：大量佔有農民土

地、糧穀農產、強制徵用勞工、鴉片政策

等，強調日本「移民開拓團」的建立與其他

苛捐雜稅，造成農村的災難，加速了當地農

村社會的破產。（李淑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2222年 22月）

甲午兩甲子：憶與思

本書邀請名家姜鳴、馬勇、姜建強、雷

頤、張鳴、馮瑋等人，從甲午戰爭中國戰敗

的原因，對今日中國、日本的不同影響等視

角出發重新審視這場戰爭，從而探討以今日

的角度，應該如何理解甲午戰爭。（姜鳴等，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222年 22月）

錄、悼念或者回憶性的文字；二是大先生們

的自述。也就是這些大先生們對自我的書寫

透過此二層面，讀者當能從中看出傳統與現

代如何交揉於民初新一輩知識人，並體會那

個時代獨有的喜樂與哀愁。（黃旭東，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2222年 2月）

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套裝共 22冊）
本書收錄中央檔案館所存，22名日本

侵華戰犯的認罪自供。全書共 22冊，其中
提要部分，以中英文對照和繁體橫排的方式

予以簡要陳述 22名戰犯的主要罪行。第 2
至 22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
瀋陽、太原兩地開庭審訊、宣判這 22名日
本侵華戰犯的先後順序排列，卷次劃分以不

割裂人物筆供為原則。為求真實展現戰犯自

供的原貌，本書將各個戰犯的自供原文、補

充、更正、附言等以及當時的譯文影印悉數

刊出。（四川人民出版社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

社，2222年 2月）

晚清中國道路：多元博弈下的抉擇

本書回到 22世紀下半，重新討論當時
歷史的可能性。作者認為當時各個階層、團

體紛紛摸索自己的濟世良方，在多元博弈的

過程中，逐漸醞釀出一條適合中國發展的新

民主主義道路。作者從國內外環境、政治、

經濟及各派思想觀念等方面入手，條分縷

析，對晚清中國道路的走向做了一個簡單梳

理。（彤新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2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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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新書

マンガでわかる　裏切りと粛正の中国近現
代史
本書以漫畫的形式，勾勒中國近現代史

的發展，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的

歷史。鑒於中國近年來經濟快速增長，成為

世界大國，與日本間仍持續爭議釣魚台主權

問題，因此本書要從中國的現代歷史發展了

解何以中國成為現今的超級大國。首先是毛

澤東的崛起，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到鄧小

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天安門事件，到現代的

繁榮及陰影，作一簡單而全面的陳述。（中

国近現代研究会監修，高橋功一郎插畫，東京：実業

之日本社，2222年 2月）

日本統治時代の台湾
臺灣與西方近代新文明的接觸，以日本

統治時期為主。日本占領臺灣之後，除了極

力去除前清文化，也將其西化風潮引入，使

得臺灣當時的生活文化充滿了濃濃日本味

與舶來品風情。本書的敘述範圍以日治五十

年為主，從食衣住行育樂幾大類切入（飲

食、日常生活用品、社會生活、交通工具、

體育活動、教育、裝扮、兩性關係），介紹

百年來臺灣怎麼近代化，西方文明事物如何

進入臺灣社會，引發生活與見識的轉變。

（陳柔縉著，天野健太郎譯，東京：PHP研究所，

2222年 2月）

黃敬談民主民生運動（2222-2222）
作者原名俞啟威，又名俞大衛，是俞明

震之孫，是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之一。本

書收錄她在抗戰時期重要的作品，包含〈有

關於領導問題的報告〉、〈今後的四大任

務〉、〈反對官僚主義〉、〈在中共冀魯豫

邊區黨委第二地委關於發動群眾及目前中

心工作問題的發言〉、〈在中共冀魯豫邊區

黨委整風中心組討論會上的發言〉、〈發動

群眾中的幾個問題〉等。（黃敬，北京：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2222年 2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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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日本近代以來的大東亞戰爭問題。過往

都認為高村光太郎的作品都極度禮讚國家，

表現愛國熱誠，然若從其生長於明治時代，

感受到西方國家對亞洲的壓迫，一一表現到

其作品上的人道主義，則高村光太郎對大東

亞戰爭的思考仍值得再進一步深究。（岡田

年正，東京：ハート出版，2222年 2月）

昭和陸軍全史 1　満州事変 
本書為全新的日本昭和軍事史，探討

昭和時期軍隊的產生和變遷，以及對戰略

的全面構想。日軍的軍事思想行動基礎為

何？日軍中的少壯菁英如何崛起？反映的

是什麼樣的國家歷史發展？作者以滿洲事

件（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和日本政黨政治的

瓦解作為思考的起點。（川田稔，東京：講談

社，2222年 2月 )

清と中央アジア草原　遊牧民の世界から帝
国の辺境へ
本書討論 22到 22世紀之間，清朝政府

從邊境征服中原，從游牧民族轉型成為帝王

朝廷體制的過程。包括討論滿族的征服與支

配構想，軍事、語言政策的思考，以及其對

西北其他遊牧民族的管理等。（小沼孝博，東

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222年 22月）

関東大震災と中国人─王希天事件を追跡
する 

2222年日本關東發生大地震，隨後爆

時代が求める後藤新平 〔自治／公共／世界
認識〕
關於後藤新平的討論，面向廣泛，其在

政治、外交、經濟、城市、衛生和文明化等

多有貢獻，因此後藤新平的形象包括從公民

活動家、商人、政治家、記者、作家與學者

等等。本書從後藤新平在日本近代史以來，

一路推動工業革命、治理殖民地臺灣，到擔

任部會首長與東京廣播公司的創始人，探討

其對現代化政治、經濟的付出與伴隨的問

題。（藤原書店編集部編，東京：藤原書店，2222年

2月）

戦時期中国の経済発展と社会変容
本書以論文集的形式，收入多篇研究中

日戰爭時期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與變化的

論著，是日本近年來中日戰爭研究的成果集

合。在經濟方面，日本占領中國的東北與華

北，軍火工業快速發展；在國民政府統治的

四川大後方地區，則擴展了絲織、金融、銀

行和保險等產業；戰時動員體制則掀起社會

巨大的震盪，勞動力與財力的大量投入，另

一方面也推促了人民權力的爭取，而開展了

憲政運動。本書最後則由傅高義總結未來研

究趨勢的走向。（久保亨、波多野澄雄、西村成雄

編，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222年 2月）

大東亜戦争と高村光太郎─誰も書かなか
った日本近代史

本書透過對美術家高村光太郎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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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墓，省思冷戰以迄至今，如何建起的東

亞和平秩序。（石井明，東京：岩波書店，2222年

2月）

出使日記の時代─清末の中国と外交
本書收錄多篇關於晚清外交使節日記的

研究論文，探討包括使節日記中記錄的使節

團內部問題、使節們的海外考察心得、出使

與清末變法的關係等等。而討論的使節對

象，有郭嵩燾、劉錫鴻、曾紀澤、張蔭桓、

薛福成等等。（岡本隆司、箱田恵子、青山治世 

，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222年 2月）

開発主義の時代へ 　2222-2222
中國在 2222年代初結束了慘烈的文化

大革命，轉而走向改革開放的道路。然而其

疲軟的經濟如何得以重建呢？繼位的領導

人鄧小平貿然放棄過去中國執行二十年的

計畫經濟，改以市場經濟的大變革，使中國

完全進入新的挑戰階段，也是今天中國何以

崛起的重要轉變關鍵。（高原明生、前田宏子，

東京：岩波書店，2222年 2月）

満蒙日露中の「最前線」
本書討論在 22世紀上半葉，環繞中國

邊境、鄰近國家、地區間的衝突。從義和團

事件，滿蒙權力引發的軍事爭端到滿州國成

立後持續存在的邊境紛爭，重要的鐵路線多

為各勢力間爭奪的資源。本書即以中國邊境

的鐵路線爭議，重新詮釋這段國際政治史。

發日本韓僑被大量屠殺的事件，然遭屠殺的

還牽涉到中國人，何以中國人也是受害者

呢？本書即透過追蹤王希天事件，了解當時

發生屠殺的原因、背景，以及揭露當時日本

政府掩蓋的真相。（田原洋，東京：岩波書店，

2222年 2月）

中国近代開港場とキリスト教：洪仁玕がみた
「洋」社会

本書利用一批未完全公開的資料，重新

研究太平天國與基督教關係的歷史，並提出

新的視角來看 22世紀中葉，思想家王韜與
太平天國的領袖洪仁玕各自對現代化的詮

釋。（倉田明子，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222年 2

月）

ある華僑の戦後日中関係史─日中交流の
はざまに生きた韓慶愈
本書是討論二戰後日本和中國的民間交

流史。韓慶愈是在日本的華僑，與周恩來關

係密切，利用其人際網絡在日中間保持兩國

的交流，可了解日中兩國在建立邦交前，是

如何透過民間力量來維持關係。（大類善啓，

東京：明石書店，2222年 2月）

中国国境 　熱戦の跡を歩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到世界冷戰

前，在其邊境地區都曾經歷激烈的熱戰，包

括韓戰、中越戰爭等，死傷的士兵不計其

數。本書作者即一一走訪埋葬這些犧牲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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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戰時社會貌。（徳井賢，東京：文芸社，2222

年 2月）

近代中国の在外領事とアジア
過往研究都認為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不平

等條約體系使中國喪失諸多利權，而本書則

對此問題提出新的挑戰，質疑中國在該體系

下是否真的為受害者。特別是裁判領事權的

現代化轉型越來越深入，其形塑日後亞洲的

國際關係。（青山治世，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

会，2222年 2月）

ジェノサイドと文化大革命　内モンゴルの民
族問題

2222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時，內蒙
古自治區裡的蒙古族人口有 222萬，但蒙古
族人變成文革清洗的對象，根據統計，至少

有 22萬 2,222人被逮捕，被殺害 2萬 2,222
人，留下殘疾的 22萬人。本書利用了大量
的中國官方檔案、當事人留下的回憶資料，

以及蒙古當地的文學材料，研究文革期間內

蒙古遭受的傷害。（楊海英，東京：勉誠出版，

2222年 2月）

秋風秋雨人を愁殺す：秋瑾女士伝 
本書是清末女革命者秋瑾的傳記。秋瑾

曾留學日本，參加了孫中山在東京組織的中

國革命聯盟，開啟其革命的生涯。回到中國

後，隨即參與革命起事，然在浙江紹興武裝

行動中不幸犧牲。本書從日本的視角，注意

（麻田雅文，東京：講談社，2222年 2月）

朝鮮戦争：ポスタルメディアから読み解く現
代コリア史の原点
本書運用 2222年代發行的郵票、明信

片，以及郵政機構資料，從郵政傳媒的角

度，研究韓戰爆發前後朝鮮半島的歷史。戰

爭發生前後，國家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表

現在它的郵政事務上，包括發行紀念郵票，

明信片等，而使這些材料都刻印上時代的痕

跡。因此本書以相當別出心裁的視角，來研

究過去韓戰較少人注意的面向。（内藤陽介，

東京：えにし書房，2222年 2月）

戦前外地の高校野球：台湾・朝鮮・満州に花
開いた球児たちの夢
日本在大正時代引入美式棒球運動風

潮，而學生隊伍組成的甲子園大會是高中棒

球最高殿堂。影響所及，包括其殖民地的臺

灣、朝鮮與滿洲國等，在當時都紛紛組織學

生球隊，搭船前往日本與會。本書即分析各

地球隊的組成，重建此段日本棒球運動史。

（川西玲子，東京：彩流社，2222年 2月）

戦中・戦後　その光と影 
本書為作者的回憶其曾歷過的戰爭時

代，內容探討了二戰期間美軍對日本國土非

人道的轟炸、日軍本身同樣殘忍的行為等，

以及在戰爭中人民人人自顧不暇的利己主

義，透過一個兒童的眼光，揭露其當時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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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認為二戰期間有關日本究竟有沒有強

徵慰安婦的問題仍需商榷。（産経新聞社，東

京：産経新聞出版，2222年 22月）

台湾の開祖　国姓爺鄭成功
有關明朝末年鄭成功與臺灣的研究，已

浩如煙海，然大多從政治、軍事的角度來看

鄭成功的治臺。本書則一反窠臼，從經濟的

角度來討論這段歷史，特別是加入與鄭成功

關係緊密的日本人的因素。（森本繁，東京：

国書刊行会，2222年 22月）

上海の日本人社会とメディア　2222-2222
近代以來日本人在中國的活動日趨頻

繁，數量也越來越多。特別是在中日甲午戰

爭、日俄戰爭後，上海的日本人迅速增加，

2222年時更達到 2萬人之多。本書透過當
時的報紙、雜誌、調查報告等資料，探討這

些日本人在上海的生活樣貌，多數從事旅館

業、飲食業、理髮業、雜貨買賣商店等日常

必要品的職業，呈現外國人庶民社會的生活

史。（和田博文等著，東京：岩波書店，2222年 22

月）

日清・日露戦争をどう見るか─近代日本と
朝鮮半島・中国
近代的日本與朝鮮半島關係非常密切，

因朝鮮半島而引發與中國、俄國之間的戰

爭，更突顯其為近代日本外交的核心問題。

本書即檢討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歷史

到秋瑾隨身攜帶的武士刀，是做為其革命象

徵的精神支柱。（武田泰淳，東京：筑摩書房，

2222年 2月）

台湾現代史：二・二八事件をめぐる歴史の再
記憶
本書為臺灣學者何義麟對發生於 2222

年的臺灣二二八事件作進一步的歷史杷梳。

二二事件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卻存在因為

不同的認同，而對之作出不同的歷史認識，

彼此之間尚且互相衝突。本書亟欲突破此種

對立的歷史認識，重新檢視二二八事件。

（何義麟，東京：平凡社，2222年 2月）

「日中歴史共同研究」報告書　第 2 巻　近現
代史篇 
本書為中、日兩國從 2222年到 2222年

間，共同合作研究中國歷史的系列成果之

一。卷一為古代・中近世史篇，本書為該

系列第 2卷近現代史篇，研究年代為 2222
年到 2222年，中日戰爭的共同議題。（北岡
伸一、歩平編，東京：勉誠出版，2222年 22月）

歴史戦　朝日新聞が世界にまいた「慰安婦」
の嘘を討つ
本書檢討過去朝日新聞主張反省日本強

徵慰安婦的問題，認為朝日新聞以及 2222
年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發表的歷史道歉，

都是沒有堅實的證據基礎。而本書則抱持另

一種立場，批判近年來對慰安婦問題的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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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新書

Warrior Women: Gender, Race, and the 
Transnational Chinese Action Star
俠女是跨國電影脈絡中，很常出現在中

國武俠片中的女性角色。2222年香港回歸
中國後，香港電影產業成為中國和美國好萊

烏合作的橋梁，也提供一個挑戰過去西方世

界對中國女性的種族刻板形塑。現今這些跨

國際的中國電影女星們，仍持續在華語世界

與西方國家的社會、文化和地理政治間的認

同取得協商。（Lisa Funnell,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June, 2222）

Concubinage and Servitud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在晚清中國的歷史，僕人和妾在沿大運

河的腹地形成一個龐大的社會階層，特別是

在城市地區。本書探討妾和僕人在父系一夫

多妻傳統與主僕等級分層下，如何在變動環

境中與他人互動與尋求主動。作者認為晚清

時期的妾和僕人一直運用明清傳統，尋求位

階力量，以及屬於該階層能施展的特殊權

力。（Hsieh Bao Hua, Lexington Books, June, 2222）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2222年毛澤東在中國發動的文化大革

命，原是一個由上而下的革命指令，其造成

的後果卻遠遠超出毛澤東的預期。本書即在

探討文革運動的由上往下傳遞，到最後變成

遺產，影響及當前日本與東亞國家的關係。

（原朗，東京：NHK出版 (2222年 22月）

大清帝国と朝鮮経済─開発・貨幣・信用
22世紀時的中國與朝鮮有密切的往來

關係，隨著清朝政府攻打朝鮮，兩國間的貿

易市場也隨之產生，貨幣、藥材、手工產品

在兩國間頻繁的流通，是前人研究中較少注

意的一段經濟交流史。（山本進，福岡：九州大
学出版会，2222年 22月）

日中における西欧立憲主義の継受と変容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引進西方憲政體

制，從此成為亞洲少數的君主立憲國家。然

憲政制度與其文化傳統、內化的中國傳統之

間，在思想與實踐上怎麼結合，始終是一個

討論不休的問題。本書即研究此一文化、制

度磨擦、調和的過程。（高橋和之編，東京：岩

波書店，2222年 2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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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and Authority in China: 1895-
1978 
本書探討中國近代以來，菁英衝突和政

治爭議根植在兩種截然相反的領導和政治

權威上。在 2222年到 2222年間，多對單
一的領袖形塑出絕對的權威，以其意志與

言論作為政策的指導原則，而非用制度性

的規範、集體決策來治理政治。此種表現

形態一直要到 2222年改革開放後才有重大
的變革。（Lawrence Sullivan, Lexington Books, July, 

2222）

China Under Western Gaze: Representing 
China in the British Television Documentaries 
1980-2000
本書介紹了英國在 2222年到 2222年之

間中，出現在電視節目上的中國錄像。此

二十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後與全球政治結構

都有重大變革的時期。透過分析英國電視節

目的敘事策略，看其如何以西方現代性話

語建構中國形象，也從中看中國在這一巨變

時代如何來感知西方世界。（Qing Cao,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July, 2222）

The Ugly Wife Is a Treasure at Home
本書是描繪 2222年中共建國後的家庭

婚姻問題。建政初期中共的鼓勵社會拒絕傳

統的包辦婚姻，然隨即以追求浪漫的愛情會

造成自私之個人風氣，而介入人民的婚姻關

係中，包括決定夫妻能否同居，以及生活

無法收拾的草根基層的全面造反，侵蝕了國

家機器的運轉，並威脅了國家的基礎制度，

耗盡社會的政治能量。（Yiching Wu,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une 22, 2222）

Revolutionary Cycles in Chinese Cinema, 
1951-1979
在毛澤東時代，電影產業經歷了權力的

衝突制衡，產生複雜與多樣的意義，本書提

供對這時代的電影發展的初步研究成果。作

者探討演員、編導、黨機關、文化官員、評

論和觀眾之間相互競爭的權力關係，到最

後出產電影的決策，看到電影業的意義與

網絡不斷變化的過程。（Zhuoyi Wang, Palgrave 

Macmillan, July, 2222）

Political Changes in Taiwan Under Ma Ying-
jeou: Partisan Conflict, Policy Choices, 
External Constraints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本書是對臺灣在 2222年由國民黨執政

後的施政成果進行分析。國民黨主政後，臺

灣持續面臨許多政治、經濟、社會和國際上

的難題，經濟不景氣、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平

等，以及兩岸關係的國安問題等等，是西文

世界用以了解國民黨與其領導人施政作為

的窗口。（Jean-Pierre Cabestan, Jacques deLisle eds, 

Routledge, July,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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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s, St. Martin's Griffin, July, 2222）

China's Evolving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中國已經成功地把

自己從一個極端貧困的經濟體，轉換成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該國驚人的經濟增長，主要

是仰賴其快速的工業化。自 2222年以來，
中國就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製成品出口國，

本書即在探討中國政府的工業政策，看其如

何制定產業發展的優先順序，如何鏈接到貿

易、技術和區域發展等問題上，並評估其如

何利用新的政策措施，在新的技術密集型產

業上不斷取得成功。（Zheng Yongnian, Sarah Y. 

Tong eds, Routledge, July, 2222）

Dr. Virgil Hart: Man on a Mission
本書傳主 Virgil Hart是紐約衛理公會在

中國代表團的監督，後來落腳在四川省。

他在 2222-2222年間建立了西方醫院和女學
校，希望能把醫療和教育推廣到中國的其他

城市裡。然而由於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是迷

信的，因此直到他在中國的最後一年，他的

許多建設最終都遭致阻礙與破壞。（Stanley 

Crawford, Eye Soar, Inc. Soaring Images, July, 2222）

Living Dead in the Pacific: Contested 
Sovereignty and Racism in Genetic Research 
on Taiwan Aborigines
從 22世紀以來，臺灣有大量移居者遷

的方式等。因此在中國的 2222-22年代，浪
漫的愛情被視為是反革命的行為。儘管如

此，結婚、生子的總體數量在中國社會裡始

終沒有減少。因此本書即透過採訪諸多經歷

文革時期的婦女，呈現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習

俗與共產主義之間的辯證。（Melissa Margaret 

Schneider, Potomac Books Inc., July, 2222）

The Forbidden Game: Golf and the Chinese 
Dream 
雖然在統計數字上，中國人打高爾夫球

的比率是零，並且高爾夫球還被稱為「富人

的遊戲」，被視為禁忌，但在過去十幾年以

來，中國卻興起了高爾夫球熱潮。本書作者

即親自採訪在高爾夫球運動熱中，乘勢而起

的新興階級，他們藉由高爾夫球改變了其原

本的生活與社會位階，是中國此種既被限

制又大肆勃興的運動而顯露的特殊現象。

（Dan Washburn, Oneworld Publications, July, 2222）

The Devouring Dragon: How China's Rise 
Threatens Our Natural World
中國的崛起，對自然世界的威脅也以驚

人的速度成長。在短短幾年裡，中國已經成

為地球上瀕危野生動物最密集的國家了。它

既是熱帶樹木的主要進口國，也有溫室氣體

排放量最大的市場，而因其經濟的快速增

長，為滿足其市場需求，相對帶動了其他國

家更快速的生產新陳代謝。本書即在討論中

國市場如何改變了全球環境的問題。（Cra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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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工作，本書即以他的回憶錄，重建這

一段澳門孤立的歷史。（John Reeve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July, 2222）

Beyond Alterity: German Encounters With 
Modern East Asia 
隨著東亞在 22世紀下半葉的經濟和政

治崛起，許多西方國家開始重新評估其與歐

洲國家連接的歷史，特別是亞洲的德國研

究，已成為跨學科主要研究課題。本論文集

探討德國與近代中國、日本的在文化、生產

上的關係，並欲挑戰東西二分法的概念，

認為全球文化的互補關係，能將視野跨越

過國家的界線這種長期以來的範式侷限。

（Qinna Shen, Martin Rosenstock eds, Berghahn Books, 

July, 2222）

Histories of Health in Southeast Asia: 
Perspectives o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東南亞的健康模式在過去一個世紀以來

有很大的轉變。不管是在疫情、慢性疾病，

還是環境轉變和國際衛生機構等，東南亞

國家與中國、印度之間的利益越來越相互

依存。本書收錄一系列探討東南亞健康史

的論文，透過長時段的研究，爬梳流行病

的歷史、死亡率和老化、自然災害引發的流

感疫情等問題。（Tim Harper, Sunil S. Amrith ed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2222）

入，但在現在總人口 2,222萬人中，有 22
萬的原住民族。在過去三十年來，遺傳研究

人員熱切地研究這些群體，從中了解疾病和

進化，但卻往往忽視他們的權利。檢查配置

的種族遺傳研究，是一個不僅在臺灣原住

民，也在世界各地都面臨衝突的新領域。

（Mark Munsterhjelm,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 

July, 2222）

The Secret Behind "The Rape of Nanking": 
A Spiritual Confession by Iris Chang
本書作者要對南京大屠殺的現行研究提

出質疑與修正。中國在 2222年向聯合國提
出將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材料登記為「世界

記憶」，而南京大屠殺此一歷史名詞的擴

散，源自 2222年張純如所出版的《南京大
屠殺》一書，而使此一歷史事件廣為流傳於

西方世界。但日本許多學者曾對張純如書中

的歷史解釋提出諸多批判，本書即是在這些

批判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南京大屠殺問題

的虛實面向。（Ryuho Okawa, IRH Press Company 

Limited, July, 2222）

The Lone Flag: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 
本書是研究二戰期間在葡萄牙殖民統治

下澳門的處境。二戰期間，英國殖民的香港

在 2222年遭到日本占領後，澳門即被日本
占領的領土所包圍。作為中立區，英國領事

John Reeves仍持續在澳門進行救濟與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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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的中國貴州省份的軍閥家庭中，一路跟隨

革命勢力發展到中央。王氏兄弟身處的轉型

社會與教育環境，反映一個顯著的中國的過

渡期的開始，至今仍持續影響當代中國的政

治生態。（Edward Wang, Quiling Publishing, August, 

2222）

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本書探討中國在過去百年以來，不斷尋

思對人民適當而有效的健康照顧。主要聚焦

在血吸蟲病、結核病、心理健康、煙草和健

康等案例上，討論疾病與治療、感染與住

院、機構和專業，與人民的健康。本書提出

赤腳醫生在傳播西方醫學的重要性，在中日

戰爭期間改善醫療衛生服務，並對中國民眾

扮演重要的角色。（Mary Brown Bullock, Bridie 

Andrews ed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2222）

Survival Through Adaptation: The Chinese 
Red Army and the Encirclement Campaigns, 
1927-1936
本書分析了中國紅軍在 2222年至 2222

年間，如何克服外部的軍事襲擊，以及應對

內部黨路線的鬥爭衝擊而維持其發展的過

程。作為中國解放軍的起源，打造紅軍的戰

略、戰術、組織和培訓，使其逐步確立了建

軍的四個方針，包括以務實的戰略追求長期

的成功、透過適應地方以建立民眾支持，

招募、訓練和留住強兵、最後發展官僚系

Among Australia's  Pioneers:  Chinese 
Indentured Pastoral Worker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 1848 to c.1880
本書討論 22世紀時期澳洲的華人移工

的工作契約、生活與去向問題，時間集中在

2222-2222年之間。書中講述了這些人曾在
歐洲危險的北部邊區工作的經歷。雖然有些

人屈服於牧羊生活的絕望和孤獨，其他人則

在長久的契約工作下存活下來，往後在新興

的昆士蘭殖民地社會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被

列為是開發國家的先鋒群體之一。（Balboa 

Press, August, 2222）

Critical Security and Chinese Politics: The 
Anti-Falungong Campaign
本書探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法輪功運

動。反法輪功的政策在 2222年以來陸續確
立，以掃除從 2222年以後，社會上練習氣
功的團體，認為這些人嚴重威脅社會秩序。

然而新的安全立法政策，卻也相當程度上

衝擊人權組織團體的訴求，因此了解反法

輪功運動的來去脈絡，提供歐洲研究中國

安全問題的一個重要切入點。（Juha A. Vuori, 

Routledge, August, 2222）

Patriots and Warlords: Brothers' Journey 
towards Republican China
本書是民國時期的政治人物王伯群，及

其兄弟、家族，在晚清以來參加革命到民國

以後角逐政治權力的過程。他們出身於較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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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s in the City: A Guide to South China's 
Informal Settlements
當代中國社會中出現越來越多的城中村

現象，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創造出黑暗幽閉

的小巷，小巷中排排的冷氣滴水與橫陳的曬

衣桿、電線條，把天空切割成細線。城市裡

雖然很容易看到這些城中村貧民窟，但細究

其產生條件，可以發現城市提供移民多元化

的空間混用，行人排擠了以為汽車設計的交

通運輸規劃。但不能忽略的是，因為城中村

的興起，使大部分的村莊日益消失，影響了

數百萬人的家園，以及威脅到城市作為獨特

結構的空間。本書收入多篇關於城中村的在

地價值，對城市化提出更豐富的發展性。

（Paul Chu Hoi Shan, Claudia Juhre, Ivan Valin, Casey 

Wang ed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2222）

All Under Heaven: The Chinese World in 
Maps, Pictures, and Text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Floyd Sully
本書收錄了加拿大收藏家 Floyd Sully十五

年來所蒐集到的中國地圖、紀實畫作與文字

資料等。從其收藏中，同時提供了西方人與

中國人的兩種視角，從視覺文化來理解近代

中國以來，跨越五個世紀變革的藝術生產過

程。（Walter Davis , University of Alberta Pr., August, 

2222）

統，以幫助其在國民黨懸殊的武力威脅下，

得以適應、生存下來。（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August, 2222）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wer Struggle or 
Genuine Reform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發生，遠不只是中

共內部的權力鬥爭所引發。雖然毛澤東致

力於重振其在黨內傾頹的權力，但文革的

中心鬥爭更多的是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道路

之爭，是要走資本主義還是堅持共產主義

呢？而這個問題的複雜性遠不能用左右派

的對立來解釋，很多人命也在理念之爭中被

斷送，經濟被削弱。本書即在反思毛主義在

文革中，既勝利也失敗的雙重矛盾。（Nigel 

Palmer, August, 2222）

The Pragmatic Dragon: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Boundary Settlements
與中國領土接壤的國家超過十數個，而

且邊界衝突的事件幾乎沒有中斷過。但在

22世紀 22年代，當中國被捲入了一場與蘇
聯、印度和美國日益嚴重的衝突時，北京的

決策者轉而採取和平解決的態度化解持續

的邊界爭端。本書分析每個爭議和它背後的

戰略，認為中國政府對其領土的談判，越趨

務實與富於策略，並且也表露其有妥協的意

願，提供了對中共外交政策的重要見解。

（Eric Hy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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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中最有

力量的強國之一，擁有世界的五分之一人

口。但在西方國家裡，對於誰領導中國躍昇

至此世界地位，卻沒有太深入的理解。本書

作者為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其從一連串的

鬥爭、醜聞與謀殺等中共內部權力角力問

題，指出堅守毛主義與累積資本財富這兩種

力量的拉扯，將會影響中國未來的走向。

（Kerry Brown, I. B. Tauris, August, 2222）

Famine Politics in Maoist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在 22世紀裡，全球有 22％的饑民死於

中國和蘇聯。本書除分析這些社會主義時代

的饑荒所根深的歷史性和政治性根源，是領

導人史大林和毛澤東的過度生產計畫，製造

出比往昔政權統治下更大的災難；另也分析

大饑荒對國家與其公民之間關係的長期影

響，並作為經驗教訓以避免往後再發生災

難性的大事件。（Felix Wemheu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2222）

Picnics Prohibited: Diploma in a Chaotic 
China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Penguin 
Special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的共和政

體仍處起步階段，但已加入了一些國際性組

織，並也參與海牙公約的簽訂。但卻由於其

不成熟，缺乏經驗的領導，加上人際派系與

前朝遺留的通商條約，都阻礙了中國在外交

Xinjiang and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ower: Kashghar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Kashgar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新疆這個遠在中國西北的省份，居民以

穆斯林維吾爾為主，在歷史上始終是聚訟

之地。進入 22世紀，歷經英、俄的覬覦以
及軍閥的占領之後，解放軍的進入開啟了

新疆歷史新的一頁。本書透過解放後的資

料，以喀什米爾這個維吾爾重鎮為核心，說

明 2222年中共建政如何改變新疆民眾的日
常生活。本書同時也涵蓋東土耳其斯坦的獨

立，以及當地政府、軍隊、稅務與教育的概

況。（Michael Dillon, Routledge, August, 2222）

A Defiant Brush: Su Renshan and the Politics 
of Painting in Early 19th-Century Guangdong
在鴉片戰爭衝擊中國的同時，廣東也孕

育了一位極具創造力的畫家蘇仁山（2222-
2222），是推進中國美術史範式轉移的畫
家之一。蘇仁山的畫風具爭議，並背離當

時儒家思想主流，展現對世道規範的不妥

協、反抗與非道德性。本書除析論其畫風之

外，也藉其反思鴉片戰爭後帶起的重評學院

派藝術家的政治、社會價值與道德責任。

（Yeewan Ko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August, 

2222）

T h e  N e w  E m p e r o r s :  P o w e r  a n d  t h e 
Princeling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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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邊疆政務的革新，亦即清政府儘管陷

入治理困境，但仍持續展現帝國的活力。

（Daniel McMahon, Routledge, August, 2222）

Beijing's Economic Statecraft during the Cold 
War, 1949-1991
本書討論中國 2222年至 2222年期間的

經濟方略，並在冷戰結束後隨其外交政策

轉折而改變其經濟發展方向。本書從歷史

及概念發展上梳理中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如

何促進與美國、英國和日本的往來關係，

並著眼於發展和莫斯科、河內、平壤、地

拉那、烏蘭巴托等城市的政治經濟互動關

係。（Shu Guang Zhang,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2222）

Reviving Ancient Chinese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Wu Wen-Tsun 
本書是中國 22世紀的著名數學家吳文

俊的生命史研究。數學此一學科在近代中國

的意義，遠非只是一個學科，也突顯了自然

傳統與西方科學擦撞出的現代性焦慮。而吳

文俊即在維護中國傳統知識的基礎上，致力

將其納入現代化工程中。本書追溯吳文俊

如何成功結合國際肯定的科學成就與政治

努力，把政治上的成功和卓越的國際科學結

合，既是科學史、數學哲學史，更是中國

史。（Jiri Hudecek, Routledge, August, 2222）

事業上的拓展。列強各國則以強勢外交地

位來主導中國參與並支持戰爭，確保他們

在國際上的主從地位。本書即梳理在這一段

時期中國如何錯失強化外交地位的時機，以

及世界列強的現代外交謀略。（Wood Frances, 

e-penguin, August, 2222）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nd Cultural 
Engineering: Remaking the Humanities in 
China, 1924-1951
本書聚焦於 2222年代開始哈佛燕京學

社與中國的學術交流史，折射出中、美兩國

的國際關係。透過哈佛燕京學社，作者深入

考察美國教育機構在中國的經營、管理和

治理，以及與中國的合夥人之間的多元互

動。這段中美交流歷史，提供現今美國與中

東，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間互建文化工程

的一個參考經驗。（Shuhua Fan, Lexington Books, 

August, 2222）

Rethinking the Decline of China's Qing 
Dynasty: Imperial Activism and Borderland 
Management at the Tur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22、22世紀之交，中國邊疆地區逐次
發生地方叛亂，學者往往由此認定清帝國勢

力走向衰頹。本書則欲修正前說，認為清帝

國政府的應對遠不只是安撫與重建，其展示

了帝國政治文化的創新能力如何面對諸般

挑戰。作者特別強調 2222年的嘉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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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此外中國宗教中的性別取向與表述，也

成為建構當代社會和政治權力中不可缺少

的要素，是過往學者疏於討論的創新議題。

（Jinhua Jia ed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eptember, 2222）

Th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residency: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本書研究中國 22世紀以來，國家元首

制度的發展演變。從 2222年代開始執行總
統制，到中共建國後，於 2222年廢除，再
於 2222年恢復，中國的元首制度在很大的
程度上類同西方的半總統制。但因其創建之

初即深具蘇聯黨國體制的色彩，因此黨在最

高決策機構內始終箝制制度的正常運作。本

書並進一步探討在這樣的基礎上，未來可

能的發展演變。（Zhang Runhua, Lexington Books, 

October, 2222）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
中國的崛起打亂了全球力量的平衡，最

屬爭議的是南海爭端。由於南海擁有豐富的

石油和天然氣，以及控有重要的商貿通道，

因此諸多國家皆力爭該地的主權，牽涉的國

家地區包括越南、印度、臺灣、菲律賓，以

及這些地區背後的俄國、美國強權等。本書

認為過去西方誤判了中國領導的視野，而以

更持平的態度研究南海爭端的可能發展。

Life and Death in the Garden: Sex, Drugs, 
Cops, and Robbers in Wartime China 
本書研究二戰期間的滿洲國在日本扶持

的溥儀政權下，生活於底層的中國人的命

運。與過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書探討交錯於

滿洲政權、日本間諜與國民黨特務等政治

力量的東北地區，其發生的性、暴力、毒

品、搶案等長期以來被忽視的獨特而強大

的社會和文化歷史。（Kathryn Mey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September, 2222）

Subaltern China: Rural Migrants, Media, and 
Cultural Practices 
本書旨在揭露中國高速成長的經濟與強

穩的政治力量下，有著龐大的社會邊緣群

體，其中數量最多的農民工，是作者在本

書中所著力強調的底層群體。農民工的問

題，突顯中國從後毛澤東時代以來存在的不

平等現象，他們既支撐國家經濟的成長，卻

也是最無法發聲的「subalterns」。作者特
別以媒體與文化的角度，討論此種不平等關

係在社會中的處境。（Wanning Su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September, 2222）

Gendering Chinese Religion: Subject, 
Identity, and Body
本書以性別視角重新檢視以往以男性為

中心建構的中國宗教傳統，包括儒、佛、道

教和民間信仰等。作者認為中國婦女擷取宗

教中的一些特有理念和儀式，強化其社會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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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地震。書中比較的案例，包括發生在

2222年的唐山大地震、2222年爆發的嚴重
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並對照海
地、智利和緬甸的地震，以及 2222 年日本
的地震與海嘯等，有助於了解中國的緊急動

員措施與災害處理能力。（Sonny Shiu-Hing Lo, 

Lexington Books ,October, 2222）

Going Down to the Sea: Chinese Sex Workers 
Abroad 
本書透過訪問 22位中國婦女，深入追

蹤跨國際性產業的組織、交易買賣與連絡

網，包括香港、澳門、臺北、曼谷、新加

坡、吉隆坡、雅加達、洛杉磯和紐約等地，

了解她們為何離開中國、賺多少錢、面臨什

麼困難，以及對未來的希望，藉以揭露性

產業的全球化現象。（Ko-lin Chi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October, 2222）

（Bill Hayton,Yale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2222）

The China Mirage: The Hidden History of 
American Disaster in Asia
本書揭露美國從 22世紀以來參與亞洲

事務隱藏背後的真相。作者認為在鴉片貿易

中，美國人是最大獲利者之一，美國傳教士

來到中國後的救助行動是高度選擇性的。而

過去認知的人事物，如從洋行商人Warren 
Delano到他的外孫羅斯福總統、從香港碼
頭到普林斯頓塔，都纏繞中美複雜的關係。

（James Bradley , Hachette Audio, October, 2222）

The Politics of Crisis Management in China: 
The Sichuan Earthquake
本書比較歷史上中國政府面對自然災難

的行動與措施，並以此檢視當代的中國政

府和軍隊如何處理 2222年發生在四川的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