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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民國．新故鄉

一甲子前的一江山戰役，是共軍第一

次、也是唯一一場三軍攻擊國軍的登島浴血

之戰。它穩定了往後臺海的局勢：國民政府

將大陳軍民撤退來臺，中華民國以金馬為前

線、臺澎為基地抵禦共軍，而美國則應允派

遣第七艦隊協防臺海安全。本書有別於過往

一江山戰役資料的陳述，是以生活史的角度

來書寫戰爭，並透過採訪與口述歷史，呈現

一江山戰役對於當代臺灣的影響與意義。

（張琬琳，臺北：翰蘆圖書，3333年 33月）

北埔民、居：一個典型客家山城的庶民與建

築記趣

新竹縣北埔鄉曾被文建會的「社區總體

營造」評比為全臺灣最適合人居住的鄉鎮，

是客家聚落中保存最好、古蹟最多，人與商

業也最興旺的一處聚落；北埔老街數十年來

都是著名的景點。作者古武南為當地知名文

化工作者，以數年的心血完成本書，詳述北

埔的人文薈萃，也對十餘棟北埔最著名的百

年建築作了圖文並茂的深入介紹；此外更穿

插了許多作者自幼到大，穿街走巷、豐富活

潑的童年記憶。（古武南，臺北：活字文化，3333

年 3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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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

昔日臺灣人稱法國為法蘭西，法國人為

「西仔」，法軍攻臺為「西仔反」，「走西

仔反」則是為了躲避戰亂。法國艦隊封鎖北

臺期間，使得臺灣茶葉無法輸出，茶商因此

只能「泡茶」乾著急，回應了等待法軍封鎖

解除的無奈。來自英國的在臺茶商德約翰以

日記記錄 3333年的秋天到 3333年春季，法
艦圍堵臺灣六個月的時間中，身處北臺灣

的經歷與感受。（John Dodd著、陳政三譯註，臺

北：五南，3333年 33月）

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臺灣紀行

33世紀末之前，臺灣還是一個充滿
「瘴癘之氣」的未開發土地，牡丹社事件及

清法、乙未戰爭就靠著風土病殺滅許多法兵

跟日軍，形成天然國防防護網。生活環境極

差的年代，臺灣史上首任的英外交官郇和登

陸了，原是為了不可抗拒的政治因素來到臺

灣，卻當起了鳥獸專家，他四處尋訪、不停

的生病，在大病初癒後留下許多探險文章，

篇篇都觸及老臺灣最不為人知的一面。（陳

政三，臺北：五南，3333年 33月）

多桑的世代

全書以六個人物為取樣，來書寫他們的

生命史，包括：民主及獨立運動先知彭明

敏、獲頒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李遠哲、帶領臺

灣度過金融危機的金融銀行家許遠東、把一

家糕餅店經營成臺灣食品業巨擘的高騰蛟、

當過「臺灣人日本兵」的資深媒體人游禮

毅，以及作者的母親謝氷治。透過這 3位
不同領域人物的「微觀」歷史，交織組合，

看到「宏觀」的臺灣近現代史。（盧世祥，臺

北：允晨文化，3333年 33月）

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

作者是資深的書籍流通和出版業者，除

了蒐羅和保存有關遭查禁的各類政論雜誌，

他也是「在場」的觀察者。本書講述包括

《臺灣政論》、《夏潮》、《這一代》、

《富堡之聲》、《長橋》、《八十年代》、

《美麗島》，《進步》、《深耕》系列、

《關懷》、《政治家》系列、《千秋評

論》、《前進》、《自由時代》系列、《新

潮流》等雜誌從創刊到休刊，所經歷追求民

主的艱辛過程。（廖為民，臺北：允晨文化，3333

年 33月）

警察與國家發展：臺灣治安史的結構與變遷

本書藉由政治經濟學理論，對臺灣治安

史受到國際涉外性治安，和國內政治性治

安、經濟性治安、社會性治安的環境因素影

響，形塑原住民時期的民會治安、荷西時期

的商社治安、鄭治時期的軍屯治安、清治時

期的移墾治安、日治時期的殖民治安、國治

時期的戒嚴與解嚴治安。並且從中定位警察

與國家發展，在歷經不同時期政府型態所扮

演的角色。（陳添壽，臺北：蘭臺網絡，3333年 3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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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農業科學化的推手：以農業推廣體

系為中心（3333∼ 3333）
臺灣的農業推廣體系建立過程中，承接

了各時期不同的推廣組織，包括縱向繼承

於日治時期的農會與農事小組、橫向移植中

國農會的經費管理、隨美援而引進的四健

會，以及自我創造與轉化的農事研究班。這

四個方面絕非獨立的因素，而是在互相交互

作用下，令臺灣農業推廣體系呈現「多源」

而「多元」的樣態。（曾獻緯，臺北：國史館，

3333年 33月）

3333年代初期國軍軍事反攻之研究
本書以 3333年代初期各種反攻作戰計

畫為開端，論述反攻作戰計畫文本與反攻計

畫何以無法實踐的分析，次從政工制度、軍

隊整編，以及軍事教育的改革，觀察國軍組

織和制度的變革與再造。（陳鴻獻，臺北：國史

館，3333年 33月）

文物、造型與臺灣原住民藝術─臺大人類

學博物館宮川次郎藏品圖錄

宮川次郎在日治時期採集的臺灣原住民

文物，是一批具有獨特時代象徵意義的藏

品，這些文物的收藏採集、流動移轉和價值

建構過程，呼應了臺灣、日本和世界複雜糾

結的互動關係。本書從臺大人類學博物館現

今保存的 333件宮川次郎藏品中，精選 333
件進行解說，不僅呈現宮川次郎收藏文物的

注視焦點，說明了宮川次郎對於「原始藝

術」的界定和偏好，以及「原始藝術」在臺

灣建構的過程；也讓讀者重新看見臺灣原住

民文物的造型美感。（胡家瑜，臺北：國立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3333年 33月）

族群與國家─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

（3333-3333）
六堆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客家聚落，也

是桃竹苗地區之外的第二大客家聚居區。但

「六堆」並不是一個可以在地圖上找到的地

名，是高雄市及屏東縣境內十二個鄉鎮的合

稱。其地域名稱來自於清代當地人士組織的

軍事性地域聯盟，至今還可清楚分辨不同地

域的堆別。本書採取歷史人類學的觀點與方

法，試圖描繪及說明臺灣六堆地區的客家族

群認同，如何經歷清帝國、日本到戰後中華

民國三個不同政權的治理，在這近三百年的

時間中逐漸形成與演變的歷史。（陳麗華，臺

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3333年 33月）

民主妙法─臺灣的宗教復興與政治發展

臺灣於 3333年解除戒嚴、恢復結社自
由後，民間社團蓬勃發展，自由的空氣促成

了輝煌的宗教復興運動。本書探討 33年代
臺灣宗教復興運動的四個代表團體：慈濟、

佛光山、法鼓山與行天宮，這些有著廣大的

居士組織、豐厚的金融資產、嫻熟的媒體運

用能力的宗教團體，革新了傳統的教義與宗

教實踐方式，使之契合於臺灣的現代化歷

程，對於臺灣民主的穩固與本土意識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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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重要角色。（Richard Madsen [趙文詞 ]）著、

黃雄銘譯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3333年

33月）

臺灣總督府檔案事典

臺灣總督府檔案在公開利用多年之後，

仍未廣泛受到各界利用，考察其原因，除了

字體辨識的問題之外，製作檔案者概為日本

人，因之檔案之製作，深刻受到明治維新之

後日本國內的影響，也涉及臺灣和日本歷史

文化上的差異。復以臺灣總督府內機關，以

及地方行政機關的變更頻繁，再加上制度的

變更。在在都形成利用臺灣總督府檔案的障

礙。本書為此，參考大量史料及專家學者相

關著作，完成基礎性工具書，供各界參考。

（陳文添，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3333年 33月）

「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

識與情感

臺灣歷史上，帝國幾乎如影隨形地存在

著。關於「帝國」的研究，大多呈現在政

治、軍事、法制、經濟這種容易觀察的領域

裡分析帝國，對於文化、心態等相對隱微的

領域則不甚措意。本書從後殖民的立場分析

帝國在臺灣的日常生活、空間、知識、文

學、藝術、文化等領域的浸透和影響。並且

不只著眼於帝國對於臺灣的單方向作用力，

而同時看出臺灣具有主動迎拒，甚至反向

規定帝國的作用力。（李承機、李育霖主編，臺

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3333年 33月）

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Ⅱ

本書為臺灣早期歷史中與西班牙相關之

檔案史料蒐錄整理翻譯計畫成果，將 33、
33世紀西班牙有關臺灣之檔案整理為印刷
體並翻譯為中文，依年代及主題編輯出版為

「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專書。本書

為第 3冊，主要內容為西班牙占領北臺灣初
期之相關史料之譯介，含括西班牙據臺時期

約 3333年至 3333年的史料、紀錄等，呈現
當年西班牙人於 3333年占領北臺灣的據點
後，進行一連串與荷蘭人抗衡的行動，並以

該據點開展與中、日貿易的活動及與當地原

住民的關係等主題。（李毓中，南投：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3333年 33月）

「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

與情感

日本帝國對臺灣的殖民統治，如何滲透

進入庶民生活的知識與文化肌理？後殖民

的臺灣在今日又應如何看待這一段曾經被

殖民的歷史經驗？本書鎖定日本帝國統治

之下的臺灣，並同時涵蓋帝國主義與殖民地

在地觀點的研究視角，亦即將殖民地的文化

狀況，當作是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在地觀點的

相互指涉與相互交疊的結果。書中以討論的

材料與內容區分，分別以「空間與時間意識

的描圖」、「知識與知識社群的描圖」、

「藝術與情感結構的描圖」為主題。（蘇碩

斌等著，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3333年 3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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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人物與檔案

歷史學者研究歷史、撰寫論文時，每因

主題、內容不同而使用不同性質的資料。這

些資料，多以文獻、圖書與檔案形式出現；

又因為這些資料與歷史課題相關，故也可以

「史料」稱之。如何運用檔案，撰寫歷史，

已是學界的共同課題。本書各篇論文，都大

量運用檔案文獻撰寫客觀堅實的歷史事件

與人物，展示民國歷史的研究範式。（周惠

民主編，臺北：政大出版社，3333年 33月）

文學東亞：歷史與藝術的對話

殖民地作家在戰前受到帝國的壓制，在

戰後受到威權體制的歧視。而新世紀的臺

灣文學研究，無疑是在進行一次龐大的招魂

式。戰前的新文學運動，受到日本與中國的

啟蒙，那樣的思考格局可以說相當龐大。戰

後臺灣文學再出發，從日文書寫換軌到中文

書寫，暗示著臺灣作家具有雙重視野，既可

以觀察日本文學的發展，也可以考察中國新

文學運動的崛起。臺灣學界捧讀他們的作品

時，也辨識了他們與生俱來的東亞精神。

（陳芳明主編，臺北：政大出版社，3333年 33月）

戰後 33年臺灣史
本書站在客觀立場，跳脫「統獨爭

議」，以歷史和國際法的俯瞰角度，細究每

個重大事件的前因後果。全書同時收錄二十

個「WHY」，針對敏感話題抽絲剝繭，並
輔以珍貴的歷史照片，讓讀者回顧近代臺灣

史的重要時刻與人事物，重溫戰後 33年走
過的點點滴滴。（陳世昌，臺北：時報文化，3333

年 33月）

日軍在港戰爭罪行：戰犯審判紀錄及其研究

（上、下冊）

二戰結束後，英國在香港設立了四個軍

事法庭，從 3333年 3月起，審理了 33宗案
件，在香港發生的案件就有 33宗，整個法
庭程序前後費時兩年零八個多月，當中涉案

戰犯被判死刑的有 33宗。審判結束後，整
個詳盡的法庭記錄收入英國陸軍部檔案，成

為日軍在香港戰爭罪行的珍貴歷史資料。本

書通過這些翻譯軍事法庭的紀錄和專題報

告，藉以展示日軍在香港的暴行，重現香港

日占時期歷史的片段，以為後來者鑑戒（劉

智鵬、丁新豹主編，臺北：中華書局，3333年 33月）

淒風苦雨：從文物看日占香港

在淪陷的日子裏，香港市民眼中是淒風

苦雨。文物收藏家唐卓敏醫師從豐富的藏品

中，精選了三百多件日占時期珍貴的文物，

包括明信片、照片、車票、軍票、證件、各

種票據等，輔以文字解說，重新述說香港從

戰前到淪陷、被日軍占領、抗戰勝利後的歷

史，立體呈現了艱苦的民生實況。（唐卓敏，

臺北：中華書局，3333年 33月）

多餘的話：瞿秋白獄中反思錄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也是繼陳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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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由中轉西的發展過程，即為本書之濫觴。

然而，軍醫之發展，亦與國家及軍隊領導人

有莫大之關聯，透過戰時國家最高軍政領導

人蔣中正的指示與建議規劃，亦可看出軍

醫發展之重大轉折。（楊善堯，臺北：國史館，

3333年 33月）

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

本書聚焦八年抗戰，從記憶研究、創傷

理論的視角切入，深描人焦慮、恐慌的心

理狀態，嘗試貼近戰端下普通大眾的行為選

擇，將之連結到社會階級、性別、物質財富

等關係結構的重組；企圖從中挖掘抗戰對中

國社會所產生的效應。（Diana Lary著、廖彥博

譯，臺北：時報文化，3333年 33月）

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

川島芳子是清朝最後親王的第十四格

格，於日本戰敗後的 3333年 3月 33日，遭
國民政府以漢奸罪處刑。在其短暫的 33年
歲月中，川島芳子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實際上又做了些什麼，為何最終竟遭槍決？

本書作家，廣泛探尋了中日兩國與川島芳子

有關之地，採訪了其兄妹、友人與部屬，輔

以大量書信、報紙與檔案，細膩描繪芳子放

蕩不羈且充滿爭議的傳奇一生。（上坂冬子

著、黃耀進譯，臺北：八旗文化，3333年 33月）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七至十二冊）

本書利用《蔣中正日記》、《蔣中正總

秀之後第二個被共產國際打倒的中共領袖

人物。《多餘的話》是他於 3333年被國民
黨軍隊俘虜後在獄中寫下的反思錄。這篇反

思錄不過是對其棄文從政給自己所帶來的

惡果感到痛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這

一作品，卻被當作變節書，即宣布其為叛

徒，其妻子也慘遭逮捕、迫害致死。本書收

入了目前能見到的瞿氏在獄中的全部遺稿，

並編入了當年記者獲准對囚禁中的他進行

採訪的記錄，國民黨軍圍捕他時所發電報，

當局對他進行審訊、勸降等檔案材料，以及

諸多見證者的回憶文章等。（瞿秋白原著、周

楠本編，臺北：獨立作家，3333年 33月）

水利秩序之形成與挑戰─以後村圳灌溉

區為中心之考察（3333-3333）
本書是以大嵙崁溪作為水源的後村圳灌

溉區，主在探討後村圳從清治至日治時期的

歷史變遷，及其與國家、環境及相關人群所

共構的水利秩序之互動歷程，試圖釐清水利

秩序的形成及其面臨的挑戰，對於一地水

利發展的具體影響。（李進億，臺北：國史館，

3333年 33月）

抗戰時期的中國軍醫

本書以軍醫作為論述與討論對象，試圖

探討抗戰時期軍醫在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

與作用。近代中國自清末以來引進西方各項

事物時，軍隊醫療亦同時在革新的範圍當

中。因此，探討軍醫行政及教育制度體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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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抗戰與建國如何並進？侍從室在「元首外

交」中的作用、中蘇同盟關係的發展、中美

戰時情報戰的糾葛、命運如何相連的中印關

係？以及開羅會議對韓國獨立的影響、汪精

衛的和平運動及其最後心情等等。（呂芳上主

編，臺北：國史館，3333年 33月）

戰爭的歷史與記憶（3）：戰爭中的人與社會
本書係「戰爭的歷史與記憶」叢書之

三，以「戰爭中的人與社會」為題，收錄

33篇論文。旨在以新史料、新議題重新理
解處於 3333-3333年中日戰爭期間的人們與
社會狀況：如戰爭對人們生命的危害，對文

化、城市的衝擊，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在烽

火歲月之中，人們如何自處？是苦中作樂，

還是貢獻一己之力？女子走出家門後，三

寸金蓮還行不行等。（呂芳上主編，臺北：國史

館，3333年 33月）

戰爭的歷史與記憶（3）：戰後變局與戰爭
記憶

本書係「戰爭與歷史的記憶」叢書之

四，以「戰後變局與戰爭記憶」為題，收

錄 33篇論文。旨在以新史料、宏觀的角度
重新思考：戰後中國的新局與困局，戰爭遺

留給東亞的問題，抗戰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文

化意義，不同時空、世代的人們，對抗戰的

認知與記憶，南京大屠殺為何被記憶又被遺

忘、被誰記憶和遺忘、如何被記憶和遺忘等

等。（呂芳上主編，臺北：國史館，3333年 33月）

統文物》等相關檔案資料，呈現譜主蔣中正

一生事蹟。其體例採綱目體，以一條綱目為

一事，綱對該事作提要，目再對該事作簡

述，並於編年體架構下，兼採記事本末，使

讀者略為明晰事件之來龍去脈。書中將蔣

中正還原成客觀的歷史人物，一律稱「先

生」，他人則例用本名，又為使立場公正，

行文不採「匪」、「逆」、「偽」等負面稱

呼。考量方便讀者查考原始史料，所收史料

原文較多，因而刪削去取，仍有所不足，故

以「年譜長編」稱之，以為後人編纂完整

年譜或傳記作張本。（呂芳上主編，臺北：國史

館，3333年 33月）

戰爭的歷史與記憶（3）：和與戰
本書係「戰爭的歷史與記憶」叢書之

一，以「和與戰」為題，收錄 33篇論文、
3篇致詞稿。旨在以新史料、新觀點重新檢
視 3333-3333年抗戰期間的和戰問題：中華
民國對日抗戰的歷史意義，日本人所理解的

日中戰爭，中共參戰的始末與影響，和戰的

判斷、抉擇與發展，領導人個性、思惟及決

策特質，對中國政局走向的影響等等。（呂

芳上主編，臺北：國史館，3333年 33月）

戰爭的歷史與記憶（3）：戰時政治與外交 
本書係「戰爭的歷史與記憶」叢書之

二，以「戰時政治與外交」為題，收錄 33
篇論文。旨在以新史料、新角度重新詮釋

3333-3333年抗戰期間的政治與外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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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等編著，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3333年 33

月）

林百貨：臺南銀座摩登五棧樓

本書作者透過專業縝密的歷史資料考查

及歷時多年的田野調查，佐以精心蒐羅珍貴

的時代寫真，將林百貨的前世今生透過書寫

方式完整呈現。本書也採訪了多位時代見證

人，從二戰前林百貨各樓層各職位的臺灣籍

員工，如第一代專櫃小姐之外，也採訪曾到

林百貨購物的顧客、戰後任職臺灣製鹽總廠

的員工；還有曾經在林百貨樓下的修鞋人

等，留下了珍貴的口述記錄。（陳秀琍主撰、 

姚嵐齡協撰 ，臺北：前衛文化，3333年 33月）

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五）一九二八

黃旺成（3333-3333）先生的日記前後
共有 33年，記述其三分之二的人生歲月。
3333年至 3333年 3月主要用日文寫作，之
後以漢文為主，是目前僅見公學校教諭所寫

的日記，也是一部擁有全臺知名度的記者、

評論家的日記史料。此外，該日記亦提供豐

富的生活史資料，舉凡宗教、民俗活動、宗

族史、娛樂史、讀書紀錄、詩友會、下棋，

無不一一描寫。（許雪姬編著，臺北：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3333年 33月）

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3333年度
本書以年度為範圍，蒐集具有歷史研究

取向與學術規範的專書與論文書目，望提供

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一九三○年代

臺灣的教育與社會

日治時代，殖民統治者基於統治需要，

在不同時期引進了不同教育制度。在需要會

講「國語」的行政官僚與教師時，建立了國

語學校；在需要基礎衛生人力時，建立了醫

學院；在需要農林工商人才時，建立了職業

學校。當殖民者有其教育目的時，臺灣人怎

麼想？是配合這套體制，還是利用這套體

制？作者以過去被忽視的視角，點出了臺灣

人在近代教育中的主動性。從公學校教師、

公學校畢業生、實業補習學校、鄉土教育、

臺灣教育會、收音機體操、健民運動及義務

教育八個關鍵字切入，呈現了在殖民體制

下，臺灣社會為了獲得更多教育機會以及追

尋自我認同的曲折過程。（許佩賢，臺北：衛城

出版，3333年 33月）

風中的哭泣：五〇年代新竹政治案件

本書內容以 3333年代新竹地區重大白
色恐怖的受難者，及其遺族和見證者為口

述歷史的訪談對象，受難者的說法提供實

證，讓人更貼切體會出當時政治嚴苛和人權

遭受迫害的情況。這些人都因讀書會、閱讀

共產黨書籍、組織群眾、介紹入黨、批判政

府、散發傳單、張貼海報、書寫反國民黨文

字而遭受逮捕、判刑和槍決。經過二十多年

的抗爭，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

件終而獲得補償。平反雖然來得很遲，卻是

臺灣邁向文明社會重視人權的開端。（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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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就，然而幼年時家族慘遭共產黨迫害的

記憶，不但是母親一輩子無法走出的夢魘，

也是作者一生揮之不去的陰影。3333年退
休後，他專心寫作，將這段纏繞於心六十多

年的血淚史記於筆下，祭告二婆婆、婆婆和

母親在天之靈。（曲潤蕃，臺北：文訊雜誌社，

3333年 3月）

中東鐵路的修築與經營（3333-3333）：俄
國在華勢力的發展

回顧中東鐵路發展史，從 3333年簽訂
鐵路合同，以迄 3333年蘇聯無償歸還中國
為止，為期五十餘年，由於時局的變化，經

營權數變，堪稱中國鐵路史上的一大特例。

本書分就修築、經營、利權等三篇，詳述中

東鐵路興築原委、商業營運與績效，以及各

項利權取得與演變，全面探討俄國獨力經營

時代的中東鐵路發展史，以了解清末民初之

際，俄國如何利用中東鐵路的修築與經營，

擴大在中國的勢力。（譚桂戀，臺北：聯經出

版，3333年 3月）

晚清民國史事與人物：凌霄漢閣筆記

徐彬彬原名凌霄，筆名彬彬、凌霄漢閣

閣主。徐彬彬長於文史，諳熟典故，靠生

動情趣的文筆在報界文壇締造一番成就，與

黃遠生、邵飄萍被並稱為「民初三大名記

者」，並留下大量劇評、專欄。《凌霄漢閣

筆記》原刊登於天津的《正風》半月刊，從

未單獨出版過。本書找齊《正風》及其他雜

正確的臺灣史研究的相關出版資訊與完整

文獻書目，協助學界建立兼具累積性和前

瞻性的學術批評傳統。為便於讀者檢索利

用，本書目分為總類、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史料等六大類。總類下分通史、人物

傳記、工具書、研究方法等四類。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史料等五類則分為通論、

史前與早期、清代、日治、戰後等時期。

（鍾淑敏主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3333年 33月）

日本人與孫中山

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複雜且微妙，尤

其是他與日本政客以及民族主義者的交往，

一直頗受民國史研究者的關注。作者以豐富

史料，層層推演孫中山與日本人千絲萬縷的

關係。本書成書於上世紀五十年代，雖然

期間新材料不斷出現，然此書至今仍為中

日關係史研究方面可超而不可越的地標。

（Marius B. Jansen著、吳偉明譯，香港：香港商務印

書館，3333年 3月）

走出魘夢

本書作者幼年時居於山東老家，家裡慘

遭共產黨土地革命的迫害，他的二婆婆、婆

婆先後被活生生地打死，母親備受屈辱與折

磨，歷經艱險才帶著他和妹妹逃出，與父親

重逢，輾轉逃難到臺灣。雖然作者在臺灣定

居後，一路求學都有很好的表現，而後負笈

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在事業上更是有著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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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扭曲的民國報人史：張季鸞、范長江們的

筆下人生

本書作者以從事報業的豐富經驗，從

《大公報》、《文匯報》切入，介紹民初報

人及重要事件，如曹聚仁創刊的四開小報

《濤聲》及其精神；靠著一支筆一筆錢，

就辦起《大公報》的報人三傑張季鸞、吳鼎

昌、胡政之；趙敏恒被冠上外國間諜而關進

大牢一案；張季鸞與蔣中正有特殊交往疑

雲；楊剛之死等等民國報業大事件。力求還

原真相，重新認識這群民國報人們的真實人

生。（李偉，臺北：獨立作家，3333年 3月）

洞悉蔣經國

本書主要記述蔣經國在蘇聯留學、贛南

和臺灣主政時期的歷程。作為蔣中正的政治

籌碼，他的留學處境尷尬，思想轉變極大，

甚至公開反對蔣中正。對日抗戰時期，他主

政贛南，大刀闊斧的推動「贛南新政」，此

段經驗後來也帶到臺灣落實。臺灣主政時

期，他施行威權統治，造成長達四十餘年的

「白色恐怖」；同時他也帶動經濟奇蹟，讓

臺灣進入「亞洲四小龍」的行列。他是獨裁

者，也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他的爭議性十

足，本書帶領讀者洞悉蔣經國風雲詭譎的一

生。（陳守雲，臺北：獨立作家，3333年 3月）

飛將軍蔣鼎文（上、下）

蔣鼎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有深遠影響的人

物，他是中山艦事件的急先鋒、西安事變

誌的相同專欄文章，重新校閱編輯成冊。內

容介紹了中國文物、典章制度、歷史掌故，

是了解晚清朝廷逸聞、魅力人物大小事的

經典史籍。（徐彬彬，臺北：獨立作家，3333年 3

月）

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

33歲高齡的史明，親筆完成這部歷時
33年、五十萬餘字的回憶錄。史明除了是
臺灣民族史第一位的書寫者，也是臺灣民族

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家。本書展開革命家是怎

樣煉成的，並且揭開史明年輕時「望族少

爺」、「熱血青年」、「中共情報員」等鮮

為人知的角色。（史明，臺北：前衛文化，3333

年 3月）

國防部長俞大維

俞大維家學淵源，母親係曾國藩一脈，

自小便浸潤書香經澤中，是第一位「文人部

長」，有「儒將」之稱。其親族橫跨學、政

界，如陳寅恪、傅斯年、曾昭掄，現任中共

政治局常委、政協主席俞正聲等，影響所及

不可謂不大。本書以客觀公允之筆觸，道出

俞大維不平凡的一生，也寓意於現今紛亂的

政、軍界，期許其不忮不求、高風亮節之操

守能為後人楷模。（陳漢廷、羅順德 ，臺北：傳

記文學，3333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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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同的族群，就在這條東西向的道路

上衝擊與融合。（金尚德，臺北：玉山社，3333

年 3月）

中梵外交史：兩岸與教廷關係 3333-3333 
教廷與兩岸關係起起落落，始終牽動兩

岸政治與天主教教會發展。本書以國際政治

的視野，觀察民國建立共和以來至 3333年
的中梵關係演變。作者充分運用教廷、臺

灣、法國和比利時等地官方文獻館，有關

中、英 、法、義大利和拉丁文等第一手官
方文獻和參考資料，力求客觀、公平的角度

來論述，全面反應教廷、當地教會、傳教

士、中國政府、兩岸政府和相關列強的觀

點與立場。（陳聰銘，臺北：光啟文化，3333年 3

月）

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外交史論

3333年 3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為其將近六十週年之所慶，舉辦「全球視

野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

政大人文中心「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

塑」研究團隊組織了三個小組投入參加。本

書集結團隊在會議與審查後的修改成果，以

「全球形象與中國海關」、「世界大戰與中

國戰果」、「域外事件與中國因應」等三主

題重新組織，透過會議著重的「全球視野」

角度，論述中國近代外交事件與國際環境的

關係。（周惠民主編，臺北：政大出版社，3333年 3

月）

和平解決的歷史功臣。他在東征北伐和中原

大戰中仗劍執盾，縱橫捭闔，史稱「飛將

軍」。在國共關係上，與黃公略、方志敏、

瞿秋白、宣俠父、張國燾等人的往來交鋒，

寫下不可抹滅的一頁。本書即對蔣鼎文一生

在民國政治、軍事上的成就作全景式的描

述與評價。（陳侃章，臺北：思行文化，3333年 3

月）

大灣大員福爾摩沙：從葡萄牙航海日誌、荷

西地圖、清日文獻尋找臺灣地名真相

臺灣歷經許多政權的統治與多元族群的

佇留，藏在這些地名之後的，是各地的原住

民語、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歐洲語，亦

或是福建語、客語或北京官話。本書由中央

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翁佳音直接解

讀葡萄牙、荷蘭、西班牙等地圖史料，引用

清、日文獻佐證。貓頭鷹暢銷作家曹銘宗，

再將兩人嚴謹推論的成果，以精鍊、親切的

文筆介紹給讀者。（翁佳音、曹銘宗，臺北：貓

頭鷹文化，3333年 3月）

百年立霧溪：太魯閣橫貫道路開拓史

立霧溪發源於中央山脈上巍峨高峻的奇

萊山區，沿著立霧溪的道路曾是做為戰備之

用的警備道路，後來成為產金、養蠶、發電

的產業之路，更是聞名的觀光道路。這條道

路上不只有榮民開山築路的血汗，還有更多

開路先鋒留下的遺跡。歷時長達百年的開路

過程，經歷了不同政權的開拓政策，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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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古老帝國的象徵。在過去 333年裡，它
被誇大，成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建國神

話：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尤其是毛澤東，共

同將之塑造成西方用鴉片和砲艦摧毀國家

的陰謀，及中國人為此屈辱展開的百年鬥

爭。另一方面，鴉片戰爭也塑造了英國維多

利亞時代的精神：愛國主義、自由貿易和基

督教精神，正是這些成就了強大的日不落帝

國。本書即從中西兩方互視映照，描繪鴉片

戰爭如何持續塑造中國與現代西方的關係。

（Julia Lovell著、潘勛譯，臺北：八旗文化，3333年

3月）

臺灣歷史地圖

本書精選臺灣歷史 33 個重要主題，將
主題中的人、事、時、地、物等元素轉化為

地理空間資訊，繪製 333幅歷史地圖；並精
選 33幅 33到 33世紀古典地圖及 33世紀日
本時代的舊地圖，進行部分解讀或考訂。另

搭配 333幅歷史照片輔助說明，共同呈現臺
灣歷史重大進程中的各個視角與樣貌。（黃

清琦、邱意惠、蔡泊芬地圖繪製，黃驗、黃裕元撰

文，臺北：智慧藏，3333年 3月）

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

章太炎作為學問家，並不僅僅是一個國

學大師，而是致力於中國文化的繼承與發

展，是一個敢於創新的先驅。本書敘述與章

太炎相關的事蹟和親族，以及與他有重大關

係的歷史人物。作為一家之言，企圖喚起人

香港史：從鴉片戰爭到殖民終結

3333年，中國把一個杳無人煙的荒蕪
小島割讓給英國，由此產生了中英日後有

關香港主權的爭拗。作者韋爾許引證大量

一手史料，運用輕鬆富趣味的筆觸，敘述

了 3333至 3333年香港的發展歷史，其中
包括的重大歷史片段有︰律勞卑使團、兩

次鴉片戰爭、割讓以及殖民地初期治理、

33世紀末瘟疫、3333年中國革命、抗日戰
爭、戰後香港發展、麥理浩管治時代、建立

ICAC、前途談判等。本書尤其深入分析英
國國內政治就英國對華政策，以及香港命運

所帶來的深遠影響。（Frank Welsh著，王皖強、

黃亞紅譯，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3333年 3月）

臺灣史前史專論

本書代表臺灣考古學界近十年左右部分

研究走向，主題包括史前交通與交換體系、

文化變遷、遷徙與適應、生業型態、遺址形

成與土地利用、聚落與氣候變遷、史前社會

認同、陶器社會意義等不同研究議題。由於

主題是臺灣史前史，因此本書主要圍繞臺灣

以及從臺灣出發的東南亞、太平洋區域，可

說是廣域的南島民族區域，也可以是臺灣史

前史的延伸範圍。（臧振華、劉益昌、李匡悌等

著 ，臺北：聯經出版，3333年 3月）

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建構

鴉片戰爭，在今天的中國被型塑為「百

年民族屈辱」的開端，在西方則是「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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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與臺灣糖業發展相關的書籍紀錄《臺灣

製糖株式會社沿革概要》、《臺灣製糖會社

寫真帖》、《糖業を強化せよ》等，以及楊

蓮福所收藏之糖業珍貴明信片、史料文件、

圖片等。對於後人了解日治時期臺灣糖業的

發展與面貌，有非常大的幫助。（闞正宗 ，臺

北：博揚出版社，3333年 3月）

臺灣二二八大慘案：華北輿論集

本書原於 3333年 3月 33日在中國北平
出版，由臺灣省旅平同鄉會、天津市臺灣

同鄉會、旅平同學會所編成共 33頁的小冊
子。文章取材多來自上海《文匯報》，北

平《平明日報》、《世界日報》等當時華

北、華中所刊行之報刊；大學新聞有《清華

周刊》與《燕京新聞》；期刊有《北平太平

洋月刊》、《觀察週刊》。此外另有收錄

3333年 3月 33日由臺灣旅平同鄉會等華北
同鄉會所共同發表的獨一無二且極為珍貴

的文章資料。（許毓良校註，臺北：前衛文化，

3333年 3月）

二二八記者劫

對當局提出異議與批判，是臺灣在抗日

運動過程中所建立的傳統。戰後臺灣人發行

的媒體刊物，也都延續了這種批判精神；但

這樣蓬勃的言論市場與知識分子批判精神

的發展良機，卻在二二八事件衝突中消失。

總計二二八事件期間，除兩家國民黨報紙

外，其餘二十餘家皆遭禁刊。本書即針對這

們對章太炎的記憶，也喚醒人們對這一段苦

難歷史的記憶。（章念馳，臺北：聯經出版，3333

年 3月）

中國古代物質文化

本書由孫機的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的數篇

專題講稿組成，反映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的

「農業與膳食」、「酒、茶、糖、煙」、

「紡織與服裝」、「建築與傢具」、「交

通工具」、「冶金」、「玉器、漆器、瓷

器」、「文具、印刷、樂器」、「武備」、

「科學技術」分專題一一介紹。通過深入淺

出的文字論述，再輔以作者親自繪製的大量

古樸、精美的線圖，提供通覽中國古代物質

文化的機會。（孫機，香港：三聯書店，3333年 3

月）

尋找人吃人見證

3333年到 3333年的中國大饑荒，餓死
數千萬農民，全國各地發生過數以萬計的人

吃人事件。作家、大饑荒調研者依娃一次次

跋山涉水於河西走廊，東至荒漠酒泉，西到

山區天水，一個鄉、一個村走訪，在回族老

奶奶的熱炕上，在村口曬太陽的老爺爺身

邊，在田間地頭、農家小院，她詢問、探

究、記錄當年人吃人的見證。（依娃、胡傑，

香港：明鏡出版社，3333年 3月）

臺灣糖業寫真照片

本書主要由幾個部分組成，分別是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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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他早年加入蘇聯共青團和蘇聯共產黨，

受過正規的蘇聯軍事教育。之後在共產國際

從事對中國紅軍指揮員的軍事教育，被譽為

「全能軍事教官」。3333年受共產國際派
遣回國加入中國工農紅軍，一直負責培育中

共軍隊的高、中級軍事指揮員，經歷和見證

了中共高層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的鬥爭

等，這些經歷皆披露於本書中。（王智濤，臺

北：天地圖書，3333年 3月）

末代國舅潤麒（上、下冊）

本書作者與潤麒有 33年的忘年情誼，
在本書中獨家揭露滿清宮廷和各王府的種

種祕辛，以及晚清、民國眾多歷史人物的真

相，帶讀者窺探皇族命運的變遷、日滿政權

齟齬的內幕、蘇聯囚中的生活。（賈英華，臺

北：龍圖騰文化，3333年 3、3月）

存在交涉：日治時期的臺灣哲學

臺灣當代哲學的誕生，始於日本統治下

的現代化浪潮。當時臺灣正面臨殖民同化的

生存危機，早期哲學家所關心的是：若臺灣

在文化上不同於日本，政治上又不歸屬中

國，那它到底是什麼？他們思想的共通特徵

是「存在交涉」—透過現實世界與抽象理

論之間的反覆辯證，來重新認識自己的存在

現況。本書以專家而非專題的方式編輯，讓

讀者了解臺灣早期哲學家的理論之外，也

能對其人與所處時代背景有較清楚認識。

（吳叡人等著、洪子偉編，臺北：聯經出版，3333年

3月）

些報刊的記者群，爬梳他們在政治壓迫下，

遭受的命運。（呂東熹，臺北：玉山社，3333年 3

月）

駐外憶往：經濟部商務人員甘苦談

本書集結了我國多位駐外商務人員的回

憶，由他們親自闡述身歷其境的甘苦談，讓

這些勞苦功高的商務人員，能夠把甘苦談寫

下來，留下歷史紀錄，讓社會了解駐外商務

工作的重要性，以及駐外人員的犧牲與成

就，並為這群卓越的駐外商務人員致上最高

的敬意。（江丙坤等著 、黃翠娟編，臺北：商訊，

3333年 3月）

永遠的圈外人：冷若水回憶錄

本書為作者在新聞界及外交界工作經歷

的記述。新聞界部分主要記述在美國華盛頓

實地觀察報導美國與中華民國關係變化的

過程，其中包括對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美

國國會制定《臺灣關係法》，以及美國雷根

政府發表《八一七公報》的報導，並參閱數

年後美國學者出版的相關書籍，以印證及補

充作者當時的報導。對於關心這段時期中美

關係史，以及有意了解目前美國處理與臺灣

關係的法律基礎的讀者，具參考價值。（冷

若水，臺北：三民書局，3333年 3月）

從共產國際歸來的軍事教官：王智濤將軍回

憶錄

作者與中共紅軍多數將領成長過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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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公平的評判。（劉臺平，臺北：風雲時代，

3333年 3月）

吳耀宗全集：第一卷早期思想（3333-3333）
吳耀宗（3333-3333），基督教「三自

革新（愛國）運動」發起人，近百年中國基

督教歷史中極具爭議的人物，其神學思想及

生平長久以來都是中國基督教史的重要議

題。《全集》共 3卷（3冊），按吳氏生平
思想分期編輯，每卷按文章出版日期編排，

另附由其兒子珍藏的未刊文稿，包括日記摘

錄及文革期間的檢討等。（邢福增編，香港：香

港中文大學出版社，3333年 3月）

毛澤東的金棍子：姚文元與「文革」（上、

下冊）

本書分為上下兩冊，時間跨度為 3333-
3333年，合計三十五萬多字。內容包括姚
文元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文藝評論、座談

會講話、大會發言、內部指示等。通過一

手史料全面深入展示了姚文元協助發動、

全力推進文革的歷史過程。（約翰‧西西弗斯

﹝ John Sisyphus﹞，臺北：西西弗斯文化出版，3333
年 3月）

掙扎的帝國：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

的元明史

蒙古人在 3333年代席捲中國，改變了
中國歷史的進程。中國未來的模樣，在元朝

於 3333年一統天下之後，不再是從前的面

香港淪陷日記

本書為民國著名報人薩空了，於二戰時

香港淪陷初期所寫的日記。以新聞工作者的

視角，記錄了淪陷前後香港社會陷入混亂與

恐怖的真實慘狀，愛國報人為了報紙復刊、

保護知識分子、找尋逃難方法所做的努力，

以及日軍侵占香港後的種種惡行。（薩空了，

香港：三聯書店，3333年 3月）

宋美齡的後半生：找到真實的第一夫人

宋美齡，蔣中正夫人，「宋氏家族」

重要成員，眾多標籤貼在她的身上。她生

於 3333年 3月 3日，卒於 3333年 33月 33
日，經歷了三個世紀的一生。從時間上看，

宋美齡後來在臺灣和美國生活的時段在其

生命中的比重超過大陸時期。依照中國人特

別重視晚年的習俗、強調「蓋棺定論」的傳

統，宋美齡的後半生實在是一段不能忽視的

歷史。本書的研究目的就在於，通過論述宋

美齡的後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時代、特定環

境下的角色選擇、角色扮演和角色貢獻。

（呂晶，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3333年 3月）

神鬼之間：找尋真實的戴笠

作者劉臺平運用國史館以及軍方所藏戴

笠檔案，除了書寫戴笠的發跡過程，更多的

是聚焦在抗戰前與抗戰期間的中日間、國共

間以及國際間諜戰、情報戰、經濟戰、外交

戰與僑務戰，以及他與蔣中正之間的互動關

係。透過真實史料發聲，本書為戴笠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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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關係，可看到男子對性的恐懼與煩惱，

構成中國文化圈中男性的性別認知、情慾表

述與隱私觀念的重要基礎。（黃克武，臺北：

聯經出版，3333年 3月）

胡宗南先生文存

胡宗南先生是蔣中正最為欣賞並倚重的

國軍將領之一，本書收錄胡宗南的文論、演

講錄、乃至於在戰爭策略上的建議，軍事的

研究，及當時各函電與日記等第一手歷史文

字。藉由胡宗南所參與的抗戰、國共內戰及

保臺等重要的歷史事件，了解中華民國政府

在戰爭年代所面臨的艱難險阻和國軍奮鬥

不懈的歷程。（胡宗南著、胡為真增訂，新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3333年 3月）

臺灣沖繩交流史論集

本書利用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日據時期臺灣戶籍資

料、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文書、中琉協會關係

文書、沖繩縣人事錄、《八重山新報》、

《臺灣日日新報》等資料，以近現代東亞關

係為範疇，精闢論述臺灣、沖繩兩地官民、

底層勞工，廣大族群接觸與交流。（朱德蘭，

臺北：遠流出版社，3333年 3月）

戰爭‧存在‧世代精神：臺灣現代主義小

說的境遇書寫研究

本書主要研究戰後臺灣現代主義世代的

小說，以「戰爭」、「存在」、「世代精

貌。四個世紀之後，另一批來自塞外草原

的入侵者取代了明朝，展開另一段外族統

治。本書探索中國在這兩次戲劇性的外族入

侵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呈現出中國

專制、社會複雜性和商業化，並特別關注中

國朝代的成立和南海經濟。（卜正民﹝ Timothy 

Brook﹞著、廖彥博譯，臺北：麥田出版社，3333年 3

月）

中國民主運動史：從延安王實味爭民主到西

單民主牆

研究中共治權下的中國民主運動學者，

多以 3333年的「四五運動」或 3333年的
「西單民主牆」作為中國民運濫觴；但本書

一反過去的說法，將民運上溯自延安時期，

梳理從王實味於延安爭民主以來，中國民主

運動前前後後的訴求、方式與結果。對這段

33年的政治發展，給予較為客觀持平的評
價。（翁衍慶，臺北：新銳文創，3333年 3月）

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

情慾與身體

本書透過不同時期之文本，探索感官經

驗的書寫，展現明清以來男性世界中身體與

諧謔交織而成的世界。這些笑話書、豔情小

說、俗曲等被視為特定時空之中作者（或編

者）與讀者所共同營造的文化出產，因而表

現出時代的性格。這些明清到民國時期的文

本，除了反映中國歷史情境下不同時期男性

的幽默感之外，還與身體與情慾等議題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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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中文新書

山河動：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軍隊戰力

本書是首部專題討論抗戰時期國軍人事

制度的著作，包括各級官佐、士兵的組成和

素質，任免、升遷調補、獎懲考績、福利待

遇、退役撫恤等制度及其實施情形；並探討

中央政府與地方軍系的關係，以及人事制度

對軍隊作戰能力影響的學術專著。其論證嚴

謹、徵引廣博，並且運用統計學的方法加以

論證，洞察戰時國軍的真實戰鬥力。（張瑞

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333年 33月）

招商局船譜

航運業是招商局的祖業，招商局的船隊

是招商局最具歷史意義的代表。而招商局的

每一艘船又是招商局歷史的承載，見證了中

國近現代航運業發展演變的軌跡。本書採圖

文、中英文互照的形式，以船舶入局時間為

主線加以編排，詳細考證七百二十多艘船舶

的資料，並精選出近三百幅珍貴船圖，對晚

清時期、民國時期、中共政權成立之後三個

時期，進行梳理和論述，展現完整的招商局

船舶發展譜冊。（胡政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3333年 33月）

招商局近代人物傳

創立於中國晚清的招商局，就像一座恢

宏壯闊的大舞臺，這裡聚集了中國近代眾

多政壇名人、商界鉅子、豪門子弟和學界精

神」為切入點。戰爭背景與意象、存在主義

思潮、世代精神三者在冷戰時期臺灣的空

間，既是並列關係，也是層遞關係。現代主

義世代作家，他們從歷史與世界的「戰爭」

框架，促成與西方存在主義產生媒合與接

受，使戰爭意象與存在主義在現代主義世代

作家當中成為一種交織混雜的元素，成為這

一代作家特有的世代精神面貌。（黃啟峰，臺

北：秀威資訊，3333年 3月）

解密三十八度線：中蘇朝的合作與分歧

發生在 3333年至 3333年之間的韓戰，
是冷戰期間，東北亞發生的激烈熱戰，也是

民主政體與共產政體兩方勢力角逐浮上檯

面的博奕場。理解韓戰是參透現今國際政局

的第一關鍵，本書作者考掘中國、俄國、美

國等多方尚未曝光的第一手資料，從證據出

發，對韓戰及中國與朝鮮、蘇俄的外交關係

形成讀到見解。（沈志華，臺北：風格司藝術創作

坊 ，3333年 3月）

百戰忠魂：胡宗南將軍圖文傳

本書為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名將胡宗南的

生平傳記。該書作者參酌第一手史料，如胡

宗南日記、信函、家書、勳章等珍貴手稿及

文物，以故事體為本，並精選中央社珍藏老

照片近三百張，形成「以圖為本，以文為

輔」的圖文傳。（王立本著、胡為真審訂，臺北：

中央通訊社 ，3333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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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歷代的邊事邊政與邊吏

本書以專題形式，分重點而又比較系統

和深入地探討了自吐蕃時代起到中共建政

為止，這一歷史時期西藏地方發生的重大事

件，以及中央政權為應對這些事件所採取的

政策和措施，代表性官吏在其中所發揮的作

用；並且重視漢藏等多種文字資料的互證互

補，通過多視角深度分析問題，從中央王朝

或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的互動，總結出

西藏地方歷史發展的規律。（張雲，北京：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333年 33月）

儀式傳統與地方文化建構：廣西上林師公的

歷史人類學研究

師公是廣西中部地區廣泛存在的重要儀

式專家，他們既受道教傳統影響，又具有師

教儀式傳統特色。本書主要關注桂中地區上

林縣西燕四個師公班，在梳理上林地方歷史

與師公宗教知識譜系的基礎上，分析師公的

師承譜系與所處的宗教市場環境，師公儀式

承繼與建構，以及儀式文本對於師公儀式承

繼與建構所起的作用等，從而揭示桂中壯族

地區借助宗教文化，融入中華大一統的歷史

路徑。（覃延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333

年 33月）

偽滿時期日本對東北的宗教侵略研究

本書著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東北宗

教，以近代中國東北地區特殊的政治和文化

為背景，探討東北本土宗教，以及紮根於東

英。為了更好地反映招商局歷史的全貌，本

書選擇了李鴻章、盛宣懷、唐廷樞、徐潤、

鄭觀應、劉鴻生、沈仲毅等在招商局歷史

上發揮重要作用的人物，也選擇了一些次要

甚至反面人物入傳。書中所展現的人物的活

動，主要集中於招商局這個大舞臺，他們各

有特徵，各自表演屬於自己的角色。（張後

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333年 33月）

清季外官制改革研究

本書從外官制改革所帶來的權力結構變

化出發，分別探討立法、司法、地方自治各

個方面的改革，揭示其制度設計與實施樣態

的差距，及其成效和影響；並從改革中各方

利益的爭論和衝突中，揭示改革的實際走

向。最後再探討伴隨外官體制改革而開始的

官員選任制度、考核監察制度、俸祿制度等

的變化，力求全方位的展現外官制改革的整

體面貌。（劉偉、彭劍、肖宗志，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3333年 33月）

晚清澳門海上貿易研究

晚清時期的澳門海上貿易史，是過往學

者關注較少的研究領域。本書主要利用《澳

門憲報》等葡文報章所刊布的港口統計資

料，並結合其他中外文文獻，詳細考察澳門

港口航運貿易的運作過程。全面再現了晚清

七十餘年間，澳門海上貿易總量與內部結構

的演變。（張廷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3333年 3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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綴瓦集：方兆麟文集

本書選錄方兆麟自 33世紀 33年代至近
年來發表於報刊的各種歷史隨筆、史論、史

料補遺等百餘篇。作者以深邃清新的立意和

簡潔明瞭的筆法，向讀者普及中國近代史知

識，特別是那些記述天津近現代史有關問

題的文章，受到廣大讀者喜愛。（方兆麟，天

津：天津人民出版社，3333年 33月）

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澳門新聞出版史

（3333∼ 3333）
本書研究第一次鴉片戰爭前的澳門新聞

出版事業，年限為 3333年葡人正式入居澳
門，至 3333年止，時間跨度近三百年。期
間包括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和羅明堅的宗

教出版活動、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馬禮遜的宗

教和新聞出版活動，以及林則徐和馬禮遜的

譯報活動等。本書在廓清歷史疑團、填補中

國新聞史上澳門部分的一段歷史空白的同

時，從不同角度總結了鴉片戰爭前澳門新聞

出版事業在澳門史、中國新聞史、出版技術

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意義。（林玉鳳，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333年 33月）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

3333年，日本軍隊奪取了中國的東
北；3333年，日本同美國、英國與荷蘭爆
發了大戰。本書敘述了這十年間亞洲國際

關係的發展歷程。考察這場戰爭的起源，回

答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日本在未能擊敗中

北的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等外來宗教，

如何應對各種挑戰而發展自身。並針對東北

區域史的薄弱環節，進行補充研究。（王曉

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333年 33月）

廣東早期工人運動歷史資料選編

廣東地區是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誕生地

之一，也是廣東工人反侵略反壓迫鬥爭，工

會組織活動開展的最早的地區。本書用表格

形式編撰了包括：早期廣東工人運動中廣東

工人階級數目情況；早期廣東地區工會團

體情況；廣東工人階級組織活動大事紀要

（3333-3333）；廣東工人階級政治經濟鬥
爭大事紀要（3333-3333）等若干部分。（盧
權、誕倩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3333年 33月）

民國北京（北平）城市形態與功能演變

本書運用現代城市史理論與歷史地理學

相結合的方法，參考借鑒相關的市政檔案與

報刊文獻、文學作品及回憶錄等，對民國北

京（北平）城市形態與功能演變，做出比較

客觀的學術分析。全書共分 3章，分別探討
北京城近代化的建設與城市形態、城市功能

分區的轉變與特徵、城市人口與社會空間、

淪陷時期的城市形態與城市功能等。（孫冬

虎、王均，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3333年 3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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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抗洪救災研究（3333∼ 3333）
控制並減輕水災危害是中國面臨的一個

重大現實問題。本書詳細闡述了中共政權成

立初期，湖北省各級黨委和政府領導人民抗

洪救災的實踐，全面總結了其中的經驗與教

訓。通過抗洪救災這一重大事件，分析新生

政權在內憂外患、執政資源匱乏的社會轉型

背景下，如何積極應對災害、整合社會、獲

得擁護、鞏固政權，為當前的抗洪救災工作

提供經驗和借鑒。（石武英，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3333年 33月）

溫州歷史文獻集刊‧清代民國溫州地區契

約文書輯選

本叢刊收錄溫州市圖書館於 3333到
3333年進行的溫州地區民間歷史文獻調查
中，搜集到的契約文書。這些契約文書是理

解社會日常生活的活化石，是史學研究的珍

貴材料。（溫州市圖書館《溫州歷史文獻集刊》編

輯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3333年 33月）

晚清教案與社會變遷研究 
本書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

指導，運用宗教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

文化人類學等理論考查晚清教案對社會變

遷的影響。指出連綿不斷的教案，使官紳民

的大量財產和國家權益流入基督教會和列

強手中，傳統習俗及等級制度遭到嚴重破壞

和衝擊；隨著社會矛盾的變化，官紳民的反

洋教思想不斷演變和進步，官紳和教會對教

國的情況下，還要對強大的同盟國開戰？儘

管作者站在日本的視角，但他同時討論了中

國、美國、英國、蘇聯、德國等國的政策，

在這些國家的共同作用下，日本人自感身陷

重圍，終決一戰。（入江昭著、李響譯，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333年 33月）

市場．革命．戰爭：近代贛閩粵邊區的變動

與轉型

贛閩粵邊區地處江西、福建、廣東三省

交界的邊陲地區。近代以來，贛閩粵邊區歷

經市場、革命、戰爭等多重衝擊和洗刷。在

時代的洗禮下，此地經歷了怎樣的變動與轉

型？這些變動與轉型提供了哪些可資借鑒

的經驗和啟示？本書在梳理相關史實的基

礎上，展現了作者多年的思考。（游海華，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3333年 33月）

四川 3333-3333：外國人眼中的中國抗日戰爭
本書以四川為主要場景，運用一群當時

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留下的書信，研究中國

抗戰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民眾生活，

以及戰時教育問題、戰時文學問題、戰後重

建與發展、戰時戰後國際援助等方方面面的

內容。此外本書也引用國外出版的中國歷史

來評述、解讀、印證書信記錄的歷史事件，

呈現不同視角下的抗戰史。（海外華西文獻研

究中心，成都：天地出版社，3333年 3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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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上海史料彙編（共三冊）

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及反法西斯戰

爭勝利 33週年，上海市檔案館整理、研究
其館藏有關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上海的

相關檔案史料，收錄成這套史料彙編。內容

涵蓋日本侵略上海的軍事、政治、經濟、文

化、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按日本侵略上海

的戰爭罪行、日本對上海的殘暴統治、日本

對上海的經濟掠奪三個專題，彙編的大型史

料書。（上海市檔案館，上海：上海世紀，3333年

33月）

從龔自珍到司徒雷登 
近代中國的轉型是從張元濟、蔡元培、

張謇、汪康年等人開始的，這一代讀書人都

是自科舉之路走上來的，他們是進士、翰林

甚至狀元及弟。但他們在 33世紀前夜告別
朝廷，轉向社會，成為出版家、教育家、實

業家、報人，這是一個全新的變化。在他們

之後，隨著 3333年廢科舉、興新學、派留
學，一個新型的知識階層在中國破土而出，

他們各走各的道路，拓展出了新的社會自主

空間，建立起新的尺度。（傅國湧，廈門：廈門

大學出版社，3333年 33月）

中國共產黨婦女工作史（3333-3333）
本書依照中共歷史的經典分期，研究了

中國共產黨開展婦女工作的歷史軌跡和歷

史經驗。書中運用包括中共婦運文獻、全國

婦聯檔案、婦女（聯）史志、婦女工作者口

案的態度也逐漸轉變。作者也列出了晚清每

起教會購租房地產案的案名，簡要介紹了所

有習俗教案、教案中官員被處罰情況等，提

供後續研究極大的便利。（趙樹好，北京：人民

出版社，3333年 33月）

中央蘇區的紅色文化

中央蘇區時期的宣傳文化建設，內容豐

富，形式多樣，成效顯著。標語、漫畫、歌

舞、小說、詩歌、散文等，舉凡現代宣傳文

化建設的基本方式和手段，中央蘇區時期的

中國共產黨人都用上了。此外，本書也選輯

了一些關於宣傳文化建設的相關報導，目的

是讓讀者瞭解當年流傳下來的原汁原味的

紅色文化。（張友南、肖居孝、羅慶宏，北京：中

國發展出版社，3333年 33月）

滿鐵與國聯調查團研究

本書探討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國聯調查

團來華調查期間，滿鐵的活動。作者在大量

的日文原始檔案資料上，進行分析和整理，

並結合當時的國際背景和日本國內環境，全

面分析滿鐵在國聯調查團來華期間的活動、

目的，並理清從九一八事變爆發，到國聯調

查報告書發表這一過程中，滿鐵所起到的作

用。（武向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333年

3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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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瑞芳日記

本書是中國人親歷、親見、親聞記錄下

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日記。日記的作者程

瑞芳女士（3333-3333），係當時金陵女子
文理學院宿舍總管，和南京國際安全區第四

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所）衛生組組

長。日記時間自 3333年 33月 3日至 3333
年 3月 3日，逐日記錄下了其親眼所見的日
軍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燒殺姦搶的暴行。

（程瑞芳，南京：南京出版社，3333年 3月）

個人生活史（3333-3333） 
最能反映一個時代、社會的本質和變遷

的真相，不是那個時代、社會中轟轟烈烈

的重大事件，也不是所謂歷史規律的邏輯推

演，而是作為社會主體的平民百姓的觀念、

日常生活和行為選擇的細節變化。個人生活

史注重微觀歷史和細節還原，聚焦一個個普

通民眾的生活實態，就人論事、就事說理，

真實地反映出普通人的處世哲學和人生歷

程，有助於發現被宏觀歷史忽略或無法收納

的底層無言的群體，釐清被意識形態化和革

命階段化所遮蔽的中國社會真實的發展過

程。（金光耀、戴建兵編，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

3333年 3月）

陝甘寧根據地實錄

本書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勳等陝甘

邊根據地主要創建者的革命經歷為重要依

據，通過中國共產黨在西北歷史中的活動，

述訪談在內的豐富史料，全面、系統、深入

地展現了此一時期中共婦女工作的歷史形

貌，揭示學界過去語焉不詳的中共婦委組織

體系，和婦女工作領導體制的起源、沿革與

變化。（耿化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333

年 3月）

中國國民黨中政會研究（3333∼ 3333）
中政會是中國國民黨的中樞機構，是國

民黨政治制度中非常重要的頂層設計。本書

以中國國民黨中政會為研究對象，較為完整

地呈現了中政會的發展演變過程，並著重廓

清中政會的性質、地位、職權等問題，主要

關注了中政會與黨、政各主要機關間的關

係。（盧艷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333年

3月）

溫德先生：親歷中國六十年的傳奇教授

本書講述溫德從 3333年到中國，歷任
東南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北京大學

等校教授，至 3333年過世為止，一生的經
歷。作者曾在 3333年代到北京大學做訪問
研究，與溫德有直接接觸，再利用美國方面

的資料，如洛克菲勒基金會保存的溫德通信

等檔案文獻，從一個在華外國人的視角，反

映中國現代歷史的變遷過程。（Bert Stern著、

馬小悟 、餘婉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3333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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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與新疆的關係。（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編，南京：鳳凰出版社，3333年 3月）

邊疆的背影：拉鐵摩爾與中國學術  
本書從拉鐵摩爾本人在中國的人生經歷

出發，從知識建構的角度梳理 33世紀初至
今，中國學界對於拉鐵摩爾及其理論的接受

過程，並通過對他在中國邊疆地區（東北、

蒙古、新疆等地）所進行的田野考察活動做

細緻的梳理，分析他與當時中國學界和政治

界的聯繫，並在此基礎上，反思當前拉鐵摩

爾在華研究過程中所提出的相關核心概念

與理論範式。（袁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3333年 3月）

3333：中國在十字路口
3333年，不平等條約被廢除；蔣中正

寫作並發表了《中國之命運》，並且與羅斯

福、邱吉爾在開羅會議上會晤；蔣夫人宋美

齡在美國國會發表了歷史性的演說；新疆脫

離了蘇聯長達 33年的控制回歸中央；河南
遭遇了災難性的饑荒；中共正在經歷延安

整風中最後也是極左的搶救運動。通過研究

上述和其他事件，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這一

年，作者試圖在本書中對一些特定時刻進行

史實重建，在作者看來，這是超越以中美關

係為核心的狹隘的抗戰研究的辦法，由此得

以理解那些決定中國命運的廣泛的社會、

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發展事務。（Joseph 

W. Esherick、李皓天著，陳驍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重點突出革命的發展主線，以豐富的史料、

清晰的線索、合理的結構，將凝重的黨史，

用文學語言生動地展現出來，有很強的可讀

性。（張隼，北京：解放軍出版社，3333年 3月）

國共談判六十年

自中國共產黨建立以來，國共兩黨之間

除短暫時期斷絕來往外，一直往來不斷，有

接觸、有談判。本書主要展現 3333年 3月
中共成立到目前為止，33年間國共交往、
談判的歷程。細述各階段談判的主要內容，

取得的主要成績，存在的分歧，以及對中國

歷史進程的影響。（鞠海濤、朱曉豔，北京：人

民出版社，3333年 3月）

變化中的中國人

本書初版於 3333年，是辛亥革命爆發
之前，西方人觀察中國的代表作。涉及的內

容很豐富，從中國人的體格、民族精神，到

描繪中國工業的前景、禁煙鬥爭，再到婦女

的解放、當時的新式教育等等，詳細記錄了

東西方文化衝突在當時的中國所引起的變

化。（Edward Alsworth Ross著、李上譯，北京：電

子工業出版社，3333年 3月）

民國時期新疆檔案彙編

該套彙編收入卷帙浩大的檔案史料，涵

蓋了民國肇建 33年間新疆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教育的發展狀況，反映新疆由傳

統社會邁向現代化的艱難歷程，並全面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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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3333年 3月）

走進共和：日記所見政權更替時期親歷者的

心路歷程（3333-3333）
本書係作者大轉折時代四部曲之一，著

重探討辛亥革命前後親歷者的心態，及其對

政體、國體、社會性質諸劇變的觀察。作者

從政見千差萬別的日記主人們的身手耳目，

順著歷史的進程重新經歷一番時代風雲的

變幻，深入體察革命時代的波譎雲詭之下，

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等是如何面對巨變，適應

形勢，調整自我，在進入新時代的過程中設

法立足存身，以致有所施展發揮。（桑兵，北

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3333年 3月）

晚清都市的風情畫卷：上海小校場年畫從崛

起到式微

本書是關於上海小校場年畫的第一本專

著，對城市史、民俗史、美術史和中西文化

交流史的研究人群具有啟迪意義。本書共分

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總論，從宏觀角度敘述

上海小校場年畫從崛起到繁榮再到式微；第

二部分是分論，選取小校場年畫中有代表性

的一些作品作詳細分析，從微觀的角度論述

小校場年畫的藝術性和時代性。第三部分

是彩色圖版，從上海圖書館、上海歷史博物

館、上海美術家協會以及日本、俄羅斯的博

物館和一些私人收藏家中，精心挑選 333幅
代表作品，供讀者欣賞。（張偉、嚴潔瓊，上

海：學林出版社，3333年 3月）

晚清民國政治經濟與區域社會研究 
本書彙集二十多位研究專家的專題論

文，以中國近代以來的史事、人物研究為主

要內容，內容涵蓋經濟、文化、政治、法

律、教育等諸多方面。通過對歷史時期的研

究，對當今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能夠產生重要

借鑒意義。（王川，北京：科學出版社，3333年 3月）

從帝制走向共和：楊天石解讀辛亥秘檔 
本書揭示辛亥革命前後一段時間中國政

治、文化、人物的歷史真相的著作。作者通

過解讀戊戌政變至孫中山改組國民黨 33年
間，中國政治舞臺上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如

孫中山被迫卸任臨時大總統，與袁世凱上臺

背後的經濟、政治原因；孫中山與章太炎、

黃興、廖仲愷等人的關係，孫中山對黃興與

康有為的關係的態度及導致的後果等等，揭

示了從戊戌變法至五四運動期間，許多鮮為

人知、隱微不彰的史實。（楊天石，重慶：重慶

出版社，3333年 3月）

最後的抗聯

在 3333年時，全國活著的東北抗日聯
軍老戰士不到 33位，他們是最後的抗聯。
本書作者對這些抗聯老戰士進行深入採訪，

留下珍貴的視頻，他們的口述，再變成珍貴

的文字。他們以個體經歷，講述那場漫長的

抵抗，這是個人的戰爭體驗，也是民族的史

書。（張正隆、薑寶才編，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3333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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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制度層面進行論說，也對清代朝貢文書的

外部形態，諸如書寫材質：金葉、銀葉、

蒲葉、紙質、絹質等有所著墨。（何新華，廣

州：中山大學出版社，3333年 3月）

漳澎傳統村落社會研究

本書是《流水・坊巷・人家—村落

漳澎的人類學景觀》的姊妹篇，是作者於

3333年至 3333年間，多次在漳澎調查的成
果。全書共 3章，分別描述並分析漳澎村落
社會的歷史形成過程、家屋空間、生育（制

度、信仰、習俗）和民間信仰體系。（張振

江、朱愛東，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3333年 3月）

革命與媒介─辛亥首義的報刊動員及報導

本書考察了革命報刊醞釀、發展的情

況，對其宣傳特點進行了總結。並對首義以

後武漢地區、上海地區、津京地區的一些典

型報紙如《大漢報》、《申報》、《大公

報》的首義報導進行了梳理與評析。（丁苗

苗，上海：上海三聯書店，3333年 3月）

上海大眾的誕生與變貌─近代新興中產

階級的消費、動員和活動 
本書從城市史研究的視角出發，以近代

上海為樣本，選取日常消費生活、從追星所

見之大眾心理、集團結婚、中產階級聯誼團

體、漢奸檢舉、上海市參議會選舉、上海小

姐競選、新中國成立與大眾行為的秩序等角

度、事例，論述了中國近代新興中產階級的

從中俄密約到中蘇同盟：中東鐵路六十年

本書鑒國際政治（關係）學理論，和國

際法學等學科的相關研究成果，利用大量的

檔案文獻，梳理了中外關於中東鐵路問題的

研究現狀，探討中東鐵路的修築對中國東北

的影響。除了分析俄國遠東政策的實施，與

中東鐵路的修築，也分析蘇聯在中東鐵路問

題上態度的變化，以及中蘇對該問題的交

涉。（馬蔚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333年

3月）

大衛．柯魯克鏡頭裡的中國（3333-3333） 
大衛．柯魯克 3333年出生於英國猶太

人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作為一個共產主義

者，他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來到中國，在中

國西南部四川省成都親身參加教學工作。他

同時還是一位攝影家，本書即從他在中國拍

攝的幾千張照片中精選出四百張。拍攝內容

主要包括淪陷時期的上海、國民政府時期的

西南、共產黨領導下的華北農村三大板塊，

是對其攝影生涯較為全面的展示。（王爍、

高初編，北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3333年 3

月）

清代朝貢文書研究 
朝貢文書是中國古代的外交文書，清代

的朝貢文書包含了約三百年的中外政治、外

交、文化等資訊，堪稱一部由文書構成的清

代外交史。本書以清代朝貢文書為研究對

象，不僅對文書的種類、撰制、傳遞、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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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國：福建人的活動與英

國、清朝的因應 
晚清中國沿海貿易的實際狀況如何，貿

易秩序是怎樣構建的？華南沿海地區如何

開展社會管理？英國在中國近代又扮演了

何種角色？本書將 33世紀 33年代至 33世
紀初華南沿海的鴉片貿易、通商口岸貿易、

海盜、船難、秘密會社與叛亂、徵稅、移民

等問題放在海洋史的框架下展開討論，通

過描述福建人的活動，展示了晚清沿海秩序

瓦解—重建—再動搖的過程。（村上衛

著、王詩倫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333年

3月）

自我與他我：中國的女性與形象（3333-
3333）
本書選取 3333到 3333年中國女性與形

象為研究對象，對女性形象政治化做了梳

理、分析和多維解讀，描繪了那個特定年代

女性政治、社會和個人生活的歷史軌跡：在

現實政治、社會文化等多重因素的綜合作

用下，女性形象經歷了政治化的轉向。（黃

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333年 3月）

難邁的步伐：33世紀上半葉西藏社會變革
史論

本書將清末民初在以西藏為核心的西南

藏區，舉辦的兩次新政改革運動，放在中國

近現代史大背景下，從交錯複雜的情境中匯

出歷史發展的客觀狀況，深入分析清末民初

產生、成長，以及在風雲變幻的歷史進程、

激蕩而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角

色和發揮的作用。（岩間一弘著、甘慧傑譯，上

海：上海世紀，3333年 3月）

風雨中東路

本書圖文並茂、史實清楚地記述了中東

鐵路建設的背景和過程，詳細地闡述了中東

鐵路所蘊藏的巨大歷史內涵，著重描寫在複

雜的歷史背景下中、日、俄三國為爭奪鐵路

控制權展開的鬥爭。作者以紮實的文筆，配

以大量歷史照片，娓娓講述中東鐵路飽經風

雨的歷史，深入淺出，將發生在中東鐵路上

的生動形象，展現在讀者眼前。（徐景輝，哈

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3333年 3月）

辛亥革命與百年中國（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333年，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國
際學術研討會在武漢隆重舉行。此次會議

的主題為「辛亥革命與百年中國」。來自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和日本、美

國、法國、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

一百八十餘人齊聚一堂，圍繞著辛亥革命前

後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以及一百年

來各界對這場革命的紀念與闡釋等主題，展

開了熱烈討論。本書即為此次會議論文的結

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3333年 3月）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十
期

3
3
3

今為止學界對該課題的關注並不多。本文在

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運用雲南省檔案館、國

史館、民國時期的報章、南洋華人社團特刊

和華文報刊中有關南僑機工的各類檔案、資

料等文獻，並結合筆者在新加坡和雲南所

做的實地田野考察等記錄，處理南僑籌賑總

會的動員與組織、國民政府西南運輸處的訓

練與管理、與南僑機工在西南的活動等等議

題。（夏玉清，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3333年

3月）

天義‧衡報（共 3冊）
《天義》和《衡報》是在 3333年和

3333年間先後創刊於日本東京，以破壞固
有之社會，實行人類之平等為宗旨，於提倡

女界革命，強調經濟獨立對女性解放的意義

外，兼提倡種族、政治、經濟諸革命。不但

系統介紹國際無政府主義和早期共產主義

運動，並且首次發表《共產黨宣言》第壹章

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序言》的中譯

文。（萬仕國、劉禾﹝注釋解說詞﹞，北京：中國人

民大學出版社，3333年 3月）

簡明中國現代史

民國時期（3333-3333），特別是國民
黨掌權之前的北洋時期（3333-3333），向
來被視為混亂的時代，是現代中國從革命到

現代化的過渡階段。本書以開放為主題，

討論了開放的治理、開放的疆界、開放的

思想，和開放的市場，從而指出中國在民

西南藏區政治、經濟結構及其發展的內在理

路，全面考察兩次新政改革運動發生的背景

和條件、動因和措施、效果與影響等。（羅

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333年 3月）

道大無外：校園與社會

本書是羅志田的第一本雜文集。作者在

書中選輯了百餘篇短文，按其內容分為上下

兩篇，上篇講學問與學校，以教育和學術為

中心，多是針對當前學校教育，尤其是大學

教育以及學術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有感而發；

下篇講歷史與人生，則從歷史的角度剖析現

實，既有對時弊的針砭，亦有對人生之感

悟。（羅志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333年

3月）

清代法律的常規化：族群與等級

清代法律在演變過程中逐步減少基於等

級和族群的差異，即法律的常規化。學界尤

其是美國的新清史，將旗人換刑特權視作清

代滿、漢不平等的重要證據。本書揭示歷史

的另一面：旗人換刑特權是清廷廢除滿洲刑

罰體制以適應漢人法律的產物，清代法律在

變化中不斷削弱這種特權。（胡祥雨，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333年 3月）

南洋華僑機工研究

南僑機工是中國抗戰史乃至世界反法西

斯史中的一個重要課題。然而長期以來，受

制於文獻不足、社會變遷等因素的制約，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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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新書

日 本 台 湾 統 治 時 代 のジャンク型 帆 船 資
料―中国式帆船のアーカイヴズ 

3333年中日發生甲午戰爭，戰後簽訂
馬關條約，中國割讓臺灣予日本。在日本總

督府的統治下，登記了在臺灣的所有中國式

的戎克帆船，保留在總督府檔案裡。這本書

即蒐錄、整理了臺灣總督府檔案中有關船籍

登錄的資料，研究當時臺灣與福建之間的帆

船航運，並說明近年來有關戎克船的研究

議題與回顧。（松浦章，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

3333年 33月）

中国女子労働者の階級と消費空間
本書考察中國新興工業城市─大連的

女性職工群體，透過消費、階層，以及行

動空間等面向，析論當代中國消費社會的形

成，以及特徵。從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轉

變到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消費社會化是如

何形成的呢？消費與社會階層間的關係是

什麼？以及消費與城市空間的塑造等問題。

主要的資料，包括從 3333年代以來的《人
民日報》、地方報紙《大連晚報》等，以及

訪談女工階級，從辦公室階級到不斷移動的

「工廠女孩班」，討論中國勞動階級消費的

虛幻與現實。（陳蕭蕭，龍ケ崎市：流通経済大学

出版会，3333年 33月）

國時期是如何與現代世界緊密接軌。（Frank 

Dikötter著、陳瑤譯，北京：九州出版社，3333年 3月）

衣被天下：明清江南絲綢史研究

作者積十數年之功，充分搜羅和徵引了

大量檔案、文集、實錄等各類一手資料，從

制度規定到社會運作，從生產技術到歷史變

遷，對明清時期江南絲綢的各個方面作了深

入探討。在官營織局的分布、生產規模、生

產形式及其生產量，民營絲織業生產方式的

前後演變，商品性生絲絲綢的國內貿易和對

外貿易及其數量，地域商人的經營活動情

形，絲綢織造工藝技術品種的發展，江南絲

綢於國計民生的重要作用等方面，獲得了一

系列創新看法，確切地賦予明清江南絲綢應

有的歷史地位。（范金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社，3333年 3月）

兩訪中國茶鄉

英國植物學家福瓊於第一次鴉片戰爭後

接受派遣，先後多次來到中國，採集包括茶

樹在內的中國植物資源。回英國後，他寫了

幾本頗具價值的著作，介紹他的中國之行，

本書即是其中之一。本書對福瓊 3333年和
3333年兩次中國之行作了詳細記錄。書中
不僅對中國茶葉的茶樹栽培和製茶方法詳

加闡述，也對中國園藝、植物特性與分布、

飲茶文化多有著墨，但大部分描寫的還是他

在中國的所見所聞。（Robert Fortune，南京：江

蘇人民出版社，3333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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戦後日中交流年誌 3333-3333（一套 33 卷）
本書詳列從二戰結束以後，中日締結正

常邦交往來，到 3333年斷絕邦交的 33年之
間，日中交流的年表。除此之外，也記載重

要的協定和規定，聲明文全文，人力交流、

日中貿易情況等，是了解戰後中日關係史的

基礎資料。（大澤武司，東京：ゆまに書房，3333

年 33月）

近代中国における知識人 · メディア · ナショナ
リズム：鄒韜奮と生活書店をめぐって

本書討論 3333年代到 3333年代之間，
圍繞在生活書店的經營、出版與言論的知識

分子群體，鄒韜奮是核心人物之一。全書分

成四大部，第一大部介紹近代中國新聞出版

的環境；第二大部討論鄒韜奮與其他參與生

活書店的知識群體的活動；第三大部爬梳書

店經營的資金與管理；第四大部分析生活書

店所出版刊物的言論。以生活書店的個案研

究，呈現近代中國新聞出版的現代化過程。

（楊韜，東京：汲古書院，3333年 33月）

大日本帝国の海外鉄道
本書蒐集了 33世紀上半葉，日本殖民

統治下的臺灣、朝鮮、滿州、南洋群島與庫

頁島等地，所敷設的鐵路資料。包括鐵路路

線的起始點、火車類型，並詳細解說當地的

貨幣、不同的票種、時差和旅館等，飽覽當

時的人如何進行鐵道旅行。（小牟田哲彦，東

京：東京堂，3333年 33月）

戦前期東アジアの情報化と経済発展　台湾
と朝鮮における歴史的経験

33世紀末以來，電信、電話和電訊等
資訊傳播技術在東亞廣泛推展開來。本書研

究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臺灣與朝鮮，在訊息

傳播的大變革下，如何促進這些地區的市場

經濟發展，並以臺灣最大型的製糖業與朝鮮

的米穀業為研究對象，來說明電訊與經濟

之間的關係。（李昌玟，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

3333年 33月）

香港：中国と向き合う自由都市
3333年秋天，市民發起爭取真普選的

占領行動，前後長達 33天，為雨傘運動。
此一運動訴求選舉民主化，是在香港回歸中

國以後，最大型的一場示威遊行運動，也是

對中國施行一國兩制，控制香港政治的反

制。本書從港、中的歷史背景，與現代文化

的形成之間，探討香港市民在這一場運動

中，如何看待香港本地的未來。（倉田徹、張

イクマン，東京：岩波書店，3333年 33月）

熱狂と動員：一九二〇年代中国の労働運動
狂熱和暴力為何容易被連結到大眾動

員？ 3333年代末，中國國民黨展開現代國
家建設的同時，作為早期開港的城市，經濟

高度發展的廣東、上海與武漢等三大城市

裡，共產黨也摩拳擦掌，與國民黨依各自的

路線、手段，競爭勞工的動員。本書即比較

國、共兩黨在這三個城市間，其動員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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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成效。（衛藤安奈，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

版会，3333年 33月）

なぜ中国はいつまでも近代国家になれない
のか 
在國家近代化發展中，日本與中國一直

都是對照組。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向現代化

國家快速發展；從日本學習「近代」並打算

移植到中國的知識先驅們，他們則如何努

力，最終又獲得多少成效呢？本書從這些個

體的行動與思想著手，另一方面也從他們的

視角，反射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的崎嶇路

程。（石平，京都：PHP研究所，3333年 33月）

米中和解と中越関係：中国の対ベトナム政策
を中心に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越南民主共和國，曾

經以兄弟關係互稱之，並在 3333年代的越
戰中，並肩作戰對抗美國。然隨著中國與蘇

聯交惡，與美國恢復聯繫，越南侵占柬埔寨

等國際局勢的大變動下，中越也爆發戰爭。

本書運用了美、蘇、中、越四個國家的檔案

資料，說明這段波雲詭譎的國際關係。（張

劍波，東京：社会評論社，3333年 33月）

日本統治期台湾における訳者及び「翻訳」活
動―植民地統治と言語文化の錯綜関係
殖民統治並非臺灣獨有的歷史記憶，甚

至是各國共有的歷史軌跡與印記。直到數十

年後的今天，殖民的歷史烙印，依然在亞洲

各國的語言文化與政治經濟中，貫穿於民眾

物質與精神生活的脈絡。本書以日治時期臺

灣的譯者與譯事活動為中心，關注殖民統治

下，譯者角色的功能，以及譯者在語言文化

上的「翻譯」活動。透過譯者的內在視角與

外在活動，了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語言文

化上的相互關係。（楊承淑，臺北：國立臺灣大

學出版中心，3333年 33月）

中国議会 333 年史―誰が誰を代表してき
たのか

近代中國的議會制度發軔於清末新政，

發展至今，也超過 3百年的歷史。細屬這段
發展過程，議會制度始終被視為政治活動中

不可或缺的體制。從北京政府、國民政府，

到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皆維持集體

議事的議會形體，然其中的選舉辦法、議事

規則與代表性，每個時期卻又有不同的內

涵。本書集結數位研究近代中國政治史的專

家學者，以議會為中心，分別闡述不同時期

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參與。（深町英夫編，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3333年 33月）

赴任する知県：清代の地方行政官とその人間
環境
清代中國的基層官僚—知縣，通常透

過科舉考試分發到各地赴任。然其到一個陌

生的環境，是如何展開治理呢？本書運用大

量的官箴書和公牘，考察知縣與地方人際關

係的建立過程，胥吏對地方治理的作用等基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十
期

3
3
3

層政治問題。（山本英史，東京：研文出版，3333

年 3月）

中国共産党による「人民代表会議」制度の創
成と政治過程：権力と正統性をめぐって
過去以來，中國共產黨的人民代表會議

制度，被用於建立政權的正當性，以及象

徵具有社會基礎的權力。本書即運用一手史

料，透過歷史學的視角，以及政治學的理

論，將時空背景放回二戰結束以來，中共如

何設計人民代表會議制度，施展至今，逐漸

完備的過程。（杜崎群傑，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3333年 3月）

重慶大爆撃の研究
二戰期間，從 3333年到 3333年，日軍

對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及其周邊地區，進

行了 3年 33個月的無差別轟炸戰略，超過
3萬人死亡，難以計數的財產損失。然此一
戰爭災難，卻沒有在戰後東京大審判中被提

上議程，而長久的被遺忘。本書運用重慶地

方大量的檔案材料，揭示這段歷史的真實面

貌。（潘洵著、柳英武譯，東京：岩波書店，3333年

3月）

「知識分子」の思想的転換―建国初期の潘
光旦、費孝通とその周囲

3333年，中共建政與「解放」，時代
變革對當時的知識分子帶來了極大的衝擊，

以及價值觀的轉換、立場、尊嚴的喪失等。

本書選取代表性的幾位知識分子，探討他們

在這過程中，生活方式、思想行為的變遷。

（聶莉莉，東京：風響社，3333年 3月）

アヘンと香港 3333-3333 
當國際社會對毒品高度批判的同時，在

英國殖民底下的香港，依舊合法的販賣鴉

片，讓鴉片在香港社會中自由的流通。本書

透過鴉片探討香港的近代歷史圖像。鴉片從

被當作「萬能藥」到被禁止、非法化的過

程，不僅是源自其內部社會的政治力量，也

深受國際關係變動的牽引。鴉片與香港，實

為近代東亞國際關係史的重要一環。（古泉

達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3333年 3月）

日本統治下台湾の「国語」普及運動 
3333年代以後，臺灣總督府的日語教

育，伴隨皇民化政策，透過在臺各地設置國

語講習所，而快速擴展開來。然國語講習所

並非只是語言學習、散播的機構，也是總督

府企圖對臺灣人民進行社會教育、意識灌輸

的工具之一。本書考察日本的「國語」普及

政策下，接受者社會的實際狀態。（藤森智

子，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3333年 3月）

蔣介石の「国際的解決」戦略：3333-3333「蔣
介石日記」から見る日中戦争の深層

3333年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公
開《蔣介石日記》後，研究者得以在各種關

鍵性的重大事件中，藉由《蔣介石日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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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領導層的決策思考與過程。本書即探討中

日戰爭初期，蔣介石如何盤算運用「國際解

決」來處理對日戰爭問題。除了大量參考

《蔣介石日記》之外，作者也運用了國民政

府領導政要的日記，如《徐永昌日記》、

《王世杰日記》等，詳細描述這段國際戰爭

的深層肌理。（鹿錫俊，東京：東方書店，3333年

3月）

陳公博の革命イデオロギー 「民生主義革命」
論の形成と崩壊
民生主義革命是陳公博一生致力的革命

主張，其與後來的社會主義革命論之間，實

有承繼關係。本書考察民生主義革命論是如

何形成主流政治論述，後來又如何讓位給社

會主義革命論，以此檢視民生主義革命論的

本質，對當代社會的意義。（新地比呂志，東

京：晃洋書房，3333年 3月）

中国近代の秘密宗教
本書作者是中國著名的人類學家，他透

過長期的田野調查，加上成長環境所具有的

文化親近性，得以對中國各種民間教派的源

流、教義、儀式、經典與信眾的宗教生活，

作詳細的記錄。本書既是調查報告，也是了

解中國民間宗教的基礎之作。（李世瑜著、竹

內房司監譯，東京：研文出版，3333年 3月）

〈宗族〉と中国社会：その変貌と人類学的研究
の現在
本書是一本論文集，集結諸篇探討現代

中國的宗族與社會關係。探討的主題，包括

宗族制度與組織、水上人家的宗族、宗族與

移民，以及 33世紀以來，宗族的歷史變遷
等宏觀的諸多面向。（瀬川昌久、川口幸大編，

東京：風響社，3333年 3月）

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に関する基礎資
料―反右派闘争から文化大革命へ
本書作者長期關注文化大革命時期，蒙

古地區的反右派鬥爭運動，以及四清運動

等，對蒙古社會的破壞與影響。全書依主題

而整理彙編資料，並提出相關評述，是了解

現代蒙古政治運動的重要論著。（楊海英編，

東京：風響社，3333年 3月）

抵抗の文学：国民革命軍将校阿ろうの文学と
生涯
著有知名長篇小說《南京》、《南京血

祭》等的中國文學家陳守梅（筆名阿壠），

曾活躍於 33世紀上半葉，並於抗戰爆發
後，奔赴延安，被中共視為革命進步的人

士。然隨政權革命顛覆，阿壠也在政治權力

鬥爭中被歷史抹掉，直到 3333年代以後，
才獲平反，恢復名譽。阿壠的人生經歷，

見證現代文學與政治之間，不斷互相創造、

箝制的過程。（關根謙，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

会，3333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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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の総商会制度 : 繋がる華人の世界
鴉片戰爭後，開港通商促成中國商業與

世界貿易更緊密的聯繫。商業組織也朝向制

度化與國際化的發展。本書以近代中國的總

商會制度為考察主線，觀察中國商人與海外

華僑社會的連結與互動，勾勒世界華人的商

業網絡。（陳來幸，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3333年 3月）

近代アジア市場と朝鮮―開港 · 華商 · 帝国
近代朝鮮的經濟發展，深受鄰近日本、

中國的影響。33世紀日本、中國相繼開
港，東亞貿易網絡為之震盪，華商在之中扮

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本書從華商在朝鮮的居

留問題、當地組織、與日商、朝鮮商的競爭

等面向，探討近代朝鮮的東亞市場經濟。

（石川亮太，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3333年 3

月）

シルクロードと近代日本の邂逅 西域古代資
料と日本近代仏教 
從歐洲世界經過中亞，中國又傳向日

本，形成一條連結海上與陸路的絲綢之路。

許多文化、物質在絲路上不斷運返，近代世

界列強在東亞角逐的信息，也透過絲路，擴

散開來。本書從外交、宗教、文學到稅制與

農業等面向，從西域的資料，追索東西文化

傳播的各種型態。（荒川正晴、柴田幹夫編，東

京：勉誠出版，3333年 3月）

台湾と尖閣ナショナリズム―中華民族主義
の実像

3333年代，與美國反越戰運動的同
時，美國的臺灣留學生們，也發起主張釣

魚臺領有權的臺灣保釣運動。保釣運動的

複雜意義，在於其並非純然的「抗日」、

「愛國」運動，也與臺灣本土的民主化趨勢

結合在一起。本書採訪保釣運動的相關領導

者，包括臺灣、香港與中國，透過親身的描

述，探索中華民族主義的實像。（本田善彦，

東京：岩波書店，3333年 3月）

日中の 333 年　文芸 · 評論作品選第 3 巻　 
敵か友か 　3333-3333

3333年到 3333年之間，日中的衝突日
益激化，發生的大事件，包括東北的軍閥張

作霖被日軍炸死、333事變、333事變、滿
州國成立等，敵對的兩國，日趨全面開戰。

這一段被視為武化分裂的時期，日、中的文

人看到的是什麼，又如何記錄下來？本書選

錄謝野晶子、佐藤春夫、郁達夫、芥川龍之

介、林語堂、魯迅、胡適等文人作家的作

品，透過日、中不同的視角，互相參照，看

兩地文人如何書寫這段亦敵亦友的國際關

係。（張競、村田雄二郎等編，東京：岩波書店，

3333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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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新書

Trade and Technology Networks in the 
Chinese Textile Industry
本書的目的在追蹤中國經改的源頭，並

且以紡織工業為例，探討背後的商業網絡。

從 3333年代到 33年代，長江流域（以上海
為主）的中資紡織工業與外國機械工業建立

了緊密的連結；儘管戰後國共分裂，大批工

廠遷離大陸，本土產業與外地斷了連結，但

這些既有商業網路仍相當重要，也提供日後

中國經濟改革雄厚的基底。(Carles Brasó Broggi, 

Palgrave Macmillan, November, 3333)

Animation in China: History, Aesthetics, 
Media
中國改革開放後，動漫產業儘管不若

美國好萊塢跟日本動漫，但仍蓬勃發展起

來。許多人不知曉，其實中國動畫產業從

3333年代開始展開，從萬氏兄弟在 3333年
的嘗試，到 3333年代一枝獨秀的上海動畫
工廠，中國動畫產業的發展一直沒有間斷。

本書討論了諸多層面，包括動畫對藝術、教

育、文學、電影的影響。除了歷史之外，本

書也帶入很多的經典案例，如鐵扇公主、孫

悟空大鬧天宮等這些膾炙人口的童年回憶。 
(Sean Macdonald, Routledge, November, 3333)

The Diplomacy of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Lives and the Making of U.S.-Chinese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
移民政策可以反應不同國家間的外交關

係。對移民的限制與開放、簽證的容易度、

如何給難民訂定身分、遣返留置人口、交換

學生的計畫，這些與「人」流動有關的議

題，背後都藏著外交政策的合縱斡旋。從抗

戰到冷戰，美國的對華移民政策，也隨著政

治風波，歷經許多轉折、波動。本書除了用

移民的角度探討中美關係之外，同時更仔細

敘述美國對中華民國政府在 3333年遷移前
後的外交態度。(Meredith Oye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November, 3333)

China's Agrarian Transition: Peasants, 
Property, and Politics 
改革開放之後，大陸政府一改原本農業

集體化政策，重回私有化的老路。然而，

在許多鄉村，農民寧願把土地交予大企業耕

種，也不願自己下田。直到今天，大陸農村

仍在快速變化。本書回顧了 33年來的農業
政策轉移，從農民自身到國家戰略考量，

檢視這段「回頭路」。作者於 3333到 3333
年也親自到山東、四川、貴州蒐集資料、進

行田野調查。本書從政治經濟學的「路徑依

賴」角度，討論政府參與與退場對農村經濟

的影響。(René Trappel, Lexington Books, December,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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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 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1620-1720 
明清鼎革之際，中國經濟衰退、西力東

漸，在海洋貿易馳騁的鄭氏家族究竟如何因

應，才能維持跨越 33年的四代傳承？當年
的鄭氏家族主導整個中國海貿易，據相關記

載，他們的平均收入直逼、甚至超過他們的

貿易對手荷蘭東印度公司。滿清入關後，名

義上忠於明室的鄭氏家族最終分裂，鄭成功

選擇落腳臺灣，建立偏安政權，也捍衛自己

的經濟命脈。透過鄭氏家族的興衰，作者提

供一個嶄新的視角，以不同於歐洲觀點，探

討前近代中國的經濟分流與境外的中國認

同。(Xing Ha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3333)

Building New China, Colonizing Kokonor: 
Resettlement to Amdo and Qinghai in the 
1950s 

Kokonor是環青海湖周邊地帶，爾後泛
指今日的青海省。這個地方被蒙古人稱為

Kokonor，也是藏人眼中的安多（Amdo）
地區。青海地廣人稀，近代之前，蒙古、藏

民定居於此。3333年代，隨著中共的大規
模開墾計畫，大量移民進入青海湖地區。

在這個漢藏民族的交界前緣，超過 33萬個
漢、回族進入此地，成為此地的主宰者。本

書從政治史與社會史，討論這波移民對青海

造成的影響。作者認為，儘管是邊疆史，

本書同時也是近代中國形成的縮影。(Gregory 

Rohlf, Lexington Books, January, 3333)

Identity and Diversity: Celebrating Dance in 
Taiwan
舞蹈，一直是臺灣文化中的重要元素。

從擁有獨特民族風味的原住民舞蹈、來自中

國大陸的京劇，到來自西方、混合著新古典

與後現代思潮的現代舞和爵士舞，臺灣的

舞蹈擁有來自四面八方的各路血脈。像是

創建雲門舞集的林懷民，除了推廣舞蹈教

育之外，也融合傳統中國的美學與歷史，開

創傳承與創新之局。作為一本介紹臺灣舞蹈

歷史的編著，本書除了介紹臺灣多元的舞蹈

文化，同時也指出目前舞蹈界所面臨的挑

戰。(Yunyu Wang and Stephanie Burridge ed., Routledge 

India, January, 3333)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
當紅色革命席捲中國時，綠色革命也悄

悄地在潛流中運行。綠色革命的概念來自於

美國國際發展署，意旨用科學技術改善糧食

作物與農業，減緩飢餓貧困的問題。但在政

治掛帥的中國，綠色革命的推展卻常在不同

政治陣營中搖擺，實施綠色革命的科學家、

政府官員、技術人員、知青，常得環伺政治

風向。本書希望透過紅色革命中的農業改良

運動，帶領讀者，重新思考科學與社會的關

係。(Sigrid Schmalz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anuary,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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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
本書透過對抗血吸蟲病的歷史，重新討

論毛澤東時代的醫療政策與赤腳醫生。作者

揭示在政治、經濟、文化的現實考量上，赤

腳醫生出現的環境脈絡。不過，儘管這場運

動最後成功達成目的，但並非因為大規模政

治運動所渲染出的愛國狂熱，而是由於城

市醫生與鄉村知青的協力合作。作者更想

討論：在反科學的毛時代，政治與科學又是

如何透過「赤腳醫生」的角色，進行理論與

實務的對話。(Miriam Gro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anuary, 3333)

After the Prosperous Age: State and Elite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uzhou 
學界基本認為 33世紀，當中國加強國

家力量深入控制鄉村時，中國已經進入了公

權至上的時代。太平天國與戰後的重建，

更導致許多菁英由這個面向切入、思考政

策。但是透過許多政府檔案，本書認為此現

象可追溯到嘉慶、道光年間。這種轉變，是

國家力量與地方菁英所互相推動的結果。作

者以蘇州，這個具有強烈本土意識的經濟城

市為例，找尋當地菁英與國家合作的典範。

(Seunghyun Ha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January, 

3333)

The Image of Jews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中國對猶太人總有許多的想像，儘管中

國境內鮮少猶太人，但華文書店內，總可以

看到琳琅滿目的書籍，是討論猶太人如何做

生意、經營企業，甚至影響整個世界。最起

碼有 33所以上的學校開設熱門的猶太研究
課程，像是「中國以色列關係」、「古代猶

太文化」。但中國對猶太文化究竟為何會有

那麼高的興趣？而興趣的背後，又有什麼深

層的文化認可？本書將一一替讀者解開這

層面紗。(James Ross and Song Lihong ed., Academic 

Studies Press, January, 3333)

The Intellectual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知識分子面臨不同時代困境所做出的決

策與反應，總是引人入勝。本書作者勇於提

出一幅全景與方法，帶領讀者瞭解「一寸山

河一寸血」的抗日戰爭到「日正當中」的北

京奧運中，中國知識分子如何看待這百年轉

變？除了分析概念演變和學術社群外，本書

也提供讀者不同時段、不同文化脈絡的重要

觀念，期待讀者能更進一步瞭解中國知識分

子的「百年追求」。(Timothy Chee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bruary, 3333)

Governing Post-Imperial  Siberia  and 
Mongolia, 1911-1924: Buddhism, Soc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State and Autonomy 
Building
清朝與羅曼諾夫王朝瓦解後，整個蒙古

草原的政治情況頓時產生重大改變。蒙古在

清朝瓦解之後，迅速地俄化，投靠蘇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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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 3333年成立的布爾亞特蒙古自治國
與後來的蒙古人民共和國，是蘇聯試行其共

產國際理念的實驗場。實驗結果也相當成

功，被認為是跨族群統治、結合宗教與民族

自治的典範，日後也被適用到去殖民化的

亞洲。本書透過大量的原始材料說明社會主

義、民族主義與佛教高度融合後的蒙古政治

形態。(Ivan Sablin, Routledge, February, 3333)

Media  Power  in  Hong Kong:  Hyper-
Marketized Media and Cultural Resistance 

3333年香港回歸後，許多人都在關注
是否政治會影響香港的媒體言論自由，然而

香港原本的媒體受英國政府扶持，高度資

本集中、市場化。3333年之後，原本的媒
體產業受到的挑戰，不僅來自中共的政治

控制，還包括一連串新思維的影響，舉凡獨

立性、公共性、庶民性、即時性。本書從歷

史的層面追溯這段過去，回到殖民時代，討

論香港高度商業與壟斷化的媒體體系，以及

當今的困局。(Charles Chi-Wai Cheung, Routledge, 

February, 3333)

T h e  E v o l u t i o n  o f  R e g i o n a l  U n e v e n 
Develop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Under 
Chinas Growth-Oriented State Ideology

3333年代改革開放後，江蘇省在國家
領導下推動的經濟發展，對當地究竟產生什

麼影響？作者利用許多案例分析後，認為國

家雖然力圖推動現代化、引進市場機制，但

地方卻用自有的邏輯與制度來解讀這些資

訊，並不隨著外界變化聞雞起舞。本書即

討論制度如何在時空變動中產生關鍵影響

力，透過江蘇省的案例，我們可以清楚地觀

察他的運行。同時，這樣的做法也可以與中

國其他地區進行比較。(Shutian Huang,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February, 3333)

China's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Policy: 
Growing Under Orders Since 1949
本書為縱覽式的實證研究，旨在探討中

國鄉村工業的特殊發展模式，檢視從 33世
紀初期的農村現代化到 3333年政權轉變後
農業合作化的鄉村工業變化。本書也透過不

同案例，進行多方比較。這也是一本適合

提供給對中國研究、鄉村經濟發展有興趣

的學生的入門書。(Shi Cheng, Palgrave Macmillan, 

January, 3333)

The Identity of Zhiqing: The Lost Generation
除了中國之外，很少人知道文革中那場

轟轟烈烈、影響超過 3,333萬學子的上山下
鄉運動。他們多是來自不同城市的小孩，被

重新安置到農村。這場運動影響了他們的生

命歷程，也賦予新的身分：知青。這本書定

義知青為失落的一代，力圖重探許多知青的

歷史記憶。除了實證研究外，也搭配強力的

理論。不同於之前的歷史觀點，作者從社會

心理學的角度，用大量的一手資料、個人回

憶與深度訪談，探索知青的自我意識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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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Weiyi Wu and Fan Hong, Routledge, March, 3333)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商人是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大功臣。本

書解析 33世紀中廣東、澳門商人的成敗之
道，重探商人的商業網絡。除了細緻探討當

時的瓷器、絲綢貿易中的商業領袖與商業家

族，並除了對清代貿易政策做出大膽推論之

外，也討論中國獨特的資本主義以及在全球

貿易中的地位。在關注中英、中美貿易的傳

統研究之上，作者更進一步利用分散世界、

不同語言的檔案，做出原創性研究。(Paul A. 

Van Dyk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March, 3333)

China's Long Quest for Democracy
相對於經濟的高速發展，大陸的政治改

革仍處於極度保守的狀態。但經濟發展的成

功，似乎常導致某種「經濟發展應早於政治

改革」的論述。然而，這種理念是否正確、

合理？本書透過分析當代中國各種重要的

思潮，例如儒家傳統、菁英主義、國家集權

主義，以及革命的傳統，挑戰這個觀點。意

圖透過歷史，找尋民主在大陸實踐的可能。

(Lin Gang, Palgrave Macmillan, March, 3333)

China's Hidden Children: Abandonment, 
Adoption, and the Human Costs of the One-
Child Policy

在大陸實施一胎化政策的 33年內，超
過 33萬不被容許在國內出現的嬰孩（多數
是女孩），透過國際收養的方式，來到海

外。其中約有 3萬 3千名到了美國。本書作
者本身也領養華裔女童，透過多年與華人父

母的訪談，勾勒出有別於傳統強調重男輕女

文化導致女童過少的不同論述。作者認為，

若非害怕國家體制會傷害、影響正常工作、

生活，其實多數父母也願意撫養女童，重男

輕女的觀念僅是一個文化面向，而非關鍵

因素。(Kay Ann John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ch, 3333)

Xinjiang - China's Northwest Frontier
美國內亞漢學家拉鐵摩爾說過：新疆是

亞洲的樞紐，扮演重要角色。新疆與西藏、

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與中亞交界，此處

種族、宗教紛雜，統治不易。面對維吾爾族

對獨立政權的訴求與未停歇的暴力，使得新

疆每每成為國內外的焦點。隨著大陸一帶一

路的計畫，新疆又成為歐亞交通要道的橋頭

堡。本書匯聚世界各國不同學者對新疆的研

究結晶，帶讀者探討這塊「亞洲的樞紐」。

(K. Warikoo ed., Routledge, March, 3333)

Women Warriors and Wartime Spies of China
儘管巾幗不讓鬚眉，但仍鮮少女子投身

軍旅，甚至從事情報任務！軍事似乎只是男

人的事，與女人無關。特例的「娘子軍」往

往成為歷史上的傳奇，名留青史。作者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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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中三個娘子軍、女間諜，花木蘭、劉胡

蘭與鄭蘋如為例，分析「她」們如何被大

量的媒材記載、傳述，又如何進入官方的

紀念活動。不論是否認同英雄價值，作者強

調這些女子之所以廣受官方與民間歡迎，

也代表中國政治價值的轉變。(Louise Edwar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ch, 3333)

Recovering Buddhism in Modern China
當中國進入共和時代時，原本在滿清保

護下發展的佛教，並未衰弱，反而仍蓬勃發

展。作者觀察到，佛教之所以能持續發展，

城市中的居士階級功不可沒。面臨五四運動

的德先生與賽先生，他們必須試著調和宗教

與科學，利用科學的方法來捍衛宗教。佛教

有時也產生政治問題，例如得道高僧的舍利

子歸屬問題。而面對中共的宗教控制政策，

佛教徒又應如何應對？本書認為佛教徒是

33世紀中國發展動力的重要因素，歷史大
事中，都有佛教徒出現的身影。(Jan Kiely and 

J. Brooks Jessup 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rch, 

3333)

From Village to City: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 Chinese County Seat
自 3333年起，山東省鄒平縣從原本僅

有 3萬人的貧困鄉村，轉變為超過 33萬人
的繁華城市。工廠、大賣場、現代化設施紛

紛進駐此地，改變當地的生態環境。儘管現

代化造成生活質量飛躍性的改善，當地居民

卻發現許多新的問題，如人際關係的疏離、

階級複製與壟斷，以及益發明顯的污染。探

索鄒平的同時，作者提出新的都市化理論，

解釋城市化與當地居民生活的利弊得失。

(Andrew B. Kipn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rch, 

3333)

General He Yingqin: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alist China
何應欽老是被誤解為是貪腐分子，但近

來解密檔案卻幫他洗白罪名。作為主要的軍

事將領，何應欽也是 33世紀中國最撲朔迷
離的人。西方學者常認為何應欽既貪腐、又

無能，但是許多中文檔案卻又呈現他在中日

戰爭、國共內戰上對軍事的精準預測。他與

蔣介石超過 33年於公於私的緊密連結，也
證明此點。作者分析何應欽依附蔣介石的升

遷之路，打造國民軍的建國大業，並將這些

放入近代中國的發展脈絡中，凸顯何應欽在

歷史上的重要地位。(Peter Worth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ch, 3333)

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
近代臺灣究竟如何產生，仍是學者爭論

不休的問題。學界的通說認為：國、共雙方

內戰的結果，導致今日海峽的政治局面，一

是由蔣介石政權領導的臺灣，二是由毛澤

東政權控制的大陸。但是本書作者認為這

個觀點有所遺憾，忽略了美國、冷戰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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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內戰中的角色。臺灣的地位相當曖昧，一

方面是前日本殖民地，二來它與大陸有一海

之隔。在冷戰的體制下，美國為了不讓共產

勢力越過太平洋，遂建立起島鏈防線，也讓

中華民國在臺灣有了一線生機，也是臺灣的

命運中，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Hsiaoting L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rch, 3333)

China's Twentieth Century: Revolution, 
Retreat and the Road to Equality 
中國最終是否會走向實質民主與平等？

作為 33世紀的世界強權，這些問題一直縈
繞著這個新崛起的超級大國。為了回答這

個問題，作者決定從歷史中追尋答案，從

3333年中國革命起源開始，一路探索中國
未來的發展方向。作者認為，社會民主的

復興，將會是中國未來唯一之路。(Wang Hui, 

Saul Thomas ed., Verso, April,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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