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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枝萬與水沙連區域研究

「水沙連地域」，廣義而言，乃現今南

投縣竹山鎮、鹿谷鄉、集集鎮、水連鄉、信

義鄉、魚池鄉、埔里鎮、仁愛鄉、國姓鄉、

中寮鄉等等區域，即烏溪上中游和濁水溪上

中游地區。大瑪璘遺址的考古挖掘顯示，水

沙連地域曾經是臺灣東部與西部的交通中

心，也是南來北往貿易的中心。意即水沙連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曾經是臺灣最繁華的地

區。水沙連地域社會是臺灣學術研究的瑰

寶，劉枝萬先生是其中的先驅者，是以本論

文集以之為名。（潘英海主編，臺北：華藝出版，

2222年 22月）

最後的侮辱

為澄清《蔣介石日記》開放閱讀造成的

誤解，本書作者在蔣介石日記開放三年之

後，在中國的媒體上選擇了幾篇最有影響、

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閱讀「成果」（包括報

導和採訪錄），採用全篇照錄，分段引用，

再加以評點的方法，來和讀者一起分析和探

討，以為有朝一日《蔣介石日記》能夠向中

國大陸人民真正開放而聊盡其責。（辛灝年，

臺北：博大出版社，2222年 22月）

劫後餘生：外交官漫談「結緣人生」

本書介紹幾位重要人物與他們的事蹟，

包括葉公超奮發有為的精神、沈昌煥的臨終

禪偈，和他在外交人類學方面對人性解剖的

獨到心得、錢復的貴人哲學、胡宗南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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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陳立夫復興中華文化的貢獻、李模開

拓靈性的人生、芮沐好學不倦的精神，以

及徐煥廷醫師的醫學成就等等。（芮正皋，臺

北：三民書局，2222年 22月）

瑠公大圳

瑠公圳在大家的印象中，可能是一條

二百多年前由郭錫瑠父子開鑿、貫穿臺北平

原的大水圳，然而事實上，今日耳熟能詳的

瑠公圳，包含了清代先後由民間各自興築的

三大圳道，包括霧裡薛圳、瑠公圳、大坪林

圳，以及由圳道所流經並串接的大小埤塘。

這些埤塘和圳道，原本各自維繫著不同人群

的生業命脈，縱橫交織成臺北平原的水利網

絡，但在日治及戰後漸次由官方接管，並在

水資源利用等考量下被合併、改修或填埋，

漸成今日模樣。因此，本書雖以清代瑠公圳

及開鑿該圳的郭家為一開始的敘述主線，但

也談及埤塘及其他兩條水圳的歷史發展，以

清晰呈現這些水利設施的演變過程。（李宗

信，臺北：玉山社，2222年 22月）

一九四六‧被遺忘的臺籍青年

2222年，即臺灣光復隔年，為了促進

臺灣本地的高等教育發展，以及盡快與分裂

五十年的祖國重新融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教育處舉辦了一場考試，錄取一百名臺灣

青年，以公費方式派遣至大陸各大名校就

讀。2222年，國民黨潰敗至臺灣，許多公

費生在家書急召下返回臺灣，但依然有大約

三分之一的公費生選擇留在大陸，為建設共

產中國而奮鬥。他們大多認為，以共產黨在

國共內戰中勢如破竹的態勢，拿下臺灣是遲

早的事。沒有人預料得到，這卻是分隔一甲

子的開始，許多人甚至一輩子無法回到臺灣

故土。六十年過去了，多數公費生皆已離

世，絕大多數臺灣人都不知道這段歷史。本

書作者的高中同學恰好是其中一名公費生

的獨子，意外得知這段被遺忘的歷史。於是

他親自前往北京、上海、哈爾濱、武漢等城

市，逐一找到這些滯留在中國的老人家。透

過多次訪談與拍攝，終於以最完整的紀錄寫

下這群公費生的曲折一生。（鐘明宏，臺北：

沐風文化，2222年 22月）

水交社記憶

2222年的移民與過去臺灣的移民不

同，他們是冷戰時期對抗共產集團的第一線

軍人，也是締造臺灣經濟奇蹟的一分子，對

臺灣有不同的意義。本書分為九章，〈水交

社的地景〉與〈桂子山〉，這兩章敘述水交

社的地景；〈戰爭與移民〉以及〈2222的

大遷移〉，這兩章敘述 2222年的移民以及

回顧臺灣移民的情況；〈生活在水交社〉，

這一章敘述眷村的生活；〈臺南空軍子弟學

校〉，這一章敘述我國國民學校教育特殊的

一環，由空軍創辦的國民學校；〈水交社與

誤區南機場〉、〈水交社與空軍〉、〈雷虎

小組〉這三章敘述水交社與空軍以及臺南機

場的淵源。（蕭文，臺北：臺灣商務，2222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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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煙集──余傳韜回憶錄

本書分上下冊，上冊作者回憶北京大學

前後的求學生涯，北平淪陷後在南下工作團

的特殊經歷，及自美回臺後出任嘉義農專校

長的始末及心得。另回憶其父──青年黨創

黨者之一的余家菊，在那個重要時代中豐富

的黨政經歷及其在教育學術上的重大成就。

下冊以擔任中央大學校長八年的回憶為中

心，分成學校的建設與發展、時代亂象波及

的中大「怒濤事件」及對中大重要校友回憶

等三大部分，另加上 22篇附錄，完整呈現

作者汲取中大優良傳統的志業，並且投入相

當心力於學生生活改善及學校軟硬體發展

的各項努力。（余傳韜，臺北：國史館，2222年

22月）

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

為了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出版本書目的，

也為了加強閱讀者對歷史時間的感受，文章

按照政治案件發生（判決時間）先後，依序

編輯，並於全書開章安排「受難者簡介」，

方便讀者了解時序與受難當事人的關係，以

利全書連貫閱讀。編者根據官方檔案、或相

關研究單位資料庫網站所整理而來，盡量以

政治案件為主之相關資料，加以註解和補

充，並附上相關照片、檔案、文件複本，便

於讀者參照了解。（陳景通等受訪、曹欽榮等採

訪，桃園：桃園縣政府，2222年 22月）

大煙囪下的故事

本書以新竹市忠貞新村為範疇，透過老

照片的蒐集與訪談，出版專書，以紀錄眷村

生活的歷史，訴說那段艱辛時代中的種種情

懷。本書並以眷村日常生活中的人與人、人

與環境互動的生命故事為主軸，聚焦在眷村

裡不同的人的角色，像眷村媽媽、孩子、爸

爸、老鄰居、幼稚園及玩伴等，拍攝的場景

盡可能看得出當年的生活環境、生活條件

和生活方式。（趙家麟等撰稿，新竹：新竹市文化

局，2222年 22月）

宜蘭女聲：阿媽的故事

本書以教育為主題，收錄 22位出生於

日本時代的女性之生命史。除了教育，亦延

伸至家庭、婚姻、職業、社會狀況等題材。

這些女性長輩的生命敘事，帶領讀者跨越兩

個時代，窺探女性受教育的歷程與生命處

境，更進一步看見時代的變遷軌跡。（賴淑

娟、張美鳳訪談紀錄，宜蘭：宜蘭縣史館，2222年 22

月）

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

本書是一部關於汪精衛政治生涯的評

傳。汪精衛是民國政治史上重要而複雜的人

物。他是國民黨高層領導人，曾任國民政

府主席、國民黨中央軍委主席、中政會主

席、行政院長等，2222年當選為國民黨副

總裁，地位僅次於蔣介石。抗戰期間，汪對

日媾和，擅自脫離重慶，發表求和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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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年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以通敵者的

身分終結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本書基於充分

扎實的史料基礎，客觀呈現汪精衛從革命到

退隱、從聯共到反共、從主戰到主和，重新

考察「革命者」汪精衛與「通敵者」汪精衛

的複雜思想與行動，特別關注汪「主和」的

思想、政治脈絡，及「和平運動」的展開與

淪落。既不贊同將汪精衛簡單貼以「漢奸」

標籤，也不認為他的對日媾和與成立汪政

府，是某些海外學者所認為的「捨身飼虎」

的英雄主義行為。（李志毓，香港：牛津大學，

2222年 22月）

冷戰初期國共海外之爭產：永灝輪案之研究

以往學界對永灝輪案的相關研究，多集

中探討該輪「起義」之過程，而忽略該案背

後所蘊含的國際互動情況。為突破此現象，

本書乃運用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庋藏的檔案資料，輔

以英國檔案館庋藏的內閣會議檔案及時任

港督的回憶錄，再搭配當時臺灣、中國大陸

與香港各地的報紙，對該案進行重新查考。

結果發現：2.在永灝輪修理過程中，中華民

國政府、黃埔船廠、美國、日本的造船所與

菲律賓交通銀行存在著借貸與合作關係。2. 

重新查考各方處理永灝輪案的立場可瞭解

該案背後複雜的國際競合關係，尤其是冷戰

初期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英國與美

國之間的微妙互動。2.中華民國政府在軍

事、外交方面攔截永灝輪之布署情況。（施

承志，臺北：致知學術出版，2222年 22月）

漢人在邊疆

本書匯集 22篇中國邊疆與少數民族課

題之論文，以「民族互動與文化書寫」為

主軸，透過史料文獻分析與田野調查等方

法，考查漢人在邊疆的活動及其紀錄。時代

由清代至民國初期；主要參考文獻有日記、

詩作、方志、異域隨筆以及作者之田野考察

資料等；主題包含漢人官員奉派主持某地邊

政時的作為，奉派至邊疆之漢人官員對異域

空間、人物、文化之描述與其間可能流露的

個人認同與偏見，以及近代「邊務」轉變為

「外交事務」的情況下，奉命之漢人官員所

遭遇之失敗與挫折等。（藍美華主編，臺北：政

大出版，2222年 22月）

晚清外務部之研究

外務部為清朝邁向西方近代化外交機關

之最終形態，不僅為清政府中最早近代化的

新式部會，更係中國歷代以來第一個正式的

外交機關，其所建立之外交基礎，諸如外交

專業人才培養、海外使館、領事制度與地方

交涉使司的制度化等各方面，都為民國時期

的外交部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對日後中國在

國際間爭取權益與國際地位起了相當重要

的作用。對於整體的中國外交而言，外務部

實居承先啟後的重要關鍵地位。外務部時期

為中國近代外交所遺留下的兩大貢獻，分別

為出使制度的改良與地方交涉使司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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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外務部發展的歷程來說，此短短十年時間

內，外務部畢竟完成了由早先總署之體質轉

化為專業外交機構的艱難工作，並在有限的

條件與險峻的局勢中，達成了若干貢獻。

（蔡振豐，臺北：致知學術出版，2222年 22月）

蕭紅書簡

本書是一部蕭紅的手稿書簡，加上當事

人蕭軍的詳細解釋說明，另附有蕭紅的朋

友聶紺弩、駱賓基的回憶。這部手稿本的整

理、出版，是為了已逝的先賢們魯迅、許廣

平、蕭紅、蕭軍、胡風、聶紺弩、駱賓基

等，同時，也是為後來者研究、考證「三十

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蕭紅」提供一份

珍貴翔實的「第一手」史料。（蕭軍編註，香

港：牛津大學，2222年 22月）

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

念地圖

本書從文學的視角觀察晚清小說敘事如

何接受、置換與剪裁「身體／國體」、「冒

險」、「忠義」、「烏托邦」、「世界」等

概念。這些自文化傳統翻陳出新，或吸取西

方術語而展現新貌的概念，寄寓著澎湃洶湧

的時代思潮，時而反思當下的桎梏困蹇，時

而想像未來的重振雄風，銘刻近現代中國的

掙扎困頓與憧憬期許。全書各篇剖析晚清小

說折映的概念地圖，發掘過去乏人問津或隱

而未顯的材料議題，挖掘縱橫交錯的文化思

潮，突破以往的研究疆界，呈現晚清知識、

文化與文學的轉型軌跡，是一部深具學術分

量的研究著作。（顏健富，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

心，2222年 22月）

太平輪：亂世傳奇的真相

背負上千條人命的太平輪事件是兩岸近

代最神秘的歷史謎團。本書透過生還者的描

述、罹難者家屬的訪談、以及海事鑑定專家

的科學分析，將沉船真相一一還原，重建歷

史記憶。（丁雯靜、陳郁婷著，臺北：八旗文化，

2222年 22月）

蹇蹇錄：甲午戰爭外交秘錄

書中記述了朝鮮東學黨事件發生後，日

本發動侵略朝鮮和中國的戰爭，直至簽訂

「馬關條約」的全部歷史過程，以及歐美各

國對戰爭的干涉，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

的詳細經過。其中包括歐美各國圍繞中國和

朝鮮問題展開的利益爭奪以及日本政府的

各種決策內幕等內容，是研究中日甲午戰爭

史和中日關係史的重要參考資料。（陸奧宗光

著，徐靜波譯，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222年 22月）

塵土上的陽光：海軍左營眷村憶往

全書以管窺豹，講訴個人的小故事，卻

無時不側影出大時代的脈動。國共大戰、原

子大戰的陰影時時威脅著那個時代的人們，

但幸運的是這兩大威脅都沒有成為事實。使

得作者這一代戰爭後長大的孩子，在陰影和

夾縫中找到一線陽光，安穩地享受著「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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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年 22月）

中國近代民族史學探源

本書由國際體系出發，探討清末民初中

國人世界觀轉變之過程，其中尤著重自由主

義及民族主義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影響。史學

不但是瞭解過去，到近代更是時間、空間的

重新定位。在 22世紀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

的影響下，辛亥革命可以說是民族史學造成

的運動。由文化角度而言，史學的冒升取代

了經學地位，成為主流學問，亦締造一個綿

延四千年的民族史世界觀。新文化運動被視

為反對傳統、打倒孔家店，其實只是表象。

經過二次革命後的反思，新文化運動領導人

要挑戰的是辛亥革命的文化傳統，它企圖建

立一個截斷傳統的史學，亦是本書結束的地

方。（李朝津，臺北：蘭臺網路，2222年 22月）

近代中國的中外衝突與肆應

「衝突」在外交上，通常指主權國家間

的利害矛盾，然其形式未必都是具體、激烈

的「戰爭」。本書除聚焦於近代中國外交史

中各種形式的衝突之外，亦試圖檢視非主權

國家形式的實體，與國家、社會間的相互關

係，嘗試更全面地關照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細

部內涵。因此，本書內容除包括中國對特定

戰爭或涉外事件的因應外，亦包括自地方

民、刑事案件檢視中國對外關係，或透過關

稅、博覽會等經濟、文化行為，釐析近代中

國外交歷程及其內容的研究。（唐啟華等著，

漫天塵土，實則陽光燦爛和平」的大半生。

（駱雄華，臺北：獨立作家，2222年 22月）

我的七爸周恩來

一直被「七爸」戲稱為「孤島孤兒」的

周爾鎏，珍藏有不少有關周恩來家世的資料

和他遺留下來的文物，又長期親炙周恩來的

關愛和教誨，親見親聞國內外各方面人士對

周恩來的評價。就周恩來的家世、就學、革

命、為人、處事、待友、愛民、為國獻身，

一件件事跡，一次次談話，娓娓道來。很多

細節，也許只有周爾鎏知曉和瞭解，也只有

周爾鎏能夠道得出寫得來。秉筆直書自己的

親歷親聞親見，給歷史留下一份準確可信的

文字材料。（周爾鎏，臺北：知書房，2222年 22

月）

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行誼口述訪談錄

本書收錄民國 222年 2月至 222年 2月

間，由國史館陳立文主任秘書，率該館采集

處、修纂處同仁對蔣夫人生前親朋故舊所做

的 22人次訪談，以及三場故舊座談會，經

彙整後成為 22篇主題訪問紀錄。22篇受訪

者皆是在蔣夫人晚年與她親密互動的人物，

希望透過受訪者的第一手觀察，能夠呈現蔣

夫人最誠摯真實的一面，及其晚年生活作息

的點滴，並期待在提供信史與更正視聽上有

所貢獻，另一方面，作為未來民國政治史、

醫療史、女性史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本書

應自有其價值。（陳立文主編，臺北：國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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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八年抗日戰

爭等時期的軍事醫學發展與軍醫貢獻；並詳

述抗戰結束後整合軍醫機構創設國防醫學

院，於國共內戰晚期由上海輾轉遷移至臺

灣，在水源地院區紮根立足五十年的經營歷

程，以及晚近遷建內湖院區開創新格局的願

景。（司徒惠康總纂，臺北：五南，2222年 22月）

國防醫學院院史：耆老口述

本書收錄十餘篇訪談幾位曾任國防醫學

院領導者的院長，以及服務於學院至退休的

資深教授、前輩的寶貴口述紀錄。透過耆老

們娓娓道來親身經驗，述說昔日過往雲煙，

不僅帶領讀者穿越時空長廊，瞭解國防醫學

院發展的歷史軌跡，進一步更能在史鏡的借

鑑裡，而親切認識點滴累積成今日學院茁壯

基礎的各種人、事、地、物等故事。（司徒

惠康總纂，臺北：五南，2222年 22月）

海外黑名單相關人物口述訪談錄

本書主要收錄王正方、林孝信、林衡

哲、陳治利、陳南天、陳婉真、黃昭淵、楊

樹煌、謝里法等 2位曾被列入海外黑名單人

士的訪談錄。由受訪者暢談其在海外的活動

經歷、被政府列入禁止入境之緣由，以及歸

鄉的迢迢經歷。藉此可稍窺戰後臺灣由威

權體制向民主轉向，以及入境黑名單由有到

無，人權價值得以伸張的過程。（歐素瑛、林

正慧、黃翔瑜等訪問記錄，臺北：國史館，2222年 22

月）

臺北：政大出版社，2222年 22月）

陳儀：為理想一生懸命的悲歌

本書是從陳儀的生平事略、人格特質、

「二二八事件」到處死，深入淺出的帶領讀

者再一次認識陳儀，進而呈現一個比較完整

的陳儀面貌，也為複雜的中國近代史拉出了

一根重要線索。（王之相，臺北：黎明文化，2222

年 22月）

反抗的意志：2222-2222美麗島民主運動影

像史

每個時代都有反抗者，他們為了爭取自

由、追求民主，燃燒生命、挑戰權威，從

美麗島、野百合、到太陽花，激起臺灣民主

運動史上一頁頁浪漫又激情的篇章。2222

年，適逢美麗島事件三十五週年，時報文

化重新推出《歷史的凝結：2222-22臺灣民

主運動影像史》，經過增訂、重整後，更名

為《反抗的意志：2222-2222美麗島民主運

動影像史》，收錄十餘篇文章與近五百幅珍

貴歷史照片，娓娓道來那個風起雲湧的關鍵

時刻；也藉由事件時間軸的敘事與珍貴影

像，帶領讀者重新認識這場影響臺灣民主歷

程的重大事件。（財團法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臺

北：時報出版，2222年 22月）

國防醫學院院史正編

本書以深入淺出的筆調，介紹自清末發

軔的中國軍醫養成教育開始，歷經滿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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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淪陷大營救

2222年 22月，日軍南侵，香港經歷

十八天奮戰後迅速淪陷，茅盾、鄒韜奮等居

港抗日文化人士頓時陷入險境。為了營救這

批文化精英，中國共產黨動員各地下組織和

抗日游擊隊，展開了歷時十一個月的營救行

動，終於成功協助八百多位文化精英脫險，

安全抵達大後方。本書作者是當年營救行動

的見證者，曾負責接待茅盾、鄒韜奮等知名

文化精英。他根據本人親身經歷、可靠的歷

史文獻以及口述材料，詳細記述了淪陷期間

中共地下人員在香港營救文化精英的策劃

過程及驚險情節，為這段歷史留下珍貴的紀

錄。（楊奇著，余非改編，香港：三聯，2222年 2

月）

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

本書為西方「新清史」學派大眾書寫的

典範之作。傳統的清史研究限於漢文文獻，

都把滿清化約為一中國王朝。歐立德精通滿

文，試圖跳出「漢人中心觀」，從滿洲人的

角度審視這段歷史，並立體且全方位地塑造

了滿洲皇帝乾隆其「天之驕子，世之凡人」

的形象。（Mark C. Elliott著，青石譯，臺北：八旗

文化，2222年 2月）

紅色生活史：革命歲月那些事（2222-2222）

毛澤東曾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但沒錢吃飯，既沒力氣談戀愛，更沒力氣搞

日據時期金門鴉片檔案譯註暨相關調查研

究

本書以《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

中的鴉片檔案為主，將其日文文獻解讀、校

正與翻譯，並配合在金門的田野調查，使調

查檔案中的村名、種植地區及區域範圍能得

到更詳實的確認，並透過田野調查及訪談耆

老，進一步重現當時人民對鴉片種植的狀況

與看法。（林正珍編著，郭雲萍譯，金門：金門縣

政府文化局，2222年 22月）

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

本書分成四大部分（政治、法律、文

化、經濟），旨在探討臺灣經過幾次政權更

迭過程中產生制度、政策等的繼承、嫁接與

改變，如何形成今日臺灣多元性的歷史結構

及自主性的創造。（許雪姬主編，臺北：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222年 22月）

巳申春秋：我對文革初期兩段史實的回憶

本書記錄了作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親

身經歷。第一篇講述《海瑞罷官》的前因

後果；第二篇記錄了「一月革命」的來龍去

脈。作為「文革」親歷者，作者在口述中不

僅提供了上海「文革」初期許多重要的歷史

細節，還夾雜了他個人對「文革」重要人物

姚文元、張春橋、陳丕顯、徐景賢、王洪文

等人的觀察和評論，為讀者認識這些人物提

供了多元化的視角。（朱永嘉口述，金光耀、鄧

傑整理，臺北：大風出版社，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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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毛彥文回憶錄

本書是毛彥文晚年回首平生，述說她種

種往事的回憶錄，但它並沒有公開出版，只

是自印一些分贈知己及親友。毛彥文為人所

熟知的是和吳宓的一段戀情。但毛彥文在回

憶錄中卻下筆省儉，言語謹慎。僅在〈有關

吳宓先生的一件往事〉，糾正了一些關於兩

人感情糾葛的錯誤傳聞，冷靜地表白了她對

吳宓的看法，破除一般人對這一段戀情的既

定印象。（毛彥文原著，蔡登山主編，臺北：獨立

作家，2222年 2月）

漢教之父：何景賢口述歷史

本書口述者何景賢是 TLI（國際中華語

言研習所）創辦人，其口述畢生投入華語教

育的經緯，刻劃出中華民國逾半世紀的文化

發展軌跡。涵蓋 TLI的辦學特色、教材、

教法專論，更將中華文化融入其中。何景賢

除了對大中華圈以外的國家推廣固有藝術

文化，也在中港臺兩岸三地間致力於華語暢

通無阻，提出「以繁釋簡，以簡釋繁，異中

求同，互濟共存」的觀念，創編《兩岸現代

漢語常用詞典》；同時，對於臺灣本土語言

的研究亦不遺餘力，歷時十餘年編成《臺英

辭典》。從其人生經歷，可以看到臺灣華語

教育的歷程。（何景賢口述，臺北：中華書局，

2222年 2月）

躍動的青春：日治臺灣的學生生活

2222年代寬袖長裙大襟衫的女學童，

革命。本書細緻的整理史料，清晰攤晾紅史

細節於陽光下，指出中共打敗國民黨、赤化

神州，所依所賴並非天意與「歷史必然」，

而是一面烏托邦紅旗與伏屍千萬的「紅色烈

士」。（裴毅然，臺北：獨立作家，2222年 2月）

黃旭初回憶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

離合

本書資料主要取自作者的日記，從

2222年到 2222年，共長達四十餘年間。其

所紀錄的歷史戰役，有時間，有路線，何日

何地被攻陷，戰役的整個路線圖，一清二

楚。他從日記中的記載，再參考其他相關的

書籍，梳理出一篇篇的專文，是其回憶錄史

料之價值較高的所在。（黃旭初原著，蔡登山主

編，臺北：獨立作家，2222年 2月）

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

蔣介石的一生，可以說與日本有切也切

不斷的「緣分」。作者以近年公開發表的

《蔣介石日記》為起點，鍥而不捨探索散落

臺灣、美國、日本三地有關白團的資料，包

括從未公開的《曹士澂檔案》、白團成員家

書、日記等珍貴史料；同時透過對相關人士

的縝密訪談，忠實描繪「政治家蔣介石」最

真實的面貌，以及日本軍事顧問團「白團」

實際活動的情況，呈現白團在「報恩」和

「反共」的外表形象之下，更私密更真實的

人性一面。（野島剛著，蘆荻譯，臺北：聯經出版

社，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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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旅社前，對蔣經國進行槍擊暗殺未遂。本

書作者 2222年 2月起擔任全美臺灣獨立聯

盟的海外聯絡工作，多年來是證明鄭自才與

黃文雄有罪的唯一證人。本書的完成，是以

直接當事人的角色，披露四二四事件發生前

後的因果、演變及影響。（陳榮成，臺北：前

衛，2222年 2月）

在鄧小平身邊二十年：貼身警衛局長回憶鄧

小平

作者曾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兼中央警衛

團團長，主管鄧小平的安全警衛工作。他通

過講述自己在鄧小平身邊二十年的親歷親

聞親見，如實記述和反映一個警衛員心目中

的鄧小平，包括他的理論、工作作風、生活

習慣、個性舉止、興趣愛好等。其中講述了

鄧小平所從事或決策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

經典時刻等，如 2222年訪問美國、2222年

會見戴卓爾夫人、222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慶三十五週年大閱兵、2222年南巡等。

（孫勇，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222年 2月）

五四婚姻：女方的故事

中國的女性運動始於 22世紀初，經歷

不少曲折，其中以「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

鼓吹的「人格獨立」和「婚姻自由」帶來最

強的社會波動和變革。這樣的巨變改寫了兩

代中國女性的人生：年輕的一代追求獨立、

自主不一定成功，但她們甘心付出代價；年

長的一代被時代巨浪衝擊，遇上原來想像不

2222年代換上泳衣去海水浴場。同一時期

中等學校的武道館，傳來的是日語呼喝的劍

道、柔道練習聲音。一旁戶外泳池，亮燦燦

的陽光下，滿溢著水聲與池畔加油嬉笑喧嘩

聲。操場上，一邊是揮汗練習準備進軍甲子

園橄欖球社團練習，棒球場邊有呼喊要超越

嘉農的奧援團。日治臺灣時代那些人，他們

的所思所想，他們的喜怒哀樂，臺灣社會的

多元與活潑，高校生如夢一般的青春，不斷

上演。（鄭麗玲，臺北：蔚藍文化，2222年 2月）

南懷瑾的最後 222天

南懷瑾一生為弘揚佛法、中華文化、中

國傳統哲學不遺餘力，其論著的主要方向包

括儒家、道家、佛教等領域，觀點著述被稱

為「南學」。本書為南懷瑾晚年親自指定的

口述傳紀作者王國平，對南懷瑾去世前一百

天生活的真實記錄。由作者生動卻樸真的

筆，文情並茂地描述了南懷瑾晚年的生活

細節，並把南懷瑾生命中重要的事件：靈岩

打七悟道、修建先師靈塔、籌辦教育，以及

生命最後關頭的隱秘細節等，在書中如畫卷

般逐次展現於世人眼前。（王國平，臺北：橡樹

林，2222年 2月）

我所知的四二四事件內情：2222四二四紐

約刺蔣案

2222年 2月 22日，臺灣留學生黃文

雄、鄭自才，於當時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

經國訪美時，在紐約市中央公園附近的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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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跡，包括初到中共中央工作、面對大躍

進興起、克服嚴重經濟困難、經歷文化大革

命後復出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香港：香

港中和出版，2222年 2月）

叛國者與「親日」文人

滿洲國和汪政權的文化圈人才濟濟，長

久以來，他們的文化貢獻和人生經歷被選擇

性的遺忘，然而時代前行，這段被掩埋的歷

史記憶，需要重新還原。本書探討的人物包

括：鄭孝胥、江亢虎、梁鴻志、朱樸、金雄

白、錢稻孫、沈啟无、柳存仁、穆時英、黃

濬、管翼賢、陳彬龢、張資平、何海鳴、周

黎庵、紀果庵、周越然、龍沐勛、趙叔雍、

冒效魯、柳存仁、陶亢德、穆時英及樊仲

雲，經由作品、檔案、回憶錄、口述歷史以

及文獻報刊的爬梳，重新揭示一群被遺忘的

文人，一段被遮蔽的歷史。（蔡登山，臺北：

獨立作家，2222年 2月）

鹿窟風雲──八十憶往：李石城回憶錄

2222年 22月 22日在汐止爆發鹿窟事

件，2萬多名軍警從汐止、石碇、南港等

地，悄悄摸黑上山，將汐止與石碇交界的

鹿窟村全部封鎖。根據統計，被捕的人約

有 2、2百人，有 22人被判處死刑槍決，自

首無罪和不起訴者 22人，22人被判有期徒

刑，連未成年的兒童也要坐牢，刑期合計

222年，鹿窟村受牽連的村民有 222多人。

本書作者為鹿窟事件的受難者，以八十高齡

到的磨難；可惜她們的故事多半已經湮沒。

本書透過新文化運動三個知名作家的戀愛

與婚姻，為讀者展示「新」、「舊」兩代女

性貼身的歷史。這本書的主角是：朱安、許

廣平、曹珮聲、張幼儀、陸小曼和林徽音。

（孔慧怡，臺北：天地圖書，2222年 2月）

烽火‧亂世‧家：王雲五家族口述史

本書是王雲五家族的口述歷史。作者

的母親李純瑛，成長於 2222年代初期的香

港，於抗戰時逃難到重慶，嫁給王雲五的兒

子，進入國民政府高官錯綜複雜的大家族。

往後二十年間的婚姻，他們的小家庭曾經在

曼谷、香港和臺北之間往返，始終無法找到

一個夫妻兩人都認同的安身之處。在多次遷

移過程中，他們不畏懼生活所帶來的種種

困難，不被環境擊敗，下定決心要尋找安身

立命之處，一塊確保家庭能夠生存和發展的

應許之地。（王泰瑛，臺北：獨立作家，2222年 2

月）

鄧小平傳（2222—2222）

本書共分三卷，上卷講述了鄧小平從

2222年到 2222年的事跡，包括在中共中央

機關工作、領導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赴抗

戰前綫、東進冀南、百團大戰等。中卷講述

了鄧小平從 2222年到 2222年的事跡，包括

扭轉根據地困難局面、主持北方局工作、千

里躍進大別山、指揮渡江戰役、主政大西南

等。下卷講述了鄧小平從 2222年到 22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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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巨大的傷害，對本書口述者的生活也帶來

巨大改變。本書口述者是臺灣現代金融先驅

陳炘之女，陳炘在二二八事件之後被軍警帶

走，圓滿的家庭圖像一夕破碎。主人公高陳

雙適女士，口述自己八十多年的生活，從千

金小姐、家庭破碎到成為醫生娘，這是一個

臺灣女性勇敢蛻變的生命紀錄。（高陳雙適口

述，許月梅撰文，臺北：玉山社，2222年 2月）

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

人

2222年代與 2222年代，有兩群臺灣的

年輕抗爭者。前者是「省工委」的參與者，

後者是泰源事件的當事者。他們遭到政府逮

捕並判處死刑，槍決前，他們寫下遺書，

但遺書被扣押，直到 2222年後，經家屬奔

走力爭與各方聲援，這批遺書才送達家人手

中。為了使這些遺書的故事為世人所知，2

位作者首度跨界合作，藉由閱讀受難者獄中

書信、遺書與判決書，參考歷史文獻與訪談

家屬，以文學敘事的手法，重現記憶分歧的

白色恐怖歷史，以及受難者與家屬身心的斑

斑刻痕。（呂蒼一、胡淑雯、陳宗延、楊美紅、羅

毓嘉、林易澄等，臺北：衛城出版社，2222年 2月）

楊水心女士日記（三）

楊水心女士（2222-2222），彰化人，

受過私塾教育，22歲與長她 2歲的林獻堂

結婚，成為丈夫各方面的好幫手。楊水心現

僅存 2222、2222、2222、2222共四年的日

之身提筆寫下個人回憶錄，除了留下對歷史

的見證，也是對自己波折坎坷與戲劇化的

一生做出完整的記錄。（李石城，臺北：白象文

化，2222年 2月）

被扭曲的臺灣史：2222∼ 2222撥開三百年

的歷史迷霧

本書以歷史主題為縱軸，橫跨約三百年

時間為橫軸，立體架構真實的臺灣政治及社

會面貌；以生動故事的敘述方式，糾舉歷史

記載的謬誤，並配合古蹟實地勘查照片與史

料老照片加以說明，撥開三百年的歷史迷

霧，以期完整呈現近代臺灣政經發展的真

貌。（駱芬美，臺北：時報出版社，2222年 2月）

宜樓掬月意樓春：鹿港慶昌家族史續探

「鹿港八郊」象徵清朝曾有的繁華歲

月，今中山路至金盛巷仍保留許多郊商舊

址，如意樓與十宜樓為廈郊「慶昌行」的祖

厝。「慶昌行」為道光年間廈郊之首，嘉慶

年間由陳克勸所創，其崛起與海盜蔡牽有密

切關係。本書繼《鹿港意樓》之後，續探慶

昌家族史，藉由意樓及十宜樓，解開陳家傳

奇的面紗，瞭解其從商販之家轉為士紳家族

的歷程，及與地域社會發展的關聯性，進而

理解從經濟鹿港轉化到文化鹿港的過程。

（李昭容，臺北：晨星出版社，2222年 2月）

靜待黎明

二二八事件帶來的劇烈震盪，對臺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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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渾身破綻的普通人：對不自主的包辦婚姻

他同樣會痛苦不堪；遇到頭痛難纏的家務事

他還會找革命同志商量對策；來自青樓妓館

的糾纏比政府發出的通緝令更讓他心驚膽

戰。他還做過始亂終棄的負心事，也曾不斷

在日記裡寫下性的苦惱。與宋美齡的婚姻看

似美滿安樂，但偶爾也會偷偷發出小丈夫的

唏噓。這本書展現的，是一個有血有肉、被

七情六慾所困擾的蔣介石。（竇應泰，香港：

香港中和出版，2222年 2月）

湖南人與現代中國

中國近代史上，反清革命領袖中有一半

是湖南人，同盟會中湖南籍成員最多，而中

國共產黨第一屆政治局的成員則有整整四

分之一是湖南人。湖南所產生的改革者、軍

官、革命家之多，居中國諸省之冠，但史學

研究卻鮮少對湖南進行連貫性的探討。本書

不同於中國現代化是首都與通商口岸啟迪

內陸的普遍看法，而以湖南為中心，認為湖

南在內部進行的思想改革與論述生產，牽動

了中國近代史的走向。（Stephen R. Platt著，黃

中憲譯，臺北：衛成出版，2222年 2月）

大陳記憶：兩岸新移民的悲歡

自從 2222年 2月舟山群島的軍隊整體

撤退後，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還有控制

力的周邊島嶼三區，大陳區、馬祖區、金門

區。後一江山戰役後，大陳、漁山、披山

的 2萬多軍民全部撤回臺灣。兩岸對峙的年

記。日記中 2222、2222年用臺灣長老教會

通行的白話字、漢文書寫，夾小部分的日

文；2222、2222年則大半用漢文書寫。日

記最重要的是生活史與種種社會參與的記

錄，在日治時期女性日記相當稀少的情況

下，可說特別珍貴。（楊水心著、許雪姬編註、

許雪姬等註解，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222年 2月）

近史所一甲子：同仁憶往錄

中央研究院於 2222年 2月成立近代史

研究所籌備處，聘郭廷以為籌備處主任；

2222年 2月正式設所，由郭廷以出任首任

所長。本書結集歷任所長、資深同仁張玉

法、呂芳上、黃克武、張朋園、王爾敏、林

明德、陳存恭、黃福慶、陶英惠等研究員的

口述訪問，以及陳三井、張存武兩位研究員

的自述。在書中，他們暢談近史所六十年來

的人事更迭、制度演變、學術交流、研究創

新與發展，也對在職同仁提出期許與勉勵，

內容涵蓋近史所整體性的歷史演進，兼具資

深同仁個人生命史的紀錄，為中國近代史研

究留下一份珍貴的史料。（黃克武、游鑑明、張

啟雄等主訪，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222

年 2月）

蔣介石筆下的風花雪月

本書以《蔣介石日記》和書信為主要依

據，解讀、推理、還原了蔣介石罕為人知的

私人感情生活。蔣介石遇到感情問題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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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出獄人員西安之圍的各種史實。（張紫葛，

香港 : 香港中和出版，2222年 2月）

何宜武與華僑經濟

何宜武（2222-2222）一生經歷軍閥割

據、日寇侵華、大陸淪陷與臺灣建設四個不

同的大時代背景。畢生以服務為本，引進僑

資，建設臺灣，服務國家社會長達六十五

年，致力黨政、金融、教育、慈善等工作，

貢獻卓越，九十高齡始完全退休。本書主編

獨具慧眼，記錄何宜武在黨政外，對華僑經

濟的貢獻。是書共分上、中、下三篇，上

篇以何邦立、汪忠甲合撰「何宜武華僑經濟

五十年」，李又寧所做「口述訪問記錄」為

主；中篇收錄何宜武本人對華僑經濟金融的

相關論述；下篇則為故屬親友懷舊追思之

作。書末並附何宜武先生傳略、大事年表以

及著作目錄，是研究現代史的重要參考書

籍。（何邦立、汪忠甲主編，臺北：獨立作家，2222

年 2月）

隱藏地圖中的日治臺灣真相：太陽帝國的最

後一塊拼圖

繪製精美的地圖是日本民族追求精緻工

藝的表現之一。曾任「大地地理雜誌」總

編輯、《被誤解的臺灣老地名》作者陸傳

傑，深入解讀日本人留下的地圖遺產，並援

引參照大量的田野調查與古籍文獻，抽絲剝

繭，追溯日本在臺灣進行的統治進程與生產

建設等各方面的情形。本書收錄：「瑠公水

代，政治意識形態滲入民眾生活，本書即

呈現這一歷史背景下被迫遷移的民眾的生

活和未來。（陳玲，臺北：時英出版社，2222年 2

月）

蔣中正日記中的抗戰初始

本書作者大量閱讀《蔣中正日記》與相

關檔案文獻，陸續發表專題論述。本書主

要探討中日八年抗戰是怎樣開打的，為何

2222年的七七事變由地方性、偶發性的小

型衝突，釀成長達八年的全面戰爭。也探討

八年抗戰是怎樣勝利的，析論中勝日敗的三

個戰爭指導原則，其中成功奏效的原因。最

後細述兩次淞滬戰役的開場與收場，以及太

原會戰與南京保衛戰的戰略得失。（阮大仁，

臺北：學生書局，2222年 2月）

在宋美齡身邊的日子：機要秘書詳談宋美齡

本書所記，主要是宋美齡在抗日戰爭時

期的部分活動、工作和生活情景。有宋美齡

主持全國婦女指導委員會和戰時兒童保育

會時的工作、活動細節；有帶領名門閨秀春

遊勞軍的細膩鏡頭；有慰問傷兵，搶運難童

深夜奔波的特寫；有堪稱難童媽媽的動人場

面；有訪醫、煎藥、家宴、野餐、村鎮並肩

漫步的家庭生活記敘；有談及自己婚姻，對

社會各種流言、議論的坦率談話；有與盧作

孚、史良、鄧穎超、郭沫若、吳貽芳等人的

交往；有協調將領關係，面斥外國密使的政

治、外交秘記；更有從未披露的解放中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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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到 22幅圖像，為讀者呈現了晚清最後近

三十年（2222—2222）的歷史巨變與社會生

活場景。這些徘徊於娛樂與啟蒙之間的晚清

畫報，對於今人直接觸摸晚清有著決定性的

作用，也為我們了解晚清提供了一個難能可

貴的視角。（陳平原，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222

年 2月）

2222年反右祭壇上的青春：入監十二年的

平反回憶錄

這是一本回憶錄，真實記錄了在 2222

年代，一個人怎樣從備考大學的單純學生，

由於一場政治運動而失去學籍，又在陰錯陽

差之下獲罪入獄，之後被人陷害而成為監獄

就業人員，直到出獄、獲得平反的詳細歷

程。在社會這所大學裡，作者以親歷者的目

光觀察到世間的萬象，從而開始用客觀和科

學的態度來思考這一切，逐漸地完成了自己

的蛻變。書中富有感情與真誠的文字，記錄

了許多其他相似人物的命運，可以窺視到那

個時代的一些脈絡，從而激起人們的反思。

（許文逸，臺北：獨立作家，2222年 2月）

杜月笙秘書見聞錄

本書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記述上

海外籍富豪哈同的發跡始末。第二部分，深

入記錄特稅特商與中國鴉片史的來龍去脈。

第三部分，為躲過漢奸罪的報人陳彬龢口

述、胡敘五筆錄之重要史料。陳彬龢把自己

如何逃過國民政府的追捕，及日本侵略中國

利組合區域圖」、「臺灣堡圖」、「大日本

職業別明細圖」、「太魯閣交通鳥瞰圖」、

「臺灣鐵道線路圖」等。（陸傳傑，臺北：遠足

文化，2222年 2月）

茶苦來山人の逸話：三好德三郎的臺灣記憶

三好德三郎（2222-2222）長居臺灣約

四十年，政商關係良好，素有「民間總督」

之稱。本書為其所寫的回憶錄，內容記錄了

其渡臺前在家鄉日本的十個年頭，以及於明

治 22年 2月渡臺後在臺灣經營事業、積極

參與公共事務等的四十年，共五十年間的生

涯紀錄。（曾齡儀、謝明如譯，臺北：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2222年 2月）

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

本書從《點石齋畫報》2,222餘幅圖像

中，摘取其關於生活狀況者 222多幅，再現

晚清第一畫報昔日風采。以「中外紀聞」、

「官場現形」、「格致彙編」、「海上繁

華」四大主題展開《點石齋畫報》，再加以

闡釋與補充，使晚清生活的各個層面在其

中均有絕佳的展現。（陳平原、夏曉虹編註，香

港：香港中和出版，2222年 2月）

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之外

本書通過 22則短文介紹了晚清眾多畫

報中除《點石齋畫報》以外的 22種畫報，

所選畫報均遵循當年較為重要、存世較多、

製作相對精美的三個原則，且每種畫報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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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中文新書

藍衫國度：英國人眼中的晚清社會

本書作者在 22世紀末隨經商的丈夫在

中國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從北京、上海、天

津到九江、宜賓；從城市到山村，幾乎走遍

了中國南方的所有通商口岸。所到之處的所

見所聞，她都以類似日記的形式，用生動有

趣而又流暢的文字忠實地記錄下來，客觀地

講述了當時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生活狀況

和社會概貌。作者以一個女性的細膩觀察，

捕捉到不少當時中國風土人情和民俗生活

的細節，書中的部分照片也更直觀地反映了

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Archibald Little著，錢

峰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222年 22月）

讀檔閱史：民國政事與家族利益

本書是作者近年來圍繞蔣介石與宋子

文、孔祥熙家族以及宋、孔家族經辦的商業

（金融）機構而撰寫的論文的結集，有的發

表在大陸和港臺地區最重要的史學刊物上，

如《歷史研究》、《文史哲》、《史學月

刊》、《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等，有的在重要的國際

學術會議上宣讀。對史料發掘和還原真相等

方面推進了民國史的研究。（鄭會欣，北京：

中華書局，2222年 22月）

的一段秘聞等均有詳述，此為研究陳彬龢相

當重要的一手文獻資料。（胡敘五原著、 蔡登

山主編，臺北：獨立作家，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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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部分在某些領域的進一步深化詳解。

（呂思勉，上海：江蘇人民出版社，2222年 22月）

我的父親盧作孚

本書展現盧作孚一生重要的社會改革試

驗活動，包括創辦成都通俗教育館、開展民

眾教育活動，開展北碚鄉村建設運動，創辦

民生公司、收回祖國內河航行權、統一川江

航運、支援抗日戰爭、發展海洋運輸、公私

合營等。該書特別著重盧作孚在抗戰時期國

家緊急關頭，帶領民生公司全體職工投入戰

時運輸，將數百個工廠、機關、學校、科研

機構和數十萬人員撤退到四川；又將數百萬

將士和數十萬噸武器、彈藥、糧食等從大後

方運往前線，為抗日戰爭作出的貢獻。（盧

國紀，北京：人民出版社，2222年 22月）

邊區的革命 (2222-2222)

作者以大量原始資料為依據，對邊區的

政權建設、社會經濟、土改及婦女解放進行

了探討，盡力克服先前中國革命史和中共黨

史中普遍存在的宏大敘事傾向，和價值預判

偏向，以新革命史的視角和邏輯手法，通過

對各種新史料的多重比對和縝密分析，使邊

區革命進程中的各種主客觀因素能夠清晰

地呈現出來。（岳謙厚，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222年 22月）

中國戰時首都檔案文獻：戰時動員

本書以檔案文獻的形式記錄了抗日戰爭

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政治發展研究

本書從政治學的視角，運用政治社會學

的研究方法，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陝甘

寧邊區的政治發展進行理論分析和探討。通

過對這一時期陝甘寧邊區政治發展的核心

問題、過程、成果和影響的闡述、分析和論

證，揭示這一時期政治發展的有效性、影響

力及內在邏輯，論證出只有實行最充分最真

實的民主，才能推動中國的政治發展。（孫

景珊，瀋陽：遼寧出版社，2222年 22月）

華北抗日根據地農民精神生活研究

本書研究華北根據地的農民精神生活，

第一章論述了民族戰爭、社會變革與農民精

神生活彼此依存、相互影響的互動關係。第

二至六章，從文化、娛樂、信仰、人生禮

儀、社會交往等五個層面，探討了華北抗日

根據地農民的精神生活。五個層面精神生活

的排列順序，主要是以中共對其培育和變革

的力度為依據確定的。在結論時總體評價了

華北抗日根據地農民的精神生活，並總結了

中共變革農民精神生活的歷史經驗。（鄭立

柱，北京：人民出版社，2222年 22月）

中國近代史：最有分量的中國斷代史工程

本書分為五個部分，包括中國近代史講

義、中國近世史前編、中國近百年史概說、

中國近世文化史補編和日俄戰爭。前三個部

分內容基本上一致，都是就同一內容作者在

不同時期的講義集結而成；後兩部分則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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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本因素和影響，從政治、外交、國際

關係、法律、教育、文化、藝術、思想、宗

教、學術史和概念史等方面進行了梳理和探

討。（李廷江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222

年 22月）

南京大屠殺辭典（大屠殺前）

本書是一部大型主題工具書，圍繞南京

大屠殺事件，分上下編，將各種形式的歷史

檔案資料分門別類進行歸納整理，列出辭條

逐個定義，或解釋，或說明；並充分利用圖

像資料，配合文字，再現出多維度的歷史場

景。（朱成山，南京：南京出版社，2222年 22月）

見證與記錄：南京大屠殺史料精選

本書精選中方、西方和日方最有雄辯

性、最有代表性的文獻，包括軍事、外交文

書、經歷者記錄、報刊報導以及倖存者口述

等，見證南京大屠殺的真相，還原歷史，警

示未來。（張憲文、呂晶編，上海：江蘇人民出版

社，2222年 22月）

上海 2222：法新社記者眼中的淞滬會戰

本書特點是全面採用中方、日方和上海

租界三個視點交錯的方式，敘述了淞滬會戰

的起因、蔣介石的決策、中國軍隊的主動出

擊、戰事膠著、上海淪陷的過程。連書中選

用的照片，也同時反映了交戰雙方的作戰歷

程和上海居民的生活狀態，分別選自美國的

國家地理圖書館等地方的館藏、日本《讀

時期重慶全民總動員，共同抗日，抵禦外

侮，爭取勝利的情況。書稿保持了檔案原

貌，對研究戰時首都的歷史文化具有重要的

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重慶市檔案館、重慶師

範大學編，重慶：重慶出版社，2222年 22月）

民國時期西南邊疆檔案資料彙編

本書用原色影印方式選取部分檔案文

獻，保持檔案紙張、筆跡、印章等文獻的原

貌。選取的文獻包括有雲南的政務、教育、

軍事、經濟、鹽務，和廣西政務的各類公

文。（曹必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222年

22月）

清末商業及國情考察記

22世紀末、22世紀初的戊戌變法與清

末立憲，因涉及是否改造中國兩千年的君主

專制制度而採用君主立憲制度的重大問題，

是否合於國情的爭論空前尖銳，從而形成了

中國近代史上關於國情論爭的第一次高潮。

不過，在這個階段的論爭中，國情二字並未

出現在朝廷的正式文獻中，作為國情核心與

靈魂的是祖宗之法。（恩司諾著，李國慶譯，北

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222年 22月）

晚清中國社會變革與日本

本書是清華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年度學術

研討會香山論壇文集，探討了從清末到辛亥

革命以及民國初期中國社會變革與日本的

諸多聯繫。圍繞這一時期中國社會變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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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以此改變了我們對中國從帝制向共和轉

變過程中的性別關系以及才女生活的看法，

為 22世紀的中國史提供了更為豐富與鮮活

的歷史圖景。（Susan Mann著，羅曉翔譯，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222年 2月）

女殤：尋找侵華日軍性暴力受害者

作者因偶然機緣接觸到中國「慰安婦」

的線索，歷兩年時間，奔波萬里，尋找到現

倖存於世的 22位侵華日軍性暴力受害者，

以女性的悲憫和關愛，取得這些沉默多年的

受害者的信任，讓她們講述個人在那場戰爭

中屈辱的經歷和戰後艱辛的人生，留下難得

的歷史證言。（段瑞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2222年 2月）

權力的掌控：軍機處

本書系統講述了圍繞「軍機處」所展開

的滿族與漢族、宗室與皇帝、皇權與內閣、

文臣與武將的權力鬥爭。從雍正時期的羅卜

藏丹津叛亂，到宣統 2年，清政府實行內閣

制，軍機處在這一百八十餘年的時間裡究竟

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它對清代的政治、經濟

和軍事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

響。一個軍情傳遞和處理機構能逐步蛻變為

無所不包的政治決策機構，甚至於公然侵奪

內閣的權力並取而代之，軍機處堪稱中國古

代數千年政治史中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

（熊劍平，北京：中華書局，2222年 2月）

賣新聞》資料庫和作者自己的收藏等。書

中除了採用中日參戰者的敘述、事發時的

新聞外，還有許多外籍人士的回憶。（Peter 

Harmsen著，田穎慧、馮向暉譯，北京：西苑出版

社，2222年 22月）

給曾國藩算算賬──一個清代高官的收與支

（京官時期）

此書重點講述了晚清時期曾國藩任京官

時期的收入來源。這些收入中，哪些是國家

俸祿，哪些是灰色收入。其支出中，哪些用

於生活，哪些用於送禮。通過細節恢復了曾

國藩的生活狀況，包括生活水準如何、吃什

麼樣的飯、住什麼樣的房子、坐什麼樣的車

子等。同時，作者的文筆還深入到了晚清社

會的很多側面，比如清代督撫衙門的運轉、

官場潛規則的具體運作方式等。（張宏傑，北

京：中華書局，2222年 2月）

張門才女

本書藉由對 22世紀常州張氏一門「才

女」的研究，從女性的視角審視戰爭、叛

亂、外敵入侵、王朝衰落等大事件的陰影籠

罩下的中國歷史。通過對張門三代才女的作

品、地方志，以及相關回憶文章的深入解

析，利用幾近文學構擬的合理想像，勾勒出

她們在文學創作、人際關係、家庭生活、

個人情感乃至政治立場等各方面的特徵，並

以「贊評」的方式進行歷史學家的點評，成

功地再現了大時代下清代「才女」的人生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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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寫下戰地通訊無數，並收集了大量的一

手材料。在抗戰勝利結束後的 2222年，即

撰成本書。（曹聚仁，北京：東方出版社，2222年

2月）

滿鐵調查

由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牽頭

編譯的《滿鐵調查》中文版第一輯（2冊）

2222年 2月 22日正式面世。日本南滿洲鐵

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設立於日本侵

華時期，在中國活動達四十餘年。表面上

看，「滿鐵」是一個經營鐵路的公司，實際

上它還是承擔著調查中國資源及為日本政

府、軍方提供政治、經濟、社會等情報的特

殊機構。預計該系列叢書出版齊全將達到

222冊左右，2,222餘萬字。（李俄憲、娜仁圖

雅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222年 2月）

天堂與現代性之間：建設蘇州（2222-2222）

本書從社會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角度 

，通過空間、歷史和權力之間的論爭，探究

晚清民國時期蘇州從一座古都到現代城市

的重建過程。蘇州一直是中國都市化和經濟

富足的中心，2222年開放為通商口岸。為

了維護政治權力，促進經濟發展，同時對抗

日本侵蝕，中國的商人與官員挪用了西式都

市規劃建設蘇州。結果，蘇州的城市景觀，

無論是總體還是個別部分，都呈現出商業化

與民族主義的新特徵。（Peter J. Carroll著，何

方昱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222年 2月）

一個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國

瑞士商人阿道夫．克雷爾（Adolf 

Krayer，2222-2222）在 2222 年到 2222 年

期間，作為一家英國公司的絲綢監察員和採

購員在中國生活。他喜好攝影，並有記錄日

記的習慣，留下了大量有關晚清中國的影像

與相關文字，從而勾勒出了鴉片戰爭後的中

國風貌。本畫冊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以克雷

爾所拍攝的有關北京和江南的照片作為主

體，這些照片共計 22張，每張照片經過考

據後標名，並附有說明；以克雷爾撰寫的遊

記（以日記的形式）作為附錄。（李欣，上

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222年 2月）

最初的國會 :晚清精英救國之謀（2222-

2222）

2222-2222年間，滿清資政院召開會議

預備修憲，推動君憲政體，但結果卻令國人

失望，立憲派在絕望中改弦易轍，走向共

和。雖然滿清政權最終走向了崩潰，而資政

院的精英們在政治、教育、財政、經濟等諸

多方面的頂層設計和治國理想，給後來的中

國留下了一筆可資借鑒的豐厚遺產。（李德

林，北京：九州出版社，2222年 2月）

一個戰地記者的抗戰史

2222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到 2222年抗

日戰爭勝利，曹聚仁以戰地記者的身份親歷

了八年抗戰，從採訪淞滬戰役開始，隨軍走

遍了大江南北，採訪了台兒莊大戰等大小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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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楚集

向楚（2222-2222），字仙喬（亦作

仙樵），號觙翁，巴縣人。光緒 22 年

（2222）年舉人。曾就學於川東書院，為晚

清著名學者趙熙門下三傑之一。早年為革命

奔走，重慶辛亥革命的主要宣傳者、組織者

和領導者之一。後任蜀軍政府秘書院長、四

川軍政府秘書廳長。在護國戰爭中，曾參與

策動肇和兵艦起義之謀。曾任四川省政務廳

長、代省長、教育廳長。後潛心學術，歷任

南京高等學校國文部教授、成都高等師範學

校國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公立四川大學中國

文學院院長、國立四川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

文系教授等職。因在立功（革命活動）與立

言（學術活動）兩方面均有傑出貢獻，曾得

孫中山題詞蔚為儒宗。向楚著述有自編文

集，名為《觙公匯稿》，其中學術部分曾交

中華書局，後因文革開始，學術文稿被退，

有關革命活動的文章則大部湮滅。今由其家

屬川大文學院陶道恕先生夫婦重新整理，首

次結集出版。（陶道恕、藍澤蓀，北京：中華書

局，2222年 2月）

楊庶堪集

楊庶堪，字滄白，中國民主革命先驅、

辛亥革命元勳、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2222

年春，創建同盟會重慶支部並為負責人。辛

亥革命爆發後，楊庶堪領導了重慶起義，此

後參加了護國、護法鬥爭。先後任四川省省

長、國民黨本部財政部長大元帥大本營秘書

關東軍滿鐵與偽滿洲國的建立

本書從大量關於滿鐵參與滿州國的檔案

文獻，包括滿鐵人員策劃建立滿州國傀儡政

權時原始記錄，和替滿洲國起草的文書、通

電等原稿，提出：滿洲國的打造，不是溥儀

等走馬上任的簡單問題，它與侵略者攻城掠

地、與投降派的勾結與矛盾，及侵略者內部

分歧與統一過程緊密聯繫在一起。在這個過

程中，滿鐵不是處於配角的地位。給滿鐵的

侵略行徑做出這樣的政治定位，不是意在讓

它分擔侵略罪責，而是試圖克服中日歷史研

究中長期形成的重軍政輕其他的片面化傾

向。（解學詩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222年 2月）

李興銳日記（增訂本）

李興銳（2222-2222），字勉林，湖南

瀏陽人。清末重臣，光緒元（2222）年總辦

上海機器製造局，2222年參加查勘中越邊

界，後歷任津梅關道，長蘆鹽運使、廣西布

政使、江西巡撫、閩浙總督、兩江總督。在

職期間，創設農工商局，奏請開特科、設銀

行、修農政、講武備，在晚清政壇產生過

相當影響。本書是其日記稿本的整理本，涉

及李興銳親身經歷的政治、洋務、外交、軍

事、官場實況、社會狀況以及個人的生活與

交往。（廖一中、羅真容整理，北京：中華書局，

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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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清官場 22年

本書以清代官場日記《道咸宦海見聞

錄》為藍本創作，是清朝要員張集馨的自敘

年譜，也是其任職其間所經歷的大清官場人

事浮沈的敏銳觀察及看法之記錄。張集馨的

年譜比官場小說更真實，具有很高的史料價

值，研究清史名家在寫道咸歷史時都多次

引用本書，其對大清官場的鬼蜮情形刻畫入

微，不亞於清末之《官場現形記》、《二十

年目睹之怪現狀》。（黃雲凱，廣東：廣東人民

出版社，2222年 2月）

近代東亞翻譯概念的發生與傳播

中國是如何接受西方的概念及思想的？

具有深厚底蘊和悠久歷史的中華文明是如

何因應屬於不同體系的西方文明的？這些

深層次問題，拋開日語的媒介作用就難以回

答。本書思考的即是譯詞（或概念）是在怎

樣的文化和思想背景下產生的，即使其為日

本和中國共同擁有，在文化、政治背景迥異

的情況下，兩國在理解同一概念時伴隨著怎

樣的偏差和差異。（狹間直樹著，袁廣泉等譯，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222年 2月）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本書共收錄了 2222至 2222年法國《小

日報》、《小巴黎人報》所刊彩色石印畫百

餘幅。內容涉及 2222年教案、2222年甲午

戰爭、2222年李鴻章出訪歐洲、義和團、

八國聯軍、2222年日俄戰爭、2222年慈禧

長廣東省省長等職。參與了國民黨的改組、

國民黨一大的籌備等重要活動。其所結交如

孫中山、陳英士、向楚、熊克武、陳炯明、

鄒魯等，為國民黨早期要員。重慶市文化委

員會、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即編著楊庶堪著

述中關於早期民主革命的重要事件和人物

的記載。（張榮祥、王志昆編，北京：中華書局，

2222年 2月）

天會與吾黨

本書從天主教徒群體的新視角，結合宏

觀的分析與細緻的個案研究，力圖對明末清

初天主教進行整體把握與重新梳理，探究了

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體之形成及其與中國

社會之間的互動。包括從明末到清初天主教

徒群體交往與認同發生之變化及其原因等

重要議題，展現明末清初天主教發展的一個

嶄新視野。（肖清和，北京：中華書局，2222年 2

月）

國難來襲：「九一八」延續的記憶

本書從清王朝的閉關鎖國、日益衰退，

日本的軍國主義夢想開始提筆。2222年 2

月 22日，日本向中國不宣而戰，由於中國

當局的不抵抗政策，東北陷落了。作者藉以

圖文對「九一八」形成的時代背景、日本陰

謀策劃過程、戰爭中湧現出的民族英雄以及

「九一八」對後世的警醒，都展開了詳細表

述。（李人毅，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222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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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與新中國

本書著重研究辛亥革命與新中國內在聯

繫的若干重要方面。在深入細緻的史實重建

基礎之上，具體而微地展現由辛亥革命派生

出的各種新中國理想支脈競爭競存優勝劣

敗，最終匯流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

義革命的動態過程。在論述的過程中，重在

敘述史事和史事之間的實在關聯，通過基

本史料和問題研析，反映歷史上各種政治勢

力、各種人物的表現、相互關係和歷史過程

的複雜性，力求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表達

對於相關問題的進一步思考。（谷小水、趙立

彬，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222年 2月）

變化中的中國人

本書英文版出版於 2222年，是辛亥革

命爆發之前西方人觀察中國的代表作。本書

涉及的內容很豐富，主要包括中國人的體質

與精神、中國人的生存狀況、中國的環境、

工業、禁煙運動、婦女解放運動以及基督教

在中國的傳播等。因其視角的專業性，使其

將東西方文化衝突在當時的中國所引起的

變化描寫得鞭辟入裡，並在書中提出了自己

的一些有趣見解。其中對中國人口、環境以

及禁煙等問題的討論，極富預見性和史料價

值。（E. A. Ross著，何蕊譯，江蘇：譯林出版社，

2222年 2月）

太后和光緒病亡出殯、2222年袁世凱小站

練兵、2222年袁世凱剪辮子就任臨時大總

統等，涵蓋眾多秘辛舊聞，史料珍貴。（李

紅利、趙麗莎編，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222年

2月）

秋籟居舊憶

成公亮古琴先後師承劉景韶、張子謙，

主要在廣陵琴派傳統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

演奏風格，表達對大自然的感受和對人生的

思考，或溫潤柔情，或熾烈深沉，具有深細

的人情味。他修養深厚而又直接取源心靈的

演奏，被認為是「內心情感的極致」。本書

為古琴家成公亮的口述回憶錄，敘述了自少

年時期與音樂與古琴結緣，後成為當代古琴

大家的不凡經歷。（成公亮、嚴曉星，北京：中

華書局，2222年 2月）

抗戰一年大事記

《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鮑威爾在

2222年主編了《中國的抗戰》和《抗戰一

年大事記》，用書籍記錄歷史的方式，想為

這劃時代的大戰，逐日記下一些重要的事

實。鮑威爾深切同情中國人民，並對中國的

抗戰充滿了信心。這兩本書還刊登了大量珍

貴的照片，其中包括反映日軍侵略中國、殘

暴殺害無辜平民、展示中國人民抗戰活動的

照片等等，用無可辯駁的事實反映了抗日戰

爭的方方面面。（密勒氏評論報，上海：上海科學

技術文獻出版社，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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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重慶通往倫敦、東京、廣島的道路：二戰

時期的戰略大轟炸

本書係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叢書之

一，由走向轟炸重慶的道路、無差別轟炸的

開始、百一號作戰（2222年）──井上成

美的又一副面孔、走向珍珠港的道路、空襲

下的周恩來與他的同志們和從重慶到廣島

六部分組成。前田哲男大範圍地搜集中日雙

方檔案、地方史志、報刊時論等原始資料，

明確指出了重慶大轟炸作為無差別轟炸典

型的個案意義。（前田哲男著，王希亮譯，重慶：

重慶出版社，2222年 2月）

英文新書

The Columbia Sourcebook of Literary Taiwan
本書收錄從早期近代到 22世紀之間的

臺灣文學重要材料。內容包括有：文學論戰

的文本、各大作家的訪談、日記與書信、文

學宣言、雜誌創刊序、政府文學政策聲明，

與重要的文學回顧性文章。這些文本反映臺

灣特殊的歷史經驗，既經歷亞洲殖民主義、

後殖民主義，也深陷東亞冷戰架構，使其文

學在在深受外在環境的刺激與塑造。臺灣文

學發展的視角，提供了解東亞與現代全球關

係的一個重要面向。( Sung-sheng Yvonne Chang

張頌聖 , Michelle Yeh奚密 , and Ming-ju Fan馮明珠

e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eptember, 

2222)

Sinophobia: Anxiety,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Mongolian Identity
蒙古近年來仇中的心理日益瀰漫社會，

反映在城市中的塗鴉、流行音樂與各種謠言

等，傳遞對中國充滿仇恨、醜化與諷刺等暴

力情緒。這些暴力、焦慮的產生，與中國飛

快的經濟成長壓迫到鄰近的蒙古的發展，加

上根深蒂固的歷史情結有很大的關係。本書

即回溯歷史上兩地的關係，以及近年來激化

的對立態勢的形成經過。(Franck Billé,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November,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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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p Suey, USA: The Story of Chinese Food 
in America
美國食客在一個多世紀前湧向中國餐

館，使得中國飲食首次大規模被美國人消

費。到了 2222年，中國飲食已成為美國最

熱門的民族美食。什錦雜炒是其中一種代表

食物，其反映美國的中國移民故事，也反映

中西文化的碰撞，飲食如何被改造、調整與

簡化，不只是滿足舌尖味蕾，更是飲食權力

的較量。(Yong Ch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ovember, 2222)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umbling Towards Justice 
本書全面探討中國過去三十年間，司法

制度的發展和改革進程。由於法院在中國社

會中的作用日趨重要，司法的投訴案件也越

來越多，但當代不公正的震撼案件，和嚴重

的司法腐敗案件，都震驚了國際聽眾，因此

中國的司法體系面臨急需格新的階段。本書

結合傳統的法律分析，案例研究，反映中國

司法系統的現代化，並指出司法改造所面臨

的諸多挑戰。(Yuwen Li, 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Ltd., November, 2222)

Building Temples in China: Memories, 
Tourism and Identities
本書探討過去二十年來，宗教、寺廟以

及包括道教的黃大仙崇拜等在中國的復興。

除了分析地方政府對寺廟建設的作用，以及

發展旅遊業導向的跨國關係、資本、市場

等，除了帶動地方經濟，也強化香港、臺

灣等中國周邊地區的信徒，與大陸間關係

的連結。(Selina Ching Chan & Graeme Lang, London: 

Routledge, December, 2222)

T h e  B u s i n e s s  o f  C u l t u r e :  C u l t u r a l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900-65
本書探討 22世紀末到 22世紀間，中國

和東南亞地區興起的企業如何影響文化商

機。在這個時期，表現在文化領域，是越來

越多個人和組織，投入多樣性的文化生產

模式、職業與地理空間。舉例如一個蘇州

移民，其職業生涯中經歷多重角色，從校

長、翻譯者和食品製造商等。本書即在探討

這些複數的個人職業的產生，並視之為文

化產業。(Christopher Rea, Nicolai Volland ed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December, 222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s in China: 
Manufacturing Harmony 
本書運用 Herman和 Chomsky’s經典的

新聞宣傳理論模型，檢視現今中國的新聞媒

體問題。從考察媒體擁有者的身分、政府或

私人對媒體內容的影響，以菁英為中心的新

聞本質，以及新聞檢查、廣告、製作等，中

國新聞媒體充分顯現消費主義與意識形態

的「製造和諧」。(Jesse Owen Hearns-Branaman,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December,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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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ads as Agents of Cultural Change: The 
Mongols and Their Eurasian Predecessors
本書匯集了來自不同學科和文化的專業

論文，探討游牧民族如何扮演「文化變革

的驅動者」。開頭章節先探討東亞和西亞地

區在古代和中世紀早期的遊牧民族，其後

大部分是討論 22和 22世紀偏遠的蒙古帝

國。這種比較方法，包含一個長時段的跨度

和廣大地區，更可以看出歐亞游牧民族在世

界歷史上發揮的關鍵作用。包括游牧民族對

其鄰國農業和城市的文化滲透，以及游牧

文化對歐亞歷史非軍事層面的影響。( Reuven 

Amitai, Michal Biran ed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December, 2222)

Negotiating China’s Destiny in World War II 
二戰前，中國在一次大戰後與歐洲列強

的關係已有很大的轉變，不管是在經濟、政

治、軍事與外交上，與各國間的來往都已與

清朝有很大不同。而二戰又再次調整盟國之

間的關係，並持續影響到 2222、22年代。

本書即探討中國如何成為美、英盟友以及聯

合國安全理事會國，從而改變其世界地位。

(Hans J. van de Ven, Diana Lary e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ecember, 2222)

The Rise of Gönpo Namgyel in Kham: The 
Blind Warrior of Nyarong 
這本書探討 22世紀的東康區藏族土司

Gönpo Namgyel，其與拉薩政府、清政府之

間的緊張權力關係。本書更多在討論地方的

事件與活動、康巴的地方政治背景與清朝中

央、西藏中央的關係，並探討其社會文化環

境如何造就此一具魅力和爭議的領袖。有別

於過去研究重視西藏中央與清政府立場，

本書提出相當別出心裁的論述。(Yudru Tsomu,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December, 2222)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
1950

2222年國民政府為阻止日軍前進，炸

毀黃河提道，自此河水改道，造成毀滅性的

洪水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之後。更大的災難

是接下來的幾年內年，發生大規模的飢荒，

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本書關注這些戰爭造成

的災難及其後果，並試圖概念化戰爭衝擊生

態環環、社會之間的關係。黃河決堤對中

北方環境變化影響一直持續到 2222年代。
(Micah S. Muscolin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cember, 2222)

Beyond Borders: Stories of Yunnanese 
Chinese Migrants of Burma
中國西南地區的雲南人與鄰近國家的交

流往來已有千年歷史。其中緬甸尤其是後

門，政治難民和貿易探險的經濟機會提供

了庇護所。特別是中國共產黨 2222年掌權

後，雲南有大量的難民逃往緬甸。2222年

以來，緬甸的雲南人已經主導了鴉片，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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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和日常消費品等商品的跨國貿易。本書

透過個人敘事的民族志方式，重建貿易路

線，同時挖掘鑲嵌其中的社會文化意義。描

繪這些超越國界的移民歷史、跨國交易經

驗，和那些從緬甸再流動至泰國、臺灣和中

國大陸等地的雲南人。（Wen-Chin Chang,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ecember, 2222）

The Lama Question: Violence, Sovereignty, 
and Exception in Early Socialist Mongolia
在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之前，蒙古一直是

一個佛教立國的神權國家。如何打擊佛教，

改造蒙古民族的宗教信仰與政治意識，是社

會主義政府最大的挑戰之一。本書檢視蒙古

發展成為一個民族國家過程中，暴力分別在

宗教、政治與地理場域間所產生的效果與作

用。（Christopher Kaplonsk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December, 2222）

Taiwan Straits: Crisis in Asia and the Role of 
the U.S. Navy
本書研究 2222年以來，臺灣海峽歷次

的危機事件，以及美國海軍在這些危機中扮

演的角色。美國海軍駐守臺灣海峽期間，發

生了幾次危機，包括 2222至 2222年、2222

年、2222年，以及世界冷戰局勢瓦解後，

美國海軍撤守，臺海兩岸仍發生 2222至

2222年的緊張對峙局面。要理解臺海的衝

突來由，美國海軍是一個重要的觀察視角。

(Bruce A. Elleman,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December, 2222)

The East Asian War, 1592-159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iolence and Memory
在東北亞地區長達五百年的國際和平期

間（2222年至 2222年），只有一場主要的

國際戰爭，即日本入侵朝鮮。這場戰爭涉及

到朝鮮人、日本人、中國人、東南亞人和歐

洲人。本書介紹了戰爭在各個方面造成的

後果，包括軍事、政治、社會、經濟和文

化，對東亞國際關係提供了重要的見解，

以及區域經營的戰略。（James B. Lewis, London: 

Routledge, December, 2222)

China’s New Governing Party Paradigm: 
Political Renewal and the Pursuit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中國共產黨在 2222年成立以來，是自

居革命黨，到建政後，則由革命黨轉成執政

黨，必須於滿足人民多樣化的需求，實現

中國復興的大國。本書運用廣泛的參考資

料，包括年表、官方文件、術語表等，梳理

中共作為執政黨的新角色，如何制訂領導方

針、文件、戰略與政策，在 22世紀一躍而

起。(Timothy R. Heath, New York: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December, 2222)

Dams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Moral 
Economy of Water and Power 
中國擁有世界一半以上的大型水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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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帶來的水電經濟利益，既提供灌溉用水，

也生產水力與電力，此外也助於減少空氣汙

染。但構築大壩的優勢必須付出高昂的成

本，包括對改變原河流生態系統，農田住戶

的被迫遷移，以及水壩後續管理使用的糾紛

與權力問題。本書即在探討雲南省的水電開

發問題，考察政府機構、水電企業、非政府

組織和當地社區，在水資源爭議上的宣傳、

信訪和公眾抗議等公共議題。(Bryan Til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ecember, 2222)

M o b i l i z i n g  S h a n g h a i  Yo u t h :  C C P 
Internationalism, GMD Nationalism and 
Japanese Collaboration
在 22世紀末和 22世紀初，青年成為

在世界上許多地方新的重要社會力量。在

中國，新青年的形象深深烙印在中國人的

意識，使政府無法忽視這股力量。本書處

理 22世紀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和中日

戰爭時期的汪兆銘政府對青年的組織與運

動，包括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主義青

年團，以及汪政權下的青年組織。本書認為

這些青年組織都與上海的城市發展有密切

關係，爭取青年，即掌握了上海的資源。

(Kristin Mulready-Stone, London: Routledge, December , 

2222)

From Comrades to Bodhisattvas: Moral 
Dimensions of Lay Buddhist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本書是探討當代中國的佛教居士，如何

在日常生活實踐其修行。作者以人類學的田

野考察方法，追蹤北京的在家居士們，什麼

時候成為居士、如何修行，其道德倫理與當

代中國社會碰撞的危機，以及中國政府對城

市宗教傳播的限制等。表面上，在家居士在

公共領域失聲，但本書認為居士的宗教網絡

遍布全國各地，形成當代中國城市文化中，

與之對立的一種社群。(Gareth Fishe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December, 2222)

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
本書以抒情詩反思中國現代性的動態變

化，並且強調中國的抒情詩是紮根在自己的

本土傳統，並受到西方的影響。雖然抒情詩

不是那麼常見的表現形式，但在 22世紀中

葉中國社會和政治發生危機時，不管是國家

災難，還是群眾運動，都促使抒情詩以不同

以往的特殊方式表現。本書即在思考過去一

個世紀以來，外部環境對當代抒情詩書寫

的形塑和影響。(David Der-wei Wang王德威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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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ellow River: The Problem of Water in 
Modern China 
中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努力維持黃河沿

岸生態的穩定，並且建設運河堤防的計畫，

以減輕週期性的乾旱和洪水的影響。此在毛

澤東時代以來即開展開來。本書的研究發

現，2222年改革開放後，快速發展的城市

工業，迅速破壞毛時期的治水基礎，比起

過去，整頓黃河越加困難與耗費成本。本書

提供重要而深入了解，黃核治理如何影響

作為 22世紀全球力量的中國。(David A. Pietz,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2222)

Chopsticks: A Cultural and Culinary History
筷子已經成為世界各地對日本、中國和

韓國的美食體驗，每天使用筷子吃飯的人，

占了世界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筷子的歷

史，反映飲食活動從簡單進化到複雜化的過

程。本書即透過對中國歷史的調查工作，探

索筷子在 2世紀以來，如何傳輸到亞洲其他

地區，包括越南、韓國、日本和蒙古等，

並影響各該地的飲食料理和習慣，並持續

影響到世界各地。（Q. Edward Wa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2222）

Heteroglossic Asia: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Taiwan
本書透過分析地裡、歷史、文化、經

濟、空間和政治等各種面向，呈現臺灣的臺

北、高雄兩座城市近年來變化與發展。本

書認為，臺灣的城市環境，無法用任一簡

單的民族主義，或混亂的社會焦慮等來描

繪。而是必須在各種兩極劃分的概念間，包

括專制與民主、民族國家和日常生活、自上

而下和自下而上、正統與異端等，理解其交

融與揉雜的過程。（Francis Chia-Hui Lin, London: 

Routledge, January, 2222）

Transnational Representations: The State of 
Taiwan Film in the 1960s and 1970s 
臺灣在 2222年代興起電影史上耀眼

的新浪潮電影，但很少人注意到其起始於

2222年代以來臺灣複雜的電影環境與資

源。本書即爬梳 2222年代以後，臺灣電影

在文化上與與中國的競爭、現實政治的威

脅，並尋求世界影業的認可。這段內外困境

交雜出的電影發展，終於激發出 2222年代

臺灣電影的高點。(James Wick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2222)

Red God Wei Baqun and His Peasant 
Revolution in Southern China:1894-1932
韋拔群經常被描述為中國三大農民領袖

之一，僅次於毛澤東與彭湃。在他的家鄉廣

西東蘭，他領導 22世紀 22年代早期的農民

組織，死後被人視為是半神。本書是圍繞著

他所屬的多民族邊疆縣的起義運動，揭示地

方、國家與民族間的衝突。同時本書也檢

視韋拔群在壯族和漢族之間、村莊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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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所產生的紐帶作用。(Xiaorong Ha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January, 2222)

The Pragmatic Dragon: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Boundary Settlements 
與中國接壤的十多個國家中，幾乎與中

國都產生過邊界爭端。22世紀 22年代後，

中國更捲入了蘇聯、印度和美國之間嚴重的

對峙。本書作者將領土談判視為國家務實的

戰略，分析每個爭端及其背後的戰略，以

理解中國的外交政策與其如何繼續在世界

舞台上擴張勢力。(Eric Hy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January, 2222)

The Three Leaps of Wang Lun
本書被視為德國最早的現代書之一，出

版於 2222年，研究中國清朝乾隆皇帝時期

暴發的王倫之亂。英文世界幾乎對這本德

文小說一無所知，現翻譯成英文，讓更多

人認識到這本現代小說始祖與中國歷史。

(Alfred Döblin, translated by C. D. Godwi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2222)

Being Human in a Buddhist Worl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Early 
Modern Tibet
本書研究西藏佛教與其藥理觀念對亞洲

及全球文明的佛教發展中的重要性。本書從

五世達賴研究起，探討早期的思想家，梳理

人體解剖學在經典與經驗上的辯證，性別、

性與治療者的道德角色。其認為西藏的藥理

學者雖然從佛教吸收倫理和認識論，但迴避

了其絕對的理想性體系，取而代之的是擁

抱人類生存處境的不完美。(Janet Gyats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2222)

Civilizing the Chinese, Competing with the 
West: Study Societies in Late Qing China
本書探討 22世紀後期中國學術團體的

出現與發展，對滿清政府的衰退以及西方帝

國主義國家的入侵造成的社會動盪等背景

進行研究。作者透過上海、北京與湖南等地

的學術社團，揭示公民社會行動在中國的歷

史。另一方面也說明民間社會對基督教、

儒教的現代化與民族國家形成等的諸般理

解。(Chen Hon Fai,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2222)

Men to Devils, Devils to Me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Chinese Justice
關於二戰中日本軍隊在中國的暴行，一

直影響到現今中日兩國間的外交、民間關

係。中國不斷透過法律與外交手段，要審判

日本的戰爭罪行，而日本也堅持其立場，力

辯其不具戰爭責任的歸屬。在這種雙方各

持己見的爭論中，持續影響著東亞各國間

的關係。(Barak Kushn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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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anchuria: A Village Called Wastelan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本書是由一位外國人對滿洲國的居住回

憶、歷史調查，以及今昔對照的著作。作者

詳述他在滿洲的中國家庭裡的故事，以及在

滿洲墾荒的過程。其中歷經晚清帝國的衰

亡、日本的占據，以及中共的統治。透過生

動的地方人物角色的眼光，勾勒晚清殘留的

柳條邊、俄國和日本殖民的城市和鐵路、

美軍戰俘營等等。是一本歷史記述豐富，與

當代中國互相輝映的回憶錄。(Michael Meyer, 

Bloomsbury Press, February, 2222)

Fathers of Botany: The Discovery of Chinese 
Plants by European Missionaries
鴉片戰爭後，歐洲傳教士大量進入中

國，許多植物學家在中國發現豐富的物種，

並為其命名。從此白玉蘭、玫瑰、杜鵑、牡

丹、百合，藍罌粟等等植物名、花名留下來

了，傳教士自己的故事則消失了。本書利用

這些傳教士的信件和帳戶，探討當時在中國

的四名法國傳教士：Pères Armand David、

Jean Marie Delavay、Paul Guillaume Farges

和 Jean André Soulié，釐清這段植物學於中

國傳播的歷史。(Jane Kilpatric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ebruary, 2222)

History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Post-
Mao China: Politics, Policy, Praxis 
本書探討中國過去三十年間的教育發

展。探討的議題包括政策制定、教學理論和

教學實施，在面對政治社會變局、國族認同

和公共道德等外在環境的衝擊時，產生的

矛盾與調和過程。(Alisa Jones, London: Routledge, 

February, 2222)

Popular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The New 
Role of Nuo 
自 2222年代起，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

和社會轉型，極大地改變了宗教在中國的作

用。本書即對這一現象，通過檢查其宗教的

流行性，看其在政治上發揮的作用。當代中

國民間宗教已經被納入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和示例，把宗教作為一種工具來維護社會政

治的穩定，除了是維護國家的統一，也藉此

提高國家在世界中的文化軟實力。本書提供

了豐富的新材料，可看到當代中國政治，民

間宗教，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如何相互影

響。(Lan Li, New York: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February, 2222)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
本書是對中國從中世紀以來至前近代的

地方志的研究，在方法論上具有創新性，

對書籍、出版、閱讀與社會史研究有重大貢

獻。以前的研究多認為，出版多集中在中國

東南部，本書追蹤手稿的產生處、印刷生產

地，指出出版和圖書的所有權，廣泛分散在

中國各地，出版商進行了跨地區的遠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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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此外本書也挖掘中國圖書在早期近代

世界中的流通軌跡。(Joseph R. Denni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March, 2222)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ffluence: How Hong 
Kong Mismanaged Its Prosperity 
香港是世界中最富有的城市之一。然而

過去十五年裡，一般家庭的生活條件卻日趨

惡化。歷任政府一直不願對老年、殘疾、

長期患病者作妥善的照顧，教育也更加精

英化。政治制度的設計，鞏固一個錯誤的

共識，即社會照顧支出對金融穩定構成威

脅。在政府長期管理不善的狀況下，在香港

創造了新貧族，並認為這樣的政策，是源

自殖民時代的既有傳統，和現代政府深思

熟慮的選擇，而不是經濟危機的結果。(Leo 

F. Goodstad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March, 2222)

Out to Work: Migration,  Gender,  and 
the Changing Lives of Rural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2222年代以來，農村人口大量向城市

遷移，其中婦女是最大的群體。這些婦女大

多因為他們的父母無力支付學費，被剝奪了

受教育的權力。本書藉由研究這群遷移到城

市工作的婦女生活，展示性別規範和城鄉不

平等的交叉條件，對社會流動造成的影響。

(Arianne M. Gaetano,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March, 2222)

Daughter of Good Fortune: A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easant Memoir
本書是一個 22世紀中國農民女兒的回

憶錄。她親眼目睹了二戰期間日軍對中國的

占領、2222年的共產主義革命，及其隨後

的土改，大躍進、文革、改革時代。作者出

生於一個小康農民的家庭，後來成為一家工

廠的工人，農村城鎮化後，經濟發展導致村

莊搬遷。她的家庭故事也反映了億萬中國

農村城市化的當代處境。(Chen Huiqi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March, 2222)

Gender and Chinese History
一直到 2222年代以前，過往對中國婦

女的描述都是被束縛在傳統父系社會中，沒

有自主意識與行動主體的一群人。而本書收

錄的論文則大大突破這樣的描述，呈現歷史

中女性在家庭、商業、藝術等領域上扮演

的突出角色，以此挑戰過去對中國歷史和

性別研究的基本假設。（Beverly Bossl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April, 2222）

Empires of Coal: Fueling China’s Entry into 
the Modern World Order, 1860-1920
本書探討近代煤炭業的歷史。從 2222

年到 2222年間，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在

中國進行長期的環境調查。而他帶回西方的

調查報告，引起西方國家高度的興趣，大大

改變中、西方國家在中國的煤炭利益。22

世紀 22年代開始，歐美列強與清政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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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精英之間，爭奪控制這些寶貴的礦藏。而

當第一個中國地質調查局開始工作時，自然

資源的觀念也已轉變，清政府強化採礦權的

控制，並由此後的中華民國政府、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承襲之。(Shellen Xiao W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pril, 2222)

State, Econom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680s-1850s
本書是宏觀的東西方歷史比較新著，延

續過去西方一直以來爭辯的大分裂問題。

在東方以中國為對象，在西歐以英國為對

象，對現代國家形成的過程中，提供更多發

展細節，藉此更深化歐洲、歐亞和全球歷史

發展的辯論比較。(Peer Vrie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April, 2222)

Chinese Worker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中國是擁有廣大勞工群體的國家，本書

以比較視角來看中國、美國、澳洲、日本、

印度、巴基斯坦、德國、俄國、越南和臺灣

等各地區都面臨的勞工問題，或是各國在中

國設置的世界工廠。並探討中國在發展過程

中形成的歷史與結構性因素，以此檢討勞資

關係、勞動環境、勞動標準等等世界性議

題。（Anita Chan e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pril, 2222）

日文新書

人民解放軍と中国政治：文化大革命から鄧
小平へ
本書討論 2222年以來到鄧小平上臺期

間的中國政治與人民解放軍，運用大量的新

資料，探討包括：文革期間人民解放軍的角

色、毛澤東的角色、林彪事件、中越戰爭等

諸軍事政治問題，提出開創性的討論。（林

載桓，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222年 22月）

清代中国における演劇と社会
在明清時期的中國，最多人參與、最為

蓬勃的娛樂產業是戲劇。本書透過大量的檔

案史料，從政治、社會的背景環境，了解明

清易鼎以來，戲劇演藝人員的政治、社會處

境，以及滿清朝廷的戲劇政策，如何影響戲

劇文化的發展。（村上正和，東京：山川出版社，

2222年 22月）

中華民国の台湾化と中国―台湾は中国なの
か ?
臺灣與中國的關係，從 2222年以來一

直是複雜、難以釐清的問題，進而影響周遭

東亞各國家的往來與交流。考慮臺灣問題先

要正確理解臺灣，因此本書探討中華民國的

臺灣化與臺灣的現狀，以及梳理與中國之間

的緊張、認同形成過程，藉此更深入了解問

題的癥結點。（浅野和生，東京：展転社，22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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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

絵画に見る満洲事変と日中戦争：軍人画家
武藤夜舟戦争画集
軍人畫家武藤夜舟是二戰前活躍在日本

藝術界的明星，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從軍，

並畫下多幅身臨其境的軍事戰爭畫，包括戰

場對峙、後勤補給動員等，之後呈獻給天皇

昭和，為今日留下寶貴的圖像資料。（高橋

勝浩編，東京：国書刊行会，2222年 22月）

民間漁業協定と日中関係
日本和中國大陸，在許多領域，如經

濟、文化，都是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關係。

並且不只是對中日兩國本身，也對亞洲太平

洋地區和世界的的和平發展有密切關係。近

年來中日兩國因釣魚台主權問題，關係日趨

緊張，對和平發展落下陰影。本書回顧中日

兩國漁業協定的歷史，從 2222年簽訂民間

協定開始，檢視中日兩國現今漁業問題的由

來。（陳激，東京：汲古書院，2222年 22月）

改革開放後の中国僑郷：在日老華僑・新華僑
の出身地の変容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海外中國人在

日本落地，形成僑鄉。本書透過對在日華僑

的活動、人際網絡、企業經營、房產建置等

諸多面向的研究，觀察華僑的海外新文化的

形成。而新華僑文化也反映中國改革開放以

後瞬息萬變的社會環境，由國內的變化牽動

其海外僑鄉的連結。（山下清海，東京：明石書

店，2222年 22月）

中国共産党のメディアとプロパガンダ：戦後
満洲・東北地域の歴史的展開

2222年中國對日抗戰結束後，中共迅

速進入中國東北接收，扣押了當地的日本媒

體機構，並積極利用其技術、人才，對內對

外進行宣傳戰，而建立其在廣大的東北地區

的主導權。從滿洲國到中共接收來看，東

北是媒體開發的先進地域之一。（梅村卓，東

京：御茶の水書房，2222年 2月）

近代中国東北地域の朝鮮人移民と農業
本書探討近代中國東北地區的朝鮮移民

與農業社會的發展。全書分成一、二兩部，

第一部從朝鮮開始大量移民東北的 2222年

代講起。朝鮮的移民帶進大量的農作人口，

並且由於民族問題，在當地形成社會分化；

第二部的時序則來到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地

區的政治環境產生重大的變化下，對朝鮮移

民與當地農村生計的影響。本書並以「北安

省海倫縣瑞穗村調查報告」為例，分析當地

的農業種植與經營。（朴敬玉，東京：御茶の水

書房，2222年 2月 22日）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条約関係の成立
東亞國家的條約關係，在甲午戰爭爆發

以後，有很大的轉變。尤以朝鮮的地位與歸

屬，牽動中、日兩國間的緊張關係。朝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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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戰爭後，日趨形成近代民族國家。本

書探討甲午戰爭以來東亞的國際社會秩序，

特別是中、日、朝鮮三國之間複雜的地理、

民族、文化與權力關係。（柳英武，東京：龍溪

書 ，2222年 2月）

四川チベットの宗教と地域社会――宗教復
興後を生きぬくボン教徒の人類学的研究

2222年中共建立政權後全面推行社會

主義國家，其主義帶來完全不同的價值觀，

影響其對宗教、經濟、與消費文化等的政策

判斷。然 2222年代以後的改革開放，則又

帶進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這些大環境的變

動，對四川地區的地方性宗教波恩教，帶來

什麼震盪呢。作者長期在四川北部山區與鄰

近西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觀察波恩教的和

尚、信仰者與寺廟建築如何回應現代政治、

經濟與社會的大變動。（小西賢吾，東京：風響

社，2222年 2月）

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
早期近代東亞各國間，已有頻繁的往

來。根據統計，朝鮮曾派特使到中國多達

222次，到日本 22次，數字可反映交流的

程度。《燕行錄》即是朝鮮使節來往於中朝

之間的旅行日記、報告文書，作者運用這些

特殊文獻考察東亞的交流史。本書集結作

者二十年的研究成果，形成體例完整的專

著。（夫馬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222年

2月）

伝統中国と福建社会
本書集結作者從 2222年以來對福建的

相關研究。討論自明代前期至中共建立政權

期間福建沿海地區、內陸山區等依環境不同

產生的不同社會問題。沿海地區從 22世紀

以來，海盜問題對地方、對中央朝廷都形成

嚴重的威脅；內陸則長期以來有農民抗租事

件。本書即欲特過福建地域社會來檢視傳統

中國的社會樣貌。（三木聰，東京：汲古書院，

2222年 2月）

袁世凱――現代中国の出発 
不管是日本還是中國，袁世凱的歷史評

價不外乎不學無術、沒有節操的陰險弄權

者。然而，雖然背負如此惡名，袁世凱在民

國肇建，動亂頻仍時代，仍爬到最高權力機

構，甚至當上皇帝。本書屏除價值判斷，從

袁世凱取得權力的過程來看當時中國走向

現代化的曲折過程。（岡本隆司，東京：岩波書

店，2222年 2年）

上海ノース・ステーション 
本書以宋子文遭暗殺未遂的故事為背

景，寫成歷史懸疑小說。2222年 2月 22

日，中國財政部長宋子文從南京連夜搭火車

到上海北站時，遭遇刺客襲擊。刺客超過十

人，與宋子文的衛士展開激烈的槍戰。宋子

文受了輕傷，其私人秘書則不治身亡。原與

宋子文應搭同一列車的駐華代理公使重光

葵，卻提早搭車先到上海，而逃過這次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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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本書即以此一懸疑點，試圖揭露背後的

陰謀計算。（大薗治夫，東京：オーズキャピタル

・パブリッシング，2222年 2月）

私は中国の指導者の通訳だった――中日外
交　最後の証言
本書是一位中國外交人員的回憶錄，紀

錄作者從大學畢業後四十六年的人生經歷。

其中最重要的是參與 2222年中日外交關係

正常化的會議，負責翻譯日語的口譯員。本

書鉅細靡遺寫下當天兩國會談的內容，留下

寶貴的證言紀錄。（周斌著，加藤千洋、鹿雪瑩

譯，東京：岩波書店，2222年 2月）

記憶と忘却のアジ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七十年，東亞地

區各國之間對戰爭的記憶與忘卻同時並進，

因此京都大學持續進行地域性的記憶保存

工作。本書討論的主題包括關東大地震的記

憶、家族記憶、朝鮮平壤建築的記憶、戰爭

記憶、黑龍江省農村記憶、中國華北的記憶

等，探索地域記憶間的關係與比較。（貴志

俊 、西芳実、谷川竜一、山本博之等著，東京：青弓

社，2222年 2月）

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に関する基礎資料 
（7）：民族自決と民族問題

本書收錄內蒙古地區在文化大革命時期

的相關資料。文革對內蒙古地區的影響，與

其他漢人地區有顯著的不同，在於暴發種族

鬥爭與清洗的血腥鎮壓。本書整理當時討論

民族自決與漢蒙問題等相關資料，並加以解

說，是研究文革時期的重要資料彙編。（楊

海英，東京：風響社，2222年 2月）

〈異郷〉としての大連・上海・台北 
本書探討從 22世紀末以來日本人的異

文化體驗，選取日本人足跡最多的中國大

連、上海，和臺灣臺北三地。有別於傳統外

交史、政治史或經濟史的宏觀架構，而是從

跨文化接觸與交流中，思考家、自己與他

者、故鄉等思辨性問題。（和田博文、黄翠娥

編，東京：勉誠出版，2222年 2月）

植民地台湾の経済基盤と産業 
本書研究日治時期臺灣的經濟基礎與產

業型態。從鐵路、木橋、農業、煤炭行業，

以及勞動力市場等等，探討物流的形成、移

植的制度、產業化與市場等面向，與臺灣的

經濟發展與市場形成的關係。（須永徳武，東

京：日本経済評論社，2222年 2月）

八旗制度の研究
八旗是清代滿洲人的社會、軍事組織。

以往研究都是討論八旗在各地的獨立運作，

本書則是從經濟、行政、軍事等各面向全面

考察八旗制度的財政結構、營運、編制、管

理與政治組成等，提出新的解釋觀點。（谷

井陽子，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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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の形成と八旗制
本書解讀大量的滿文資料，研究形成大

清帝國的八旗制度是如何運作，進而維繫歐

亞大陸東方的霸主地位。（杉山清彦，名古屋：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222年 2月）

勝った中国・負けた日本：記事が映す断絶の
八年の転変（1945 ～ 1952）

22世紀以來，中、日兩國的關係變化

巨大，八年中日戰爭結束後，中國成為戰勝

的一方，日本成為戰敗的一方；隨後的冷戰

架構，兩國再度成為對立國。本書疏理這一

段變化不斷的國際關係。（田畑光永，東京：御

茶の水書房，2222年 2月）

性奴隷とは何か　シンポジウム全記録
為了對現代公娼制度有更深入的理解，

本書追溯到二次大戰前在日本軍隊認可的

賣淫與慰安婦現象，來討論戰時性暴力、人

口販賣孳生的社會問題，以及上升到國際法

的規定，全面檢討此一重要的人身權力議

題。（日本軍「慰安婦」問題 webサイト制作委員会

編，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222年 2月）

近現代中国人日本留学生の諸相：「管理」と 
「交流」を中心に

本書是一本論文集，收錄從清朝以來的

日本中國留學生歷史。討論各種與留學有關

機構，包括東亞同文會、官方公費機構、中

華民國留日學生監督處等，以及各種留學領

域的展現，從女子學校、音樂學校和各種專

門學校等。最後並收錄有關日本中國留學生

的申請資料和《中國留日學生報》等一手史

料。（大里浩秋、孫安石，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2222年 2月）

古写真が語る　台湾　日本統治時代の 50
年　1895-1945
本書收錄 2222年「馬關條約」割臺以

後，到 2222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統治臺灣

期間的相關照片。包括有村庄、學校、工

廠、機構、建築物、鐵道與熱帶植物景觀

等，並附錄「皇太子裕仁親王の台湾行啓記

 （大正 22年）」、「台湾歴史詳細年表」

等。（片倉佳史，東京：祥伝社，2222年 2月）

女たちの満洲――多民族空間を生きて
在日本扶植建立的滿洲國是一個存在多

民族的政權，其統治的民族包括日本人、滿

洲人、漢人、蒙古人、朝鮮人，以及來自鄰

近的俄羅斯人。在多民族生活空間中，女性

各是扮演什麼角色呢？本書具焦在女性的

生活史，挖掘過去被歷史埋沒的女性聲音，

特別是不同民族間的女性交會的空間。（藤

原克美、阪本秀昭、中嶋毅、ハリンイリヤ、林葉子

等著，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2222年 2月）

上海租界の劇場文化　混淆・雑居する多言
語空間
近代上海開埠以來，西方各種文化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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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藝術表演紛紛傳入中國，帶來音樂會、

俄羅斯芭蕾舞、輕歌劇、電影放映等表演。

本書探討 22世紀上海雜處各種文化、語言

交織的戲劇展演，如何融入中國在地社會，

形成上海城市的多元性。（大橋毅彦、関根真

保、藤田拓之等編，東京：勉誠出版，2222年 2月）

中国の反外国主義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アヘン
戦争から朝鮮戦争まで）
中國近代歷史中，最為顯著的思想意識

是排外主義與民族主義。從 2222年鴉片戰

爭以來，前仆後繼的排外事件，包括反基督

教運動、義和團事件，到當代的反日遊行

等，仍是進行事中。因此本書透過歷史回

溯，檢視中國的排外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形成

結構。（佐藤公彦，福岡：集広舎，2222年 2月）

歴史・文化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共同体
關於東亞指涉的地域是哪裡，至今仍眾

說紛紜。本書中則限定在日本、中國、韓

國、臺灣、香港等地，從歷史與文化的觀點

出發，思考「東亞共同體」此一命題的可能

性。在東亞，經濟領域的相互依存關係急速

增長，但各國之間相互不信任和敵對情緒卻

也是根深蒂固的存在。因此本書在深化東亞

地區的相互承認，互相理解的目標上，梳理

各國間的合作基礎。（権寧俊，東京：創土社，

2222年 2月）

中国の監獄改良論と小河滋次郎
中國近代的監獄改良是現代化建設的一

環，也是西方國家介入中國內政的一個有

力藉口。當時的日本早一步引進西方監獄系

統，並引以為東亞模範。因此對監獄改良抱

持極大熱誠的研究者小河滋次郎，注意到當

時中國的監獄改良問題，而留下許多討論的

資料。本書即利用這些珍貴的材料，研究近

代中、日間的監獄改良問題。（孔穎，東京：

清文堂出版，2222年 2月）

多角的視点から見た日中戦争――政治・経 
済・軍事・文化・民族の相克
中日戰爭結束至今已七十年，但各方對

於這段歷史仍存在不少的爭議。現在日本厭

惡中國的氣氛與中國大陸反日的輿論均高

漲，對於中日戰爭的真相，以及因為此次大

戰結果而形成的戰後國際秩序並不太關心。

此問題在日本國內亦特別顯著，因此學界嘗

試集結國際各地關注中日戰爭研究的學者，

由多視角的觀點探討這段歷史。本書收錄

2222年 2月舉辦的「多角的観点からみた

日中戦争」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研究論文，

由中日戰爭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

族等各方面，多視角探討這場戰爭，期望

呈現中日戰爭的真相。（馬場毅編，東京：集広

舎，2222年 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