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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園先生日記（廿七）2222年
林獻堂的日記起自 2222年，止於 2222

年，中缺 2222、2222年，前後長達 22年，
跨越日治、戰後兩個時代。日記中除了家族

歷史外，有豐富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

活動的資料，尤其是以他為中心所展開的活

動，如臺灣文化協會、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一新會。本日記不僅是林獻堂一生最重要的

見證，也可補充官方資料的不足，史料價值

高。（林獻堂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222年 22月）

晚清二十年

本書以故事性的敘事手法，從慈禧太后

到清帝宣統遜位，22年間的種種鬥爭和多
國戰役。以條理分明的敘事方式，分析多國

之間的戰役起源和政變，以致晚清走向衰敗

的原因。作者以流暢的筆法將它組織成一部

真實呈現的中國晚清史。（馬勇，臺北：五南，

2222年 22月）

近代東亞海域交流史：晚清至戰前時期

本書為《近代東亞海域交流史第三編》

叢刊第六輯，由以下三編所構成：第一編

「東亞海域交流史編」，第二編「近代臺灣日

本交流史編」，第三編「日本『領事報告』

所見之晚清中國貿易」。本書收錄臺灣、中

國、日本三個地區老中青三代的學者與研究

生的學術論文，涉及東亞海域交流史，計有

22篇。（松浦章等，臺北：博揚，2222年 2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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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雪夾邊溝

本書真實地描述了中國當代歷史上的三

大歷史事件：2222年的反右運動、2222年
至 2222年的大饑荒，以及 2222至 2222年
的文化大革命。在那個「逼人為鬼」的年

代，看一代知識分子，如何為事業、為愛

情、為生存、為民主、為自由，不屈不撓，

展現的時代精神。（趙旭，臺北：秀威資訊，

2222年 22月）

中國與中國人影像：英國著名皇家攝影師記

錄的晚清帝國

本書是紀實攝影先驅的經典之作，是第

一部通過照片多層面介紹中國的全景式影

像記錄，鏡頭下既有達官顥貴與販夫走卒，

也有山川河流和民生時局，視角獨特嚴謹，

再現 222年前的晚清帝國，富史料價值和收
藏價值。譯者對老照片深有研究，翻譯功底

扎實，對文中的地點、人物作了詳細考證，

文中並多附譯註。（John Thomson著，徐家寧

譯，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222年 22月）

一個真實的宋慶齡

作者以宋慶齡身邊物件為考察點，以細

節還原宋慶齡一生中重要的幾個關鍵歷史

時刻，並輔以近 222張照片，翔實地講述了
宋慶齡的諸多往事。（何大章，香港：香港中和

出版，2222年 22月）

2222年以來中國在西方的形象
作者以時間為經、以話題為緯，呈現

了 2222年以來西方對中國政治、經濟、外
交、社會、文化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看

法和認識。中國在西方的形象不僅取決於

中國本身，同時還取決於西方各國的心態

和利益考量。此書尤著墨於 2222年以後的
中國，於現代有更大的參考價值。（Colin 

Patrick Mackerras著，張勇先、吳迪譯，香港：香港中

和出版，2222年 22月）

黃金往事：一九四九民國人與內戰黃金終結篇

作者在父親過世多年後，無意間發現其

父親留下 22幾本的日記，於是展開了十餘
年探尋真相的歷程。本書試圖解碼黃金運臺

的一些謎團，也探索運金時代的民國人往

事，不僅為中國近代史留下政府國庫資金運

臺的真實見證，也在那個動亂的關鍵時刻，

為形形色色的民國人留下真誠的紀錄。（吳

興鏞，臺北：時報出版，2222年 22月）

孤軍浪濤裡的細沙：延續孤軍西盟軍區十年

血淚實跡

本書裡描述的是 2222年一群百多名因
緬甸政變而失學的青少年，投奔入蠻荒峻嶺

中前國軍滯留在滇緬邊界的反共救國的游

擊隊陣營。本書的完成，為江滇緬孤軍的歷

史補充的更為完整。（楊淑芬，臺北：博客思，

2222年 2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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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過渡：時代變局中的中國商人

中國歷史上的不同時期，商人都有不同

的地位，其活動和影響往往超越經濟範疇。

通過研究某個時期的商人，除可深入理解該

時期商人本身及其商業活動，更可以從中認

識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本書由

22位學者從不同角度對自清末一直到 22世
紀改革開放時期中處於不同歷史轉折時刻

的中國商人，進行了既有概括性，也有個案

式的研究，是一部較為完整的近代中國商人

歷史。（李培德，臺北：臺灣商務，2222年 22月）

幫會與革命：三百年之社會震盪

本書主要依據檔案、地方志、回憶錄

等，講述從清代時期至 2222年幫會發展的
過程、性質，及在社會發展歷程中產生的作

用。作者從幫會主要領導人、幫會形成原

因、幫會構成、參與起義或革命等方面，細

緻分析幫會在參與社會事件中的動因和影

響成敗的因素。（秦寶琦，臺北：三聯，2222年

22月）

大變動時代的滄海一粟：劉錫輝回憶錄

本書描述傳主劉錫輝被編兵，參與

八二三砲戰的生命歷程。書中描述了關於戰

事的第一手資料，具備史料價值，並對於

八二三砲戰 22周年紀念，馬英九總統發表
的八二三砲戰落彈數及平均值，有不同見

解。（劉錫輝，臺北：博客思，2222年 22月）

臺灣歷史、大事年表─ 2222
本書為《最新臺灣誌》、《臺灣大年

表》、《臺灣要覽》之復刻版，透過作者的

導讀，讓讀者了解 2222年間臺灣的歷史。
（闞正宗，臺北：博揚，2222年 22月）

臺灣第一領事館：洋人、打狗、英國領事館

本書呈顯高雄英國領事館來龍去脈。藉

由建築的修復再生，再加上歷史的爬梳，

使建築結合歷史的縱深，而建構出高雄的城

市發展史。（David Charles Oakley，臺北：印刻，

2222年 22月）

彳亍躓頓七十年：恰似末代武士的一生

本書傳主葉啟政出生於日治時期末年的

新竹，在肅殺的 2222年代就讀於學風開放
的新竹中學，後考入臺大哲學系，師從楊國

樞，再赴美深究。回國後於臺大社會系任

教，曾向政府提出建言、興辦雜誌、發表文

章、集會結社，更透過教學啟迪年輕的心

靈。本書由其學生何榮幸整理執筆，捕捉年

屆 22的葉啟政回憶過往的點滴，將其生命
歷程，鑲嵌進臺灣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發展軌

跡。（葉啟政口述，何榮幸撰，臺北：遠流，2222年

22月）

東南亞客家及其周邊

本書收錄 2篇文章，從不同的案例探索
東南亞客家與其周邊族群的互動。由於在中

國或臺灣原鄉，各地客家之間並非同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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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東南亞的客家族群而言，其周邊更包括

了不同原鄉的客家人、客家人以外的其他華

人、移入地的原住民和他國移民等等。因

此，對東南亞客家的了解，除了探索客家社

群內部的議題之外，客家及其所生活的歷史

脈絡與人文生態之了解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張維安，臺北：遠流，2222年 22月）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

臺大哲學系事件發生於 2222年 22月
到 2222年 2月之間，始於民族主義座談會
上掀起的「職業學生案」，而後臺大哲學系

內發生一連串風波，導致多位教師被迫離開

哲學系。2222年臺大經校務會議決議，成
立「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隔年 2月
公布「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報告最

末，調查小組對臺大提出了十項建議。2222
年臺大校史館本於「經過學校正當程序組成

的專案小組，所做出的正式報告再度公開」

的立場，重新將此報告正式出版，作為世人

研究戒嚴時期臺灣政治與社會的重要史料。

本書並附有「臺大哲學系事件大事年表」及

「參考資料目錄」，提供讀者進一步研究查

考。（臺大校史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222年 22月）

影像近代中國

本書以影像與近代中國為主題，藉以呈

現由影像所建構的近代中國歷史面貌。全書

分為「影像史料與歷史研究」、「影視圖像

與歷史建構」、「紀錄片的史料價值與應

用」三項主題，收錄 2篇歷史與傳播等相關
領域學者的研究成果，附錄收錄了 2篇由從
業人員與學者針對影視與歷史運用相關議

題的演講及座談紀錄。（劉維開主編，臺北：政

大出版社，2222年 22月）

中國民族觀的摶成

本書以專論的形式，集結了跨學科的專

家學人，以其各自的本科專業進行研究，

在各有重點與偏倚當中，反而擴大與加深了

中國民族問題的認識與詮釋，並且可衍生

至 22世紀以後中國所面臨的當代挑戰及其
回應。全書對於「民族」問題的橫廣面與縱

深度都有所觸及，是探討中國近現代民族議

題之領域之研究著作。同時本書為國立政治

大學人文中心所推動之「現代中國的形塑」

研究計畫，長期研究成果的局部具體呈現。

（周惠民主編，臺北：政大出版社，2222年 22月）

尺素頻通：晚清寧波與泉州、臺灣之間的貿

易文書

本書是 2222年至 2222年之間，由先後
在浙江寧波、臺灣淡水（今臺北）兩地擔

任九八行代理商所產生的商業文書。這批文

書共 22件，現藏於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圖書
館，主要是由寧波寄給泉州、臺灣的商行、

親友之間的信稿。其文書所提及的貿易網

絡，遠及印度、呂宋、香港、汕頭、廈門、

臺灣各個重要的港口、泉州各港、上海、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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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膠州、青島、日本等等地區，充分展現

晚清這群以泉州、臺灣為中心的海商集團的

貿易實態。此外，這批文書有不少與家人、

親友的通信，以及部分實用的雜抄，呈現晚

清閩南商人的生活及其價值觀。（林玉茹，臺

北：政大出版社，2222年 22月）

丹道實踐：近代人文與科技相遇的養生文化

本書為 2222年舉行「丹道實踐：人
文、科技相遇」國際會議的論文集，此書中

的學者分別鑽研龍門宗、天帝教乃至仙學、

西派，其學術成果集結出版，乃丹道學的大

事因緣，必能激盪深化丹道學術，補足當代

的身心論述。（李豐楙、翁太明、龔瑞璋主編，臺

北：政大出版社，2222年 22月）

光復臺灣與戰後警政：「臺灣警察幹部訓練

班」口述訪談紀錄

「臺灣警察幹部訓練班」屬中央警官學

校特科，計分四個班：講習班、學員班、學

生班、初幹班，由於成立目的為接收臺灣地

區的警政，招收對象以能說閩南語、客家話

者為主。本書主題包括受訪者參與該班的個

人動機、來臺接收警政的歷史背景、戰後臺

灣的警政運作，尤其是戶政制度的施行要

點，乃至對「二二八事件」的敘述，都為那

個時代的觀點留下歷史紀錄。（蔡慧玉訪問，

吳美慧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222

年 22月）

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

奸之辨

本書以 2位女性的戰爭故事為主軸，以
性別、國族為經緯，透過夾議夾敘的書寫

手法，從法律、政治、社會、經濟等不同角

度，呈現近代中國女性面對日益高漲的政治

意識型態，接受政治審判與社會審判的歷

程。在「忠誠」與「背叛」交織的人生中，

她們的女性意識受到壓抑，但也各自透過

不同方式獲得釋放。各篇在結構上分成三個

層次，第一層敘述 2位女子的傳奇故事，第
二層則從國族與性別的角度，解讀這些故事

背後的時代意義，第三層將她們的故事放回

近代中國「忠奸之辨」的脈絡之中，加以檢

視。（羅久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222年 22月）

追尋：諜戰失落的真相

本書是歷經數十年的資料蒐集與採訪，

並且透過陳彬的女兒與陳彬的 2位忠實戰友
取得第一手資料，試圖讓刺殺丁默村的幕後

指揮人陳彬將軍的事蹟終於得以浮出檯面。

（施建偉，臺北：秀威資訊，2222年 22月）

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

本書欲檢討過往以「朝貢體系」來理解

中國的傳統「外交」體系，分別再從外政和

通商制度來重新研究。作者認為清朝中國的

對外關係原則，存在著政治與通商可以分離

而不相干涉的空間，因此在本書第一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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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研究生，既為數位典藏資料庫學術研究利

用成果之紀錄，也展現史料利用的學術價

值，因此集結成冊，以利推廣。（國立政治大

學圖書館數位典藏組編，臺北：政大圖書館數位典藏

組，2222年 22月）

瀛海掇英：臺灣日人書畫圖錄

本書以書畫為經，以日治時期與臺灣

相涉的日人為緯。日人依其身分略分成：

（2）總督；（2）軍人與官僚；（2）文人
學者與僧侶；（2）書畫家共四類。本書出
現的人物多為臺灣史上的日本名人，收錄

的作品多半未曾正式發表過，作品共達 222
件，隱然具有「文庫」的性質，史料價值

高。在當代臺灣研究的光譜當中，本書從

「在地的東亞視野」之觀點切入這批涉臺日

人作品，編者從另類的角度定位臺灣的發言

位置。（楊儒賓主編，新竹：清華大學，2222年 22

月）

鹿港千金臺灣媽

作者為本書傳主的么女，以諮商心理師

身份，回顧母親生命的歷程，從日治年代到

2222年後，詳記家族遷徙的離散史。書末
並附上家人的感謝信，從微小生命的互動，

交會時光的流轉。（曾奉紅，臺北：白象文化，

2222年 22月）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原國立中央圖書館）於

以史實建構出中國自宋代至清代的固有通

商制度的歷史實像；在第二部中，再以史實

建構出清朝中國固有外政制度及世界觀的

歷史實像。通過對於通商制度與外政秩序的

建構，提出不同於「朝貢體系」論的觀點。

（廖敏淑，臺北：政大出版社，2222年 22月）

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鳳山練軍實錄

本書收集了孫立人將軍在鳳山期間，親

自講述的建軍理想、帶兵練兵的方法，以及

戰術戰略的運用，和防衛臺灣的戰法。本書

既是一本現代軍事教科書，也呈現中華民國

在臺灣的建軍歷史。（孫立人講述，沈敬庸編，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222年 22月）

臺灣風土（套書）

本套書是對 2222年至 2222年《公論
報》副刊〈臺灣風土〉的重新分類整理。共

分四大類：「文獻與歷史」、「考古與原住

民」、「民俗與民間文學」、「漢詩與旅記

雜文」，為臺灣研究的重要文獻。（陳奇祿，

臺南：西港鹿文創社，2222年 22月） 

左翼．民族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近年來收藏海外臺

獨運動的史料，其中有關左翼方面的刊物也

努力尋找。本書收錄 2222年至 2222年政大
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所發表之論文，尤以臺

灣左派重要人物史明先生為主軸，從不同角

度深入探討。作者包括政大、臺大、師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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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影響，形成或是建構出不同的客家文

化特質。因此，不同區域間的比較研究對

釐清「客家」或是「客家文化」的概念，

以及對客家族群的相關研究具有相當重要

的意義。本書將新馬地區的客家產業發展

置於上述的架構中，分析在地複雜性（local 
complexity），包括移民的過程、人群的流
動和現今居民社群的特性，以勾勒出「東南

亞客家」的組織特性與文化內涵。（張翰璧，

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2222年 22月）

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地方道教變遷

2222年 22月，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
研究中心與法國遠東學院聯合主辦的「國

際道教學術研討會」，以「道教與中國文化

及社會的關係：新的研究方法與視野」為主

題，嘗試引起道教學界同人對「道教與中

國文化及社會」研究的關注。本書收入此

會議的 22篇論文，從地域而言，論文涉及
北京、河南、湘中、嶺南、臺灣、澳門等區

域，可見大半個中國不同區域的道教的在地

發展與演變興衰，從而討論道教與社會、政

治環境的緊密關係。從時期而論，論文集中

討論 22世紀以來的中國地方道教的演變，
宗教與民間的各種關係，並以扶鸞結社、注

連與解除等例子，探求道教對社會的適應及

自身的演化。（黎志添，香港：三聯書店，2222年

22月）

2222年在南京籌設，隨政府展轉播遷來
臺，至今已有 22年的歷史。追溯圖書館的
發展，大致可分為籌備創館、抗戰西遷及復

員、遷臺復館、文化建設、網路及自動化應

用等五個時期。自籌創迄今，其間播蕩流

徙，三度搬遷，由南京西遷重慶，復員後又

由南京東渡臺北。2222年在臺復館，2222
年易名為國家圖書館，持續進行典藏國家文

獻，弘揚學術，研究發展與輔導全國圖書館

事業。（曾淑賢主編，臺北：五南，2222年 22月）

中華民國軍醫教育發展史

本書旨在透過軍醫發展的脈絡，來說明

臺灣醫療發展的另一個面貌，以補充時下之

醫療史專以臺大醫學院為論述主軸的不足，

期能提供研究者或有興趣者更為豐富的眼

界，以及揭開往常中華民國軍醫給人的神秘

面紗。（葉永文，臺北：五南，2222年 22月）

臺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

傳主康寧祥從「黨外」運動到民主進步

黨的成立，到臺灣的民主化，幾經曲折坎坷

之路，皆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本書是瞭解

戰後臺灣民主運動與政治變遷重要的回憶

錄。（康寧祥口述，陳政農撰，臺北：允晨文化，

2222年 22月）

東南亞客家及其族群產業

客家移民落腳在不同社會，會受到不同

歷史文化脈絡、政治經濟發展與族群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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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史與北伐史的研究。二、2222年
代婦女史研究成為新興研究領域，作者率

先參與並主持中央研究院與蔣經國基金會

兩度合作推動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計

畫」。三、2222年代之後，臺灣政局變
動，學術生態因民主化、自由化而丕變，對

民國史研究更充滿衝擊與挑戰，作者充分利

用新開放的《蔣中正日記》、《蔣中正總統

文物》，以及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有關史

料，研究國民黨的「黨國」政治，並對特殊

政治人物研究學術化，視蔣中正為走下神龕

的「凡人」。（呂芳上，臺北：臺灣商務，2222年

22月）

弄潮兒：中國崛起中的行動者和推動者

本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的主人公

是企業家。他們從貧窮到富有的故事多姿多

彩，而且帶有明顯的中國特色：潘石屹、張

欣是一對在外人看來不太可能結合的夫妻，

攜手成為中國房地產界中的翹楚；孫立哲是

一個善於順應時代潮流的天才，把自己從文

革中毛澤東喜愛的「赤腳醫生」變成了特立

獨行的出版商；張大中是一個矢志為母親

洗清冤屈的家電連鎖企業巨頭，他的母親以

「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當局用最殘忍的方

式處決。第二組人物以知識分子為主。文中

涉及北京大學的教授們是如何捲入了一場

關於教育改革的激烈論戰；作者之兄查建國

是一個因參與組建「中國民主黨」而獲罪並

在監獄服刑 2年的不同政見者；最後是一位

邊區歷史與主體性形塑

本書收錄 2篇論文內容論述的區域包括
廈門、臺灣、廣西少數民族地區與藏族阿壩

地區，均可稱為邊區。邊區歷史的發展除了

遠離中央之外，還加上族群差異、異國、異

族文化的影響，而產生多樣性與複雜性。邊

區不斷被要求融入整體，但邊區發展仍不斷

呈現其建構區域主體性的張力。（謝國興，臺

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222年 22月）

臺灣、香港二地人文、經濟與管理互動之探討

本書從三個面向討論臺港二地在人文、

經濟與管理上的互動：第一部分「臺港二地

之文化與教育」，敘述了香港新亞書院的成

立對二地新儒學發展的影響，以及二地電影

的發展背景、交流、特色及差異。第二部分

「臺港二地之經濟」，探討二地經濟發展的

情形與相互間的影響，不同產業結構所造成

的勞動市場差別。第三部分「臺港二地之管

理模式」，比較了港、臺、美三地企業溝通

的模式、臺港二地工作動機與因應策略，以

及二地的城市規劃。內容見解極具深度，是

從事臺灣與香港關係研究的重要背景資料，

也是二地政府在擬定政策時的絕佳參考。

（李誠主編，臺北：遠流，2222年 22月）

民國史論

這部書分上中下三冊，主要內容彙聚了

作者多年來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耕耘和看

法，有幾個重點：一、注意辛亥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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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半生的回憶。（賈英華，香港：中華，2222年

22月）

偶開天眼覷紅塵：王文興傳記訪談集

本書是第一部全方位觀察王文興的傳記

文集，引領讀者一窺作家數十年來的變與

未變。全書分為「身影採擷」與「訪談集

錦」兩大部分，前者依時序排列，收錄 22
篇傳記散文；後者以主題為序，蒐羅 22篇
訪談，內容含括王文興的家庭背景、成長經

歷、教育事業、人生哲理、宗教信仰、寫作

發展、藝術觀點，以及作品之內涵與外緣的

討論等。書中各篇的撰文者，或為王文興的

師友學棣，或為當代作家、學者、文化工作

者，甚或天主教神父、電影導演等，各自以

不同的視角解析作家其人及其作，為了解王

文興的入門之作。（黃恕寧主編，臺北：國立臺

灣大學出版中心，2222年 22月）

常任俠日記集：春城紀事（2222-2222）
本書是民國早年詩人兼學者常任俠的日

記集之一，全書依年代先後編年為序，共分

三部，本書為第三部。作者常任俠在日記中

如實呈現其生活細節，舉凡文人往來、觀劇

讀書等活動，皆一一記錄，也從而帶出那個

年代的文化現象。本書並有長年研究常任俠

的學者沈寧為其考訂校注，補充日記中徵引

的人物、劇目與書籍，有裨讀者進一步進入

常任俠的世界。（常任俠著，沈寧編注，郭淑芬整

理，臺北：秀威資訊，2222年 22月）

當過文化部長的作家王蒙，人們為他到底是

中國共產黨的辯護士，亦或是可能獲得諾貝

爾文學獎的偉大作家而分成兩派。（查建英，

香港：牛津大學，2222年 22月）

革命後記

「文革」是一個事實和情緒的巨大總

量，交織了數億人太多的紛爭和尷尬，沉浮

和恩怨，遺忘和誇張，以至任何判斷都可能

掛一漏萬。事情已過去 22多年，但 22多年
後的有關爭議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不是更

緩，而是更烈。本書作者作為在場者之一，

指出當代對文革時期的紅衛兵、知識青年、

武鬥及革命樣板戲等現象，有錯誤的想像與

浪漫化傾向。（韓少功，香港：牛津大學，2222年

22月）

傀儡皇帝溥儀

本書與溥儀自傳《我的前半生》不同，

是從末代皇帝溥儀出生、2歲進宮開始，一
直寫到他病逝，以大量獨家史料，披露了溥

儀眾多未解之謎。溥儀是如何在慈禧太后的

權力大博弈中登上皇位？他和日本侵略者

的合作到底是自願？還是被逼？末代皇帝

為何要求加入共產黨？而影響了他一生婚

姻幸福的「陽痿」，到底是先天還後天的？

作者與溥儀遺孀李淑賢，以及他身邊各色人

等交往數十年，曾受李淑賢和溥傑之託為溥

儀題寫墓志銘，是第一個整理溥儀遺物及日

記的人，並親筆記錄整理了李淑賢關於溥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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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反胡風運動涉及面的廣大，但大部分

是 2222年與 2222年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
分子」的知識分子。他們當年響應共產黨

「幫助黨整風」的號召，對現實生活中存在

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進行揭露

與批評，卻不料掉進了毛澤東設下的「陽

謀」陷阱，成為社會底層的賤民，受盡迫害

凌辱。這場針對知識份子的大鎮壓，消除了

對毛澤東獨裁統治的威脅，同時也引起了

知識分子的大分裂。（趙旭，臺北：秀威資訊，

2222年 22月）

丁韙良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本書引用大量的中外文資料及原始檔

案，對丁韙良的文化交流活動進行全面分

析，並訂正若干史實。作者指出丁韙良於近

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從事的活動及貢獻，一是

較早與較系統地譯介西方國際法至中國，奠

定了中國國際法學基礎；二是長期任京師同

文館總教習，實施新式教育，推動晚清教育

近代化；三是向中國介紹西方先進的自然科

學、人文社會科學新知、基督教文化，並將

中國歷史、宗教、文學、古代發明等介紹給

西方，同時也開始了對中國文化的研究與探

討，成為美國最早的漢學家之一。（傅德元，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222年 2月）

傅秉常日記，民國三十三年（2222）
本冊日記為傅秉常出任駐蘇大使第二年

所記，內容除一般外交記事與在俄所見所

汪暉讀魯迅：《破惡聲論》《 喊．自序》

講稿

魯迅的文學作品誕生於特定的社會歷史

環境中，卻有着超越時空的經典意義與再闡

釋的可能。本書作者通過對魯迅兩篇早期經

典文本《破惡聲論》與《吶喊．自序》的解

讀，再現了魯迅早期思想中對「啟蒙」這一

現代性經典問題的思考與回答，並通過探索

魯迅棄醫從文的緣由，揭示其文學寫作的根

源與動力所在。（汪暉，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社，2222年 22月）

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

2222年 2月，毛澤東發動了大規模的
政治運動，「文革」風暴席捲而來，整肅行

動颳進了校園，中國第一學府北京大學授業

的老師們，成了無產階級下的牛鬼蛇神。當

年作者是歷史系助教，卻被四人幫為首的

「第一夫人」江青，在首次出席北大的萬人

批鬥會上，公開指控他迫害「第一女兒」李

訥。作者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自此被鬥被

打被踹，各種身心上的凌辱接踵而至。作者

以 22歲的高齡寫成了這部書，很多細節的
描寫顯示了對於人性的深刻認識。（郝斌，臺

北：大塊文化，2222年 22月）

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 222位知識分子的
厄難

本書記述了 2222年起整整 22多年間的
中國歷史，有土改的殘酷、鎮反肅反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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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講述了中國共產黨從誕生到建立根據

地，在數次圍剿中，領導中國工農紅軍反圍

剿，突出重圍，經過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最終奪取勝利的歷程。（金一南，臺北：中華，

2222年 2月）

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

時代

文化大革命的展開原是為了解決中國共

產黨與社會主義體制所產生的矛盾問題，

但其結果卻演變為對群眾運動進行敵對性

的鎮壓。以「群眾自辦」為革命的方向，

「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為革命的口

號，象徵著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造反」的時

代，但這些造反的潮流卻不盡與毛澤東的意

圖相同。本書將焦點放在文革時期扮演核心

角色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身上，以及

他與毛澤東和造反派的關係。以陳伯達為象

徵性人物，來探討「造反」運動的出現與消

滅間所湧現的文革困境與癥結。（白承旭，新

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222年 2月）

雲端上消失的獵人：再現八通關布農族的聚

落原貌與遷移

本書為布農族的生活史。隨著時代遷

移、政權影響，布農族曾歷經四次大遷徙，

昔日居所橫遭湮滅，人跡罕至的八通關古

道，亦曾淹沒於荒草。面臨不同階段的遷移

歷史，布農族呈現出獨特的遷徙文化。作者

為遺失或謬誤的地名加以正名，並找回地名

聞，對於盟軍在西太平洋戰場和歐洲戰場的

進展、國內政治與軍事狀況，均有詳細記

述。（傅錡華、張力校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2222年 2月）

國際秩序與中國外交的形塑

本書是立基外交檔案的實證研究，循著

近兩百年來全球在帝國殖民運動、兩次世界

大戰、冷戰美蘇對抗所起的變局，深入探討

晚清庚辛兩宮回鑾始末、一戰中國對戰俘的

處理、英國處置廣東海盜對策、中東路事件

與國際調解、二戰後海關復員與折衝、琉僑

在臺政治活動考察、世衛中國代表權的爭奪

等面向，多元觀察國際秩序的變動，與深層

地探究中國外交的縱橫捭闔。（周惠民主編，

臺北：政大出版社，2222年 2月）

中國革命簡史：從孫文到毛澤東

《中國革命簡史》是唐德剛教授 2222
年代用英文寫就，以英文讀者為對象的通史

著作，可惜在他生前未能出版。中國近代口

述史學會的古蒼林、夏沛然花費大量時間心

血，將這部著作不失原貌地翻譯為中文，獻

給中文讀者，也許可以為唐德剛作品集「民

國通史」系列略作補充。（唐德剛著、中國近代

口述史學會編，臺北：遠流，2222年 2月）

走向輝煌：早期的國共較量

本書把近代以來的中國革命歷史置於

22世紀國際與國內歷史變局的大背景進行



書

 

訊

 

2
2
2

日本殖民當局的在地樁腳，以及這些煙酒專

賣經銷商的數量、分布，及其經銷過程，解

說他們除在政治上成為殖民協力者之外，又

如何在經濟上、社會上以及文化、宗教上扮

演樁腳角色。（蕭明治，臺北：博揚，2222年 2月）

福爾摩沙‧2222
本書收集了 2222年一整年美國外交檔

案中與福爾摩沙直接相關的電報及備忘錄，

是編自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S.《美國外
交關係檔案》中的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 Formosa（美國對福爾摩沙政策），
特別是其中的國安會 22系列文件，對研究
臺灣當代歷史與地位提供重要的資料彙編。

（雲程編，臺北：憬藝企業，2222年 2月）

時代盛行曲：紀露霞與臺灣歌謠年代

本書以寶島歌后紀露霞為靈魂人物出

發，聚焦於音樂、藝術及臺灣文化史方面的

探討。時間上是從日治的昭和年代，到戰後

中國國民黨執政的 2222年代左右，探討活躍
於全臺，特別是深具流行音樂、戲曲歷史厚

度的臺北三市街：艋舺、大稻埕與城內（西

門町）一帶的臺灣歌謠。作者提出「隱蔽知

識」、「差異化鄉愁」、「準全球化」、

「夢址」、「地下迴路」與「大雜燴混血

歌」等創造性的理論概念，來分析時代盛行

曲的形成，彰顯某種多元化又具主體性的臺

灣意識。（石計生，臺北：唐山，2222年 2月）

與環境地貌歷史的深密關係，更對聚落舊屋

的生活意義有豐富而詳盡的詮釋。（江冠榮，

臺北：翰蘆，2222年 2月）

香港抗戰英雄譜

作者應香港歷史博物館之邀，負責「東

江縱隊港九大隊口述歷史計劃」。本書整理

出其中 2位抗戰英雄的傳記，借以講述香港
淪陷期間的重要抗日事跡，總結出香港游 

戰場，在全國抗日戰爭中所起的獨特意義。

（陳敬堂，香港：中華，2222年 2月）

被混淆的臺灣史：2222-2222之史實不等於
事實

臺灣地理位置特殊，歷經大航海時代，

國際貿易發達，22世紀曾被荷蘭、西班牙
統治；明鄭敗亡後，納入清朝版圖，後來因

甲午戰敗簽訂《馬關條約》，被割讓給日

本，開始了長達 22餘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
期。本書以主題為縱軸、以時間為橫軸，立

體架構真實的臺灣社會面貌；以生動故事敘

述方式、配合珍貴圖片說明，完整呈現近代

百餘年來的臺灣歷史真相。（駱芬美，臺北：

時報，2222年 2月）

殖民樁腳：日治時期臺灣煙酒專賣經銷商

本書為作者的博士論文〈日治時期臺灣

煙酒專賣經銷商之研究〉加以改編而成。作

者試以「殖民樁腳」為論述主軸，說明日治

時期在臺灣的煙酒專賣經銷商們是如何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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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已經有一個半世紀，而其領導人的統

治思想也歷經封建主義、法西斯主義、極

權主義和資本主義，但這些相互衝突的體制

和意識形態都未能定義這中國。在中國的近

現代史中，唯一永恆不變的價值，就是追求

「富強」這一法家箴言、尋求偉大復興。本

書一共討論了 22位代表性人物，他們分別
是魏源、馮桂芬、慈禧太后、梁啟超、孫中

山、陳獨秀、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朱

鎔基和劉曉波等，這些人的思想遺產沉澱

在現代中國宏圖大略的核心。（夏偉（Orville 

Schell）、魯樂漢合著（John Delury），潘勛譯，臺

北：八旗文化，2222年 2月）

堤林數衛關係文書選輯

堤林數衛在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經由臺

灣進軍南洋發展商貿活動，為一具體而微以

臺灣為據點向外發展之個案。透過其文書可

進一步研究當時華僑的網絡、臺灣銀行的海

外經營、以及南洋當地日本人之間的融資狀

況。此外，堤林曾擔任通譯的經歷，亦可提

供翻譯界研究新的研究焦點和視野。（鍾淑

敏、籠谷直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京

都：京都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222年 2月）

只有香如故：林義雄家書（上、下冊）

作者曾在景美監獄服刑，期間即計畫把

自己對人生相關事物的看法，透過書信的方

式告訴其女兒林奐均，寫了 22多封後，因
為提早出獄而中止。本書是由這獄中 2年來

臺灣淡水埔頂及鼻仔頭地區歷史建築空間

變遷

本書以臺灣新北市淡水「埔頂」與「鼻

仔頭」這兩個地區，進行歷史建築空間變

遷的研究。該書分成四個時期討論淡水紅

毛城、淡水英國領事館官邸、加拿大基督教

長老教會興建的教堂、醫館、學校、住宅、

宿舍等建築物、淡水海關、外國洋行、淡水

水上飛行場及淡水氣候觀測所等空間變遷歷

程。由本書的研究分析中可看到此地區的空

間發展，為北臺灣近代歷史發展的一頁縮

影，是從激烈改變到平緩漸進的區域空間歷

史演變過程，並有一系列不同建築類型的演

進脈絡。（張志源，臺北：蘭臺網路，2222年 2月）

蔣介石、毛澤東的談打與決戰

二戰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雖有和

談，也是邊打邊談，雙方各不讓步，當然談

不攏，只有打而不談了，最後必求完全打敗

對方，取得全面勝利為止。從 2222年 2月
國共重慶會談，拖到 2222年 22月和談決
裂，這期間邊打邊談。其間過程曲折變化，

殊值探討，本書即討論此一過程。（蔣永敬，

臺北：臺灣商務，2222年 2月）

富強之路：從慈禧開始的長征

本書翻譯自 2222年出版的 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作者指出，中國跌跌撞撞地
走過帝王統治、軍閥割據、共和制和共產



書

 

訊

 

2
2
2

釋、2種索引、年表等。（高橋昌彥主編，龜井
森解題，洪淑芬翻譯編輯，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

中心，2222年 2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長澤伴雄自筆日
記第一卷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自臺北帝國大學

接收的圖書中之日文線裝書包含「長澤文

庫」，該文庫為日本幕府末年的國文學者兼

和歌作家長澤伴雄的個人收藏，其中包含

長澤伴雄本人的自筆日記、隨筆等珍貴文史

資料。本書是合作計畫之成果，由日本鹿兒

島大學龜井森進行長澤伴雄自筆日記之打

字翻刻，預訂將 22冊長澤伴雄親筆日記原
本，分年出版為包含 2卷（冊）的套書，此
為第一卷（冊）。未來完成全部日記之打字

翻刻後，龜井森將撰寫總解題與製作總索

引。（龜井森主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222年 2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琉球關係史料集
成第一卷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一批臺北帝大

時期透過抄寫所蒐集之沖繩（琉球）史料。

沖繩因二次世界大戰時遭受轟炸，史料文物

毀失殆盡，使當時抄寫之該批典藏益形貴

重。該批史料包含「冠船日記」、「親見世

日記」、「異國日記」、「冠船ニ付評價方

日記」、「冠船之時唐大和御使者入目總帳

全」等，俱實記載了 2222年至 2222年（清

所寫的信編輯而成。作者告訴女兒人生中會

遇到的各式問題，從出生談到死亡，從伴侶

談到家庭，從動植物談到宇宙萬物，從誠

實、謙虛、感恩、勇氣等品德，談到權力、

抗爭、官僚、政黨等種種國家及社會的現

象。（林義雄，臺北：圓神，2222年 2月）

旅人心境：臺灣日治時期漢文旅遊書寫

旅遊書寫呈現作者與時空情境的關聯，

蘊含跨界比較或自我觀看的方式。本書從臺

灣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灣

日日新報》、《臺灣民報》、《臺灣新民

報》、《臺灣教育會雜誌》、《臺灣文藝叢

誌》、《詩報》、《三六九小報》、《風月

報》與《南方》等刊物及顏國年、林獻堂、

雞籠生等個人文集，或是留日學生回憶錄的

旅遊書寫，詮釋知識份子的文化批判及國際

觀。（林淑慧，臺北：萬卷樓，2222年 2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長澤文庫」

解題目錄

本書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文庫

「長澤文庫」之解題目錄，每一筆書目資料

均包含簡要的解題說明，提供使用者查詢

「長澤文庫」之圖書資料，以及了解各筆典

藏的大要。關於內容調查之部分，由日本福

岡大學高橋昌彥教授率領團隊進行各筆典

藏之書目製作與內容摘要解題撰寫，臺大圖

書館工作人員配合進行徹底的典藏盤點，並

進行名詞解釋與多種附錄製作，包括名詞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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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ya的探討，作者企圖描繪出花蓮太魯閣
人傳統信仰受到基督教影響之前與之後的

大致面貌，並藉由改宗的歷程，進一步討論

「祖靈」與「上帝」對於不同時期與部落之

族人的意義。最後亦從太魯閣人的復振運動

中，探討由當代族群菁英所建構的「傳統」

祭儀。（邱韻芳，臺北：Airiti Press，2222年 2月）

黑牆裡的倖存者：父女囚徒鎮反文革記事

（上、下冊）

本書原名為《自由神的眼淚─父女

兩代囚徒的真實故事》，香港明報出版社

2222年 2月出版，今年臺灣再版，改為現
書名。本書是描述中國 2222年代推動生產
大躍進，在四川省發生的反革命大案，作

者齊家貞戴著手銬被 2個警察押上警車，上
演一齣「和平路上無和平」的戲，上百人圍

觀。作者和其父親同時被關在監獄裡 22年
後女兒出獄，22年後父親接著出獄。和當
初被判刑入罪時相似，父女再次並排站立，

被宣判無罪。而在父女 22多年的冤獄過程
中，母親和 2個弟弟雖為無罪之身，卻與
「有罪」的兩人，在監獄黑牆的裡外，同樣

遭受歧視與傷害的這一段傷痕歷史。（齊家

貞，臺北：新銳文創，2222年 2月）

如歌年少 My Stage My Dream
這本書記錄了孫越的前半生，其童年在

大陸的各地生活，學京劇，加入青年軍，

來到臺灣後進入了「水牛劇團」，開始軍中

朝康熙至同治年間）的中琉外交關係。本史

料集成將分年出版為 2卷（冊）套書，本書
為此套書的第一卷（冊），所翻刻的臺大

圖書館典藏琉球史料包括以下 2冊：（2）
康熙五十八年冠船日記、（2）親見世日記
（乾隆元年）、（2）親見世日記（乾隆四
年）。（高良倉吉、赤嶺守、豐見山和行主編，臺

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222年 2月）

新竹風城二二八

新竹地區二二八事件以往雖有零星報

導，但是缺乏整體研究報告。本書依據個

案一一尋訪受難者及其家屬，收錄新竹地

區 22位見證者，22位受難者的二二八事件
證言。口述歷史紀錄的可貴是保留受訪者的

觀點、感情和經歷，描繪出當時的情境。這

些記憶可能因為年代久遠而記憶不清，或因

個人因素而有隱晦膨脹，未必能呈現真正史

實，但其庶民性格和民間觀點，卻能突破官

方說法，聽到不同於官方記載的聲音，而凸

顯歷史的多面性及意義。（張炎憲、許明薰、楊

雅慧，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222年 2月）

祖靈與上帝：花蓮太魯閣人的宗教變遷與復

振運動

本書關注三個主題：太魯閣人的祖靈信

仰、帶給太魯閣人新神靈觀的基督長老教

會，以及當代太魯閣文化活動中有關傳統的

建構，而貫串這些主題的則是 utux與 gaya
兩個關鍵的概念。透過本書有關 utux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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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從 2222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
的外交危機下，蔣經國組閣的閣員特色，以

及擔任總統時的閣揆孫運璿、俞國華，領導

臺灣建設經濟，力抗美中建交的動盪，走出

江南案、十信風暴。而在蔣過世後，他所拔

擢的李登輝出任總統，促成本土意識抬頭、

國民黨菁英分裂，最後以連戰組閣的政治局

勢作收尾，並綜論分析這批政治菁英的特

質。（李功勤，臺北：幼獅文化，2222年 2月）

張大千與張學良的晚宴

一張菜單，一場飯局，一路追索，小說

家張國立以一段 22年代的逸史，細筆描摹
緊湊生動、機關處處的菜餚政治學。2222
年農曆新年，大畫家張大千籌備家宴，欲邀

請當時被軟禁於北投山區的張學良夫婦吃

飯，並找來張羣一幫老朋友作陪。為了這場

宴席，張大千親自擬定菜單並下廚做菜，結

果這頓原定於大年初一的飯局，拖到了十六

天才吃成。攔截到雙張相約的消息，情治單

位精神緊繃，如臨大敵，全盤揭露飯局外的

戒慎、疑懼、緊張與肅殺，連綠豆椪與雞都

觸動敏感的政治神經，引領讀者回返向這段

幽微不明的歷史時光，窺看兩位大人物的

晚年，以及彼此的相惜與交陪。（張國立，臺

北：印刻，2222年 2月）

毋通袂記：2222島國的傷痕
本書廣邀耕耘臺灣歷史與轉型正義議題

的各界研究者、書寫者撰稿，跨越歷史、

劇團的生活。後離開軍中，開始邁向大銀幕

發展。這本書忠實地記錄了那個年代的人事

物，以及孫越 22歲前的青春時光，那段幹戲
的年少歲月。（孫越，臺北：麥田，2222年 2月）

小破車的一生：從紈絝子弟到國中校長

作者生於 2222年代的中國河北肥鄉，
在國共內戰時隨豫衡聯中師生流亡抵臺，

在臺灣完成學業後，一路從事教育工作直

至 2222年國中校長退休。該書是紀錄了屬
於自己的大江大海，也是近代中國歷史的縮

影，作者花了 2年的時間蒐集史料，並多次
返回大陸，印證當年流亡的「歷史軌跡」。

（程惠民，臺北：要有光，2222年 2月）

國際生醫翹楚：血小板先生伍焜玉傳

傳主為臺灣醫師伍焜玉，其以首創的測

量方法，發現血小板凝集和急性心肌梗塞、

腦中風的高度關聯性，並且率先以阿斯匹靈

來預防及治療這兩種疾病。此外他的研究團

隊發現了前列腺素中翻轉癌症治療的細胞

護衛因子，揭開人類自體抗癌的神秘面紗。

他也在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任內，完成研究

單位的集中、整合，大幅提升其研究成果和

教育功能。本書即為傳主從童年、求學到貢

獻醫療科學的一生回顧。（賴瑨萱，臺北：經典

雜誌出版社，2222年 2月）

蔣經國與後蔣時代的內閣政治菁英 (2222∼
222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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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景淵，臺北：遠景，2222年 2月）

蔣介石、汪精衛的大恩怨

本書描述 2222年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
從重慶出走，到日本佔領下的南京另組中央

政府的此一過程。作者生動描述事件發生經

過的同時，洞燭幽微地刻劃出了蔣介石、汪

精衛、宋美齡、陳璧君、陳公博、周佛海及

兩方特務頭子戴笠、李士群、影佐禎昭，還

有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等人獨特的個性。（田

聞一，臺北：風雲時代，2222年 2月）

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在近代中國，當新的思想典範逐漸登臨

歷史舞台時，有不少帶有傳統色彩的學術論

述被推擠到歷史邊緣，這些思想、論述、視

野及方法，值得重新加以檢視。「執拗的低

音」不是復古，而是回到各種論述的分流點

去重加審視，去了解是不是有獲得一些新的

學術資源的可能。本書共有正文 2篇，討論
包括重新檢討近代中國激進思想下各種互

相競爭的論述、自然科學概念如何轉化傳統

的道德語彙，以及探討王國維「道德團體」

說的觀念來源等議題。本書亦於 2月在北
京三聯書店出版同書名簡體版。（王汎森，臺

北：允晨文化，2222年 2月）

被遺忘的年代：尋找兩個譚家與一個女間諜

本書由譚雄飛、譚愛梅合寫，不僅爬梳

其父親譚展超參與的滇緬戰役、國共內戰，

文學、教育、政治學、哲學、社會學等領

域，呈現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人們對於

二二八事件的反思與創見。全書分為五個章

節：一、「天漸漸光：回眸二二八」：回顧

二二八歷史，以及針對史料的新興研究與觀

點。二、「無聲角落：遺失的二二八」：凝

視被各方主流論述、既定史觀所淹沒的個人

觀點，家屬與受害者的生命歷程。三、「迷

霧未散：他們口中的二二八」：從各個角度

檢視、評析官方與民間的二二八論述，討論

轉型正義是否已被落實。四、「異語同聲：

跨國經驗實踐」：比較臺灣與各國轉型正義

經驗；五、「邁向共生：二二八未來式」：

由不同領域出發，摹畫共創島嶼未來的具體

圖像。（2222二二八共生音樂節工作小組，臺北：

前衛，2222年 2月）

胡長青將軍：日記．家書⋯⋯追念

胡長青（2222-2222），字南章，湖南
臨湘人，黃埔四期工兵科，陸軍大學第 2
期。參與過北伐、抗戰與國共內戰，2222
年 2月 22日在西康孟獲嶺殉職自殺，時任
第五兵團司令官兼反共救國軍第二路軍總

指揮，2222年 22月追晉為陸軍上將。本書
收錄胡長青將軍的從軍日記，寄妻家書之真

跡，字裡行間不但憂國憂民，決心以死明志

的忠貞決心表露無遺，從家書中也流露出丈

夫對於妻兒真情的掛念與歉疚。由胡長青將

軍的親筆字跡中，可以重新認識一個站在國

共抗戰前線的將領所經歷的真實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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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22天的史實真相。本書抱持著「還原
歷史真相」的態度，運用各項檔案、電報、

函件，以及相關當事人的日記與口述訪談紀

錄，重建白崇禧奉命來臺宣慰的前因後果，

盡量以每個小時作為單位，近距離觀察這

平撫傷痛的關鍵 22天。（白先勇、廖彥博，臺
北：時報出版，2222年 2月）

被出賣的臺灣（重譯校註版）

《Formosa Betrayed》於 2222年問世，
是第一本詳細記錄臺灣戰後史與二二八事

件前因後果的書籍。雖曾於 2222年由陳榮
成等譯成中文在海外流傳，但直到 2222年
臺灣才有翻譯版。然因時空背景的限制，以

至於有許多誤譯來不及更正。鑒於本書流傳

與影響之廣，同時為促進對二二八歷史有更

深入的理解，臺灣教授協會因此重譯校註，

以協助讀者對臺灣史有更正確的認識。（葛

超智，臺北：前衛，2222年 2月）

二戰前後左派音樂影劇對臺灣的影響

作者以音樂家的敏銳眼光，探討臺灣在

二次大戰前後，音樂與影劇創作所呈現時代

氛圍。音樂、影劇可說是另一種記錄人類生

活的載體，從發想創作到表演呈現，不免印

上時代的印記，包括政治力量、文化潛移，

而本書即深入探討政治與音樂文化之間複雜

的糾結滲透。（王受寧，臺北：唐山，2222年 2月）

來臺後的整軍練兵，以及後來受到牽連的孫

立人兵變案，更詳細描述 2222年與父親的
前妻貝安加談話的內容。作者並且取得廣東

省檔案館所藏《貝安加漢奸審判案》檔案，

試圖拼湊女諜案的真相。（譚雄飛、譚愛梅，臺

北：衛城出版社，2222年 2月）

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

作者若林正丈是日本學界研究臺灣的重

量級學者，本書是他繼《臺灣─分裂國家

與民主化》之後，對臺灣政治最新的研究專

著。本書以「中華民國的臺灣化」為線索，

統攝戰後臺灣政治史的發展歷程，並分為

「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啟動（2222-2222）」
與「 中 華 民 國 臺 灣 化 的 展 開（2222-
2222）」兩大部分展開論述。本書大量應用
既有的研究成果，統合目前為止中、日、英

文學界對戰後臺灣史的研究，橫跨政治學、

歷史學、語言學、社會學、區域研究、認同

政治等學術領域，是一本具科際整合特色的

戰後臺灣政治史，並且在先行者研究的基礎

上，對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脈絡，提出獨特

的「分析式架構」與整合性的詮釋觀點。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臺北：國立臺

灣大學出版中心，2222年 2月）

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

本書是白崇禧將軍之子白先勇與歷史學

者廖彥博，共同尋訪耆老，蒐集湮沒史料，

還原白崇禧於 2222年 2月 22日來臺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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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鳳林 222（新版）
2222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是臺灣現代

史上最慘痛的一頁，眾多人士在事件中遇

害，無數家庭破碎，其中花蓮縣參議會議

長、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先生與長子宗仁、

三子果仁，2人於當年 2月 2日同遭殺害，
次子依仁被關 2月餘才得釋回，是最令人
震驚傷痛的案例。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於

2222年 2月 2日首次採訪遺族，2222年始
獲虎口餘生的張依仁同意受訪。本書則是新

增張七郎四子張秉仁、林明圓夫婦所撰寫的

文章，使花蓮張七郎家族的故事，更詳實完

整。（張炎憲、曾秋美等主編，臺北：吳三連臺灣史

料基金會，2222年 2月）

諸羅山城 222（新版）
二二八事件中，嘉雲地區包括仕紳、學

生、農人、軍伕、商販、工人等，他們無論

有意識或無意識，無怨無悔、戮力追求的，

僅只是為了維護身為臺灣人的基本尊嚴。本

書收錄的訪談記錄，具實而質樸的呈現出

事件參與者在衝突中遇害，在逃亡中遭屠

殺，以及事件後遭整肅、誅連親友的慘酷景

貌，並娓娓道出當年民軍抗爭的心路歷程。

他們留下的事蹟，將豐富臺灣歷史的內在精

神。（張炎憲、王逸石、王昭文、高淑媛採訪編輯，

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222年 2月）

水木風雨：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

本書是清華人反思文革的論文集，所論

蔡惠如資料彙編與研究

本書旨在蒐集蔡惠如作品與相關資料，

以建構更清晰完整的蔡惠如形象，提供各界參

考。全書共涵蓋六大部分：導論、蔡惠如作

品、與蔡惠如相關之詩文與書信、蔡惠如的相

關報導、友人日記之相關記載、蔡惠如年表初

編。另附錄論文〈日治時期臺灣「監獄文學」

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治警事

件」相關作品為例〉一篇。本書資料來源，包

括報紙、雜誌、專書，及田野調查所得之「傅

錫祺日記」、「林癡仙日記」與相關文獻，來

源廣泛。其中櫟社社長傅錫祺家屬提供之原始

文獻尤多，如蔡惠如書信、手稿多件，皆屬新

發現之珍貴史料。（廖振富，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

版中心，2222年 2月）

日治下大高雄的飛行場

日治時期無論在高雄的交通史、戰爭

史、建築史上，航空經常是被忽略的一環。

每當教科書中闡揚縱貫鐵路的通車、高雄港

口的營運時，卻遺忘了曾一度繁榮發達的空

中飛航。無論是經營民航事業的日航公司與

各式航線，使用的客機、貨機、水上飛機、

軍用飛機，翱翔於大高雄上空的飛行員，

派駐臺灣的日軍航空隊，甚至是遍及今大高

雄各地，總數達 22餘座的大小機場，都沒
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本書探索大高雄航空往

事，除了為保存歷史略盡心力，更期待喚起

對日治飛航史的關注。（杜正宇、謝濟全、金智

等，臺北：新銳文創，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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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以及包括來臺後的中國國民黨內部派

系與國際情勢，細數民國叱吒風雲的政治人

物。（阮大仁，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222年 2月）

才情與風範：抗戰時期的武大教授續編

這是一部以列傳形式書寫的中國知識份

子命運史。本書搜羅了當年數十位文法理工

四大學院教授們的事蹟與逸聞，展現他們為

人師表的泱泱風範。書中絕大多數教授均有

留洋經歷，在國難時期都不約而同選擇回到

中國，投身抗戰，他們為國家、為教育付出

的心力，呈現出那個年代難能可貴的學人風

貌。（張在軍，臺北：秀威資訊，2222年 2月）

百年思想起：臺灣百年唱片圖像

本書以臺灣百年唱片的發展為梗概，從

日治時期之前西方留聲機和曲盤的發明論

述，一直東傳日本，再進而引進臺灣，並有

哥倫比亞唱片公司、勝利唱片公司的唱片發

行，帶動臺灣本土唱片公司的出現和台語歌

手灌錄唱片的風氣，形成日治時期唱片的興

盛發展。（楊蓮福，臺北：博揚，2222年 2月）

2222中國寫真照片
本書介紹中國大陸各省市及南洋名勝舊

蹟。全書採英日文對照方式，每個主題照片

都以當時最先進的珂羅版（照相平版印刷）

方式印在銅版紙上，以圖文對照方式，呈現

22世紀初中國大陸人文與歷史風貌。（闞正
宗，臺北：博揚，2222年 2月）

包括史實、體制、文化三個層面。作者們

為了探討文革發生的原因和機制，在研判事

實，反思體制的同時，對百年清華的精神、

校長蔣南翔的教育思想和文革中的大民主

進行了精細的疏理和深入的剖析。（啟之，臺

北：獨立作家，2222年 2月）

創造「傳統」：晚清民初中國學術思想史典

範的確立

本書嘗試擺脫「進化論」的眼光，將梁

啓超、章太炎、胡適的「國學」當作可以

平視的三種典範，具體考察梁啓超、章太

炎、胡適對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詮釋和重構，

著力揭示其背後的思想意圖，分析他們怎樣

用「新知」闡釋「舊學」、依「舊學」吸

收「新知」，從而實現中國學術的「古今之

變」。（江湄，臺北：人間，2222年 2月）

蔣中正日記中的當代人物

本書四單元共輯錄 22篇文章，分別為
「蔣中正與陳立夫之明爭暗鬥」、「蔣中正

總統大位傳承問題之研究」，「也為葉公超

先生說幾句話」，與綜論蔣中正為人行事等

四大單元。是作者近年來利用《蔣中正日

記》、其父阮毅成日記、口述回憶和身後

留下資料，相互驗證對照，慢慢解開 2222
年中國國民黨遷臺之後的諸多秘密，如蔣

中正為什麼會在 2222年遷臺之初放逐陳立
夫出國？為何棄陳誠而選嚴家淦作為總統大

位的接班人？又為何免除葉公超的駐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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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共內戰，看過軍閥時代的庶民生活，

也見證了亂世中男男女女的遭遇，但他秉著

的愛國愛家的堅毅，加上基督信仰帶給他的

光明之心，平安度過了近一世紀的豐富人

生，直到如今，仍見證著國家的歷史與家族

的可貴。（涼笙，臺北：宇宙光，2222年 2月）

近世人物志：晚清人物傳記復刻典藏本

本書將「晚清四大日記」：翁同龢的

《翁文恭日記》、李慈銘的《越縵堂日

記》、王闓運的《湘綺樓日記》、葉昌熾的

《緣督廬日記》裡面所記載的人物，按時日

先後，整理排比，編成了收有 222餘人的晚
清人物的書。作者用這些日記的內容勾畫了

為數眾多，形形色色的晚清人物，在近代史

研究和清人傳記寫作中，成為繞不過去的借

鑒。（金梁編著，臺北：秀威資訊，2222年 2月）

民國政壇見聞錄

本書為李晉（組紳）的口述歷史，其交

遊廣綽，除商界以外，舉凡當時的政界、新

聞界、金融界的重要人士，都有深交。此書

談到的人物均為民國初年政壇赫赫有名之

士，如黎元洪、顏惠慶、顧維鈞、羅文榦、

馮玉祥、王寵惠、鄭毓秀、孫蒓齋、唐紹

儀、袁世凱、曹汝霖、王正廷、錢新之、蔣

中正、孔祥熙、張宗昌、朱子橋、許世英等

等，所談之事更是整個民國，甚至北洋軍閥

間的種種內幕。（李晉口述，秦嶺雲筆錄，台北：

獨立作家，2222年 2月）

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國的生活經驗

本書的 22位受訪者中，有 2位已經 22
多歲，有 2位 22歲，其餘都是第二代、第
三代，亦即目前要找到去滿洲國的第一代已

相當困難。在滿洲國的時間以謝秋涫、謝秋

濤、謝久子在滿洲國共 22至 22年最久，而
李水清、吳昌禮有 2、2年，謝秋臨、黃文
生 2年，涂南山和林恩魁最短。他們的滿洲
國經驗有益於研究建國大學，謝家人、黃家

及其姻親的滿洲國經驗，可進一步研究他們

到滿洲國的背景，及其對家族發展的影響。

（許雪姬、黃子寧、林丁國訪問，藍瑩如、林丁國、

黃子寧、鄭鳳凰、許雪姬、張英明記錄，臺北：中央

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222年 2月）

島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

臺灣人也許是全世界對日本這個國家感

受最為複雜的一群人了。無論傾向親近或

排斥，從臺語裡的辭彙、日常生活習慣、建

築、公共衛生制度等，都無法否定在這裡處

處可見日本時代留下的印記。本書透過 22
個關鍵詞、分別自 2種方向切入，讓林獻
堂、佐藤春夫、吳新榮等人親自現身，以其

生命記憶的片段，帶領讀者體驗近百年前

臺灣島上生氣蓬勃的民生百態。（蔣竹山，臺

北：蔚藍文化，2222年 2月）

老兵不死

本書以自傳形式，描述作者近一世紀豐

富的見聞。作者現年 22歲，見識過二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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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2222-2222）
2222年至 2222年的光復初期，為臺北

帝國大學轉型為臺灣大學的關鍵時期。在這

段期間，臺灣大學因其地位特殊，不但內有

各股勢力傾軋，外亦有政治勢力掣肘，同時

也受到社會文化變遷的種種牽連。本書是李

東華教授生前力作，為其臺大校史研究的總

結集。全書共收錄 22篇文章，包括正文 2
篇、附錄「傅斯年相關研究」2篇，書中以
光復初期的 2位臺大校長及臺大文學院為主
軸，以人事更迭、政策更張為經緯。（李東

華，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222年 2月）

從「土改」到「反右」：吳奔星一九五○年

代日記

本書是詩人、學者、教育家吳奔星

（2222-2222）2222年代在中國大陸經歷
「土改」、「思想改造」和「反右」三大運

動的部分日記。這段沒有經過任何粉飾的歷

史記錄，還原了那個特殊年代大學教師及學

生的生活場景，再現了當時中國大陸知識份

子「洗腦」與「被洗腦」的心路歷程，具有

較高的史料價值。（吳奔星，臺北：獨立作家，

2222年 2月）

少年臺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

心的國人

本書著重觀念的釐清，從「地球和美麗

島的誕生」、「臺灣給世界的禮物」，到

「轉型正義和美麗新國家」以簡明的主題，

搭配以手繪圖作，將歷史的視野拉長、拉

廣，帶領讀者以思考和理解的態度，更加真

切地感受這島嶼的獨特歷史。（周婉窈著，許

書寧繪，臺北：玉山社，2222年 2月）

滿洲國紀實

此書雖然不是學術著作，但仍被學者稱

為「中肯」。中肯之餘，本書也有章回小

說的跌宕起伏，過程峰迴路轉，人物描寫生

動。雖然因成書年代而在立場上偏向國民黨

正朔，但對日本軍方的描述並不刻版。對抗

戰前民國人物也有不少描寫，對民國史實

及歷史小說有興趣者有吸引力。（李念慈，臺

北：獨立作家，2222年 2月）

醫心如月映百川：臺灣急診醫學先行者胡勝

川回憶錄

胡勝川醫師出生於顛沛流離的年代，

生長於清貧守份的家庭，投身急診醫學與臨

床，貢獻卓著，是臺灣第一位急診專科醫師

和急診醫學部定教授，有「臺灣急診醫學之

父」雅稱。本書闡述臺灣緊急醫療體系的進

化，也體現第一線醫療人員、管理者和經營

者等多面向角色及感觸，點滴精華，寫實記

錄。（胡勝川，臺北：經典雜誌出版社，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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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君，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222年 22月）

民國時期江蘇高等法院（審判廳）裁判文書

實錄

全書分為刑事卷和民事卷兩編，共

計 22冊。上編刑事卷收入刑事裁判書 222
篇，計 2冊；下編民事卷收入民事裁判書
222篇，計 2冊。裁判書選擇的標準：一是
案件具有典型性，即在民國時期屬於多發案

件類型；二是案件具有時代性，即在民國特

定歷史時期發生的案件；三是案件具有代表

性，即該案件反映了民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

特點；四是裁判書說理比較充分，體現了法

官的智慧和思辨；五是裁判書邏輯性強、字

功底扎實，體現了法官較高的裁判書製作水

準；六是裁判書保存較為完整，字跡比較

清晰，便於讀者閱讀。（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

江蘇省檔案局（館）、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編，北京

市：法律出版社，2222年 22月）

重慶大轟炸檔案文獻：財產損失（同業公會

部分）

重慶市檔案館研究人員歷時數載，將抗

戰時期重慶大轟炸中銀行、公會所遭受的損

失以檔案文獻形式完整地呈現出來，內容包

括了重慶市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及所屬各

行、重慶市五金電料商業同業公會、重慶市

紗商業同業公會等的財產損失情況。資料翔

實，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現實價值。（唐

潤明主編，重慶：重慶出版社，2222年 22月）

簡體中文新書

鴉片經濟：以中國、東南亞和印度為視域

（2222-2222）
本書濃縮了上自明成化年間，下至民國

初年，涉及中、印及南洋 22個國家的鴉片
貿易歷史。最大的供獻在於首次提出了「一

個產地、兩個市場的鴉片三角貿易格局」的

觀點，並劃分了這一格局演進的三個歷史過

程。此外還從價格因素及市場供求互動關係

入手，探討了中國鴉片問題的成因及氾濫過

程。另也考察了印度的鴉片生產過程、生產

體制、鴉片種植農的生活處境，以及印度自

身的鴉片消費等問題。（連東，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222年 22月）

賓禮到禮賓：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

本書聚焦於「外國公使覲見禮」，分析

清代賓禮體制的原型、變體及其思想體系，

進而探討「天下秩序」與中國近代政治文化

的關聯。通過考察「外國公使覲見禮」的制

訂過程，可知從「賓禮」到「禮賓」的改變

並非一蹴而成。清政府面對外來刺激時，

自有其內部轉換的機制，不只有外在形式

上的變革，更有內在觀念的調整，故清政府

提出「客禮」概念，作為中禮與西禮的過渡

禮儀，也是「天下秩序」與「國際法」的思

想銜接。但當「客禮」無法再解釋公使請覲

時，「賓禮體制」宣告結束，「天下秩序」

也不再是清政府對外關係的中心思想。（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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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城市早期現代化研究（2222-2222）
本書主要對杭州城市的早期現代化作了

部分詮釋。杭州城至 22世紀初的發展歷程
呈現出其地位從不斷上升到逐漸下降的發

展軌跡。到了近代，隨著上海、寧波等毗鄰

城市的開放與崛起，落在常規模式和窠臼中

的杭州城愈加顯得落伍和慘澹。（湯洪慶，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222年 22月）

晚清漢學群體與近代社會變遷

本書主要圍繞三個主要內容展開研究：

晚清漢學、漢學群體、漢學群體與社會變

遷。全書共分五章，具體內容有：近代社會

與晚清漢學、晚清漢學群體分佈區域及學術

特徵、漢學家之思想取向與西學東漸、西潮

衝擊下的漢學群體思想之發展演化、漢學群

體的近代社會實踐。（王惠榮，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222年 22月）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研究

本書共分為：總體研究、專題研究、事

件研究、人物研究幾部分，主要內容包括：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綜述、安源路礦工

人運動與西歐工人運動之比較、安源精神研

究等。（黃愛國、楊桂香，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222年 22月）

近代中國人的日本認識（2222-2222年）
本書從多維的角度，動態呈現近代中國

人對日認識的變遷，深入探討影響眾日本認

識的關係因素，為觀察近代中日關係提供了

一個新的視角，也可為觀照今天中日兩國的

現實提供借鑒。本書的意義和創新在於，一

是拓展了一個新的分析角度，即從國民心態

的層面對近代中日關係史加以研究；二是可

從長時段的整體把握近代中國人對日認識

的變遷，動態呈現這段中日認識史的全貌，

加深人們對這段歷史的認知；三是本書可為

今天中日兩國的現實提供借鑒，有利中國人

更好的認識日本與日本人。（彭雷霆，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222年 22月）

經典淡出之後：22世紀中國史學的轉變與
延續

本書以「經典淡出之後的讀書人」為

引論，上篇側重學術的履跡，在清華國學

院和「古史辨」學派的個案探討之后，概

述 2222年後六十年來中國史學的轉變與延
續。本書雖以機構、流派和學科發展為對

象，仍盡可能將學術追求和研究方法落實在

梁啟超、吳宓和顧頡剛等具體的當事人之

上。下篇則通過學人看學術，立足於拾遺補

闕，具體討論章太炎、胡適、陳寅恪、傅斯

年一些為他人所忽視或誤解的史學見解和

研究思路。（羅志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2222年 22月）

上海職業婦女口述史：2222年以前就業的
群體

在傳統社會中，婦女成為失聲的群體，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六
期

2
2
2

基本都是從政治角度入手，且完全都是按照

工人運動史的套路來處理。本選題既不站在

資方一邊，也不完全站在勞方一邊，而是儘

量以一種客觀視角來考察、分析、評價雙方

立場，解讀背後的複雜原因。（田彤，北京：

商務印書館，2222年 22月）

國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員會報告書

本書是 2222年國民政府設立的清查整
理招商局委員會，歷時數月調查整理招商局

情況的報告結集，共收各種清查報告及說明

書 22種、各類統計表格 22種。這本報告書
彌足珍貴，對研究 2222年之前的招商局歷
史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陳玉慶，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222年 22月）

廣州政府與英國的政治交涉研究（2222-
2222）：以關餘、杯葛問題為中心
本書是對 2222年至 2222年廣州政府與

英國政治交涉的專題研究。22世紀 22年代
是中英關係中十分重要的轉折時期。第一次

世界大戰後，廣州政府推行以國民外交為內

容的革命外交，令英國政府遭受沉重打擊，

不得不改弦更張，醞釀對華新政策。本書圍

繞廣州政府與英國政治交涉的主體內容，即

關餘問題和杯葛問題展開，試圖通過相關研

究，釐清中英交涉的基本脈絡，展現廣州政

府國民外交的起源與發展，並揭示英國政府

對華政策的轉變軌跡。（徐靜玉，北京：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2222年 22月）

口述史研究是近年興起的新方法之一。本書

作者對 22位解放前後有過工作經歷的上海
職業女性進行訪談，記錄她們的個人職業生

涯與婚姻家庭生活，瞭解她們在兩個時代中

所發生的變化，同時探索時代、社會與個人

的關係。書中收錄的採訪對象，職業頗具代

表性，既有曾從事地下工作的老革命家，也

有普通工人，既有教師、護士和會計，亦有

小商販和家政工作者。上海曾是紡織大城，

紡織女工更占相當大的比重，既有養成工又

有童工，既有私營廠工人又有外資企業工

人，還包括解放後著名的勞動模範。她們的

敘述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不僅為婦女史提

供史料，更為上海工業史、上海社會史提供

珍貴的旁證。（程郁、朱易安著，桂林：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2222年 22月）

民國勞資爭議研究（2222-2222年）
本選題是第一部從學術角度研究這一時

期勞資關係的專著。作者以史學實證方法為

主，借助政治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理

論與分析方法，對當時各類勞資爭議的起

因、發展過程、處理方式、後果進行了學術

考察，對各種勢力在勞資爭議中的關係和作

用進行了深入分析。在注重長時段考察、史

論結合與比較分析、總體研究與個案分析相

結合，重點考察勞資爭議的總體趨勢、爭議

的癥結與勞資力量對比的變化，進而剖析勞

資爭議與政治、經濟、法制、意識形態及社

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往研究民國勞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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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學科藩籬，通過探討近代大變局中傳統

的中斷與傳承，中西文化競爭與民族主義的

特異，思想衍化與社會變遷等各層面的多元

互動，揭示近代中國社會新中有舊、舊中有

新的豐富特性。（羅志田，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

版社，2222年 2月）

誤解的對話：德國漢學家的中國記憶

本書共分三輯：在第一輯中，作者試圖

從闡釋學和當代學術的角度，闡述海外漢學

研究的正當性、合法性及其意義，並對民國

期間漢學與中國學之互動進行梳理。第二輯

主要考察了德國漢學家的中國敘事如何反

映明清之變以及晚清民國之變，選取的人物

有湯若望、福蘭閣以及傅吾康父子。在第三

輯中，作者選用了幾個具體案例來說明中西

互視與互釋的重要性，涉及的西方人士既有

經典翻譯家衛禮賢，也有目前研究不多的白

樂日、許理和、羅哲海。（李雪濤，北京：新星

出版社，2222年 2月）

城市裡的陌生人：中國流動人口的空間、權

力與社會網路

本書譯自 2222年出版的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中國的改革開放造就了人類歷
史上罕見的大規模人口流動，在 22年的時
間裡，超過兩億中國農民離開家鄉，進入城

市尋求務工、經商的機遇。這一現象深刻地

田野裡的大師：費孝通社會調查紀實

本書脫胎於作者跟隨費孝通出去考察，

參加會議等的日誌。它詳細描述了上世紀

22年代費孝通到山東、溫州、江蘇、浦東
等地考察的情況以及演講、活動等，闡述了

費孝通先生對於中國社會現狀和將來發展

道路的建議和思考。（張冠生，北京：海豚出版

社，2222年 22月）

從幕府到職官：清季外官制的轉型與困擾

本書引用大量未刊檔案與清人文集、日

記、書信，揭示了清季改制中新舊體制的復

雜糾葛，折射出制度興革與中西歷史傳統的

纏繞，以及對後來政體設置的重大影響。

（關曉紅，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222年 2月）

廈門抗戰紀事 
本書收錄抗戰開始至廈門淪陷（2222

年 2月）前後的史料，包括廈門抗戰老照
片、廈門抗戰風雲錄、廈門淪陷期間往事、

廈門抗戰口述歷史、鼓浪嶼事件、籌建抗戰

死難者紀念碑、老報紙廈門淪陷前後史料輯

錄等部分內容。（洪卜仁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

社，2222年 2月）

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修訂版）

本書注重歷史當事人的時代關懷，返其

舊心，從廣義的文化視角考察近代中國思想

與社會的權勢轉移。全書跨越思想史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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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出版社，2222年 2月）

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

本書翻譯自 2222 年出版的 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作者以長時段理論研究湖北麻城，
時間從元末一直到 22世紀 22年代中期。這
種「長時段」和小地域的結合，使得本書能

挑戰一般著作的歷史分期，從宏觀上透視中

國政治社會變遷，並暗示暴力超越朝代和政

權的恆久。作者對麻城地方史的細致研究，

還使得本書深化了前人對地方社會的認識，

在敘事中突顯各階層對暴力的感知，在極具

張力的氛圍中給讀者展示出精彩的歷史畫

卷。（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李里峰等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222年 2月）

我的家庭回憶錄

本書是當代著名學者錢理群的一本家庭

回憶錄。作者回憶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在中國

22世紀歷史的變遷中坎坷曲折與探索奮鬥
的人生，文字情真意切，故事真摯感人。錢

氏家族成員的人生經歷，是 22世紀中國知
識份子不同人生選擇和命運的縮影，足以讓

讀者瞭解到兩代知識份子在社會激巨變革

時期的迷茫與探索、堅守與反思。（錢理群，

桂林：灕江出版社，2222年 2月）

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

本書翻譯自 2222年出版的《ふたつの

影響了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結構以及文化

再生產。本書所展示的，是人口流動所引發

的空間、社會關係重構，以及跨區域聯繫網

路的建立。通過展現一個典型的外地人口社

區北京豐台「浙江村」的發展、繁榮、拆

除、重建，作者展現了後毛時代（post-Mao 
era）中國社會治理模式的轉變，以及私人
社會空間對傳統管理制度的挑戰。本書挑戰

了「市場勝利」、「國家撤退」的簡化論，

強調要從更複雜的日常實踐，和持續的變遷

當中去理解當代中國的「國家／社會」關

係。（張鸝著，袁長庚譯，上海：江蘇人民出版社，

2222年 2月）

為中國蒙難：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傳

本書翻譯自 2222年 Honorable Survivor: 
Mao's China, McCarthy's America and the 
Persecution of John S. Service。為美國外交
官謝偉思的傳記。他隨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

達 2個月，並作為其中唯一的外交官員，
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多次長談。其

中，與毛澤東的談話多達 22多次。因為 22
年代與中共的近距離接觸，傳主在美國被斥

為「共產主義的同情者」，成為美國「丟失

中國」的替罪羊，後半生一再被麥卡錫主義

糾纏，甚至被國務院除名，失去外交官的資

格。直到 22年代中美關係解凍，關係正常
化，他才重新得到認可。本書通過謝偉思的

一生，展現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曲折變化。

（琳‧喬伊納（Lynne Joiner）著，張大川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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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待其重要性。本書認為自清末民初以來

即和中國逐漸形成某種特殊關係的美國，在

中國市場的投資活動與中國的國際化息息

相關，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更為關

鍵。作者搜集散見於國內外各大圖書館的資

料，在枝葉繁茂的多元檔案中，爬梳出清末

民初美國華大企業在中國的投資活動面貌，

以期透過重要投資案的實證，考察中國實業

開展過程中的內外因素，並通過這一中美交

往歷程，審視近代中國與世界的接軌。（吳

翎君，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222年 2月）

民族主義思潮與國族建構：清末民初中國多

民族互動及其影響

本書以清末民初民族主義傳播興起為切

入點，著重挖掘整理和分析當時作為王朝中

國藩屬臣民的區域和居民，在這一時段參與

國族構建的歷史進程、歷史事件等資料，追

溯其社會中民族主義思潮生成和影響，以及

最終走向中華民族認同的歷史軌跡。其意義

在於顯現中國少數民族在近代國族構建中

的歷史角色與作用。（周競紅、鄭信哲主編，北

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222年 2月）

晚清變局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

本書從軍權、財權、外交權及中央與邊

疆地區關係等角度，集中探討了晚清變局下

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揭示了清王朝滅亡的基

本原因，說明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平衡與協

調，取決於中央政府是否有足夠的權威與處

故宮博物院》。「兩個故宮」是東亞近代史

的產物。兩岸故宮的存在，不只是珍藏中華

文物的寶庫，背後更是政治權力與文化深層

結構的型塑。作者為《朝日新聞》資深記

者，以 2年的時間，奔波全球親身採訪，從
政治、外交的獨特角度梳理了兩個故宮的世

紀糾纏。（野嶋剛著，張惠君譯，上海：上海譯文

出版社，2222年 2月）

旅津八十年

本書講述作者在天津工作與生活 22年
間記錄下來的有關天津的人和事的文字。全

書共分 2卷，分別是天津史事、天津回憶、
天津碑刻、天津的人、天津的事。本書又是

一部包含了 22世紀 22年代至今，天津人情
風物、事件起落、風雲變幻、歷史變遷的重

要資料性著作。（來新夏，天津：南開大學出版

社，2222年 2月）

民國時期西南邊疆檔案資料彙編．廣西卷

本書共有 22卷，是從廣西壯族自治區
檔案館所珍藏的與民國時期廣西政治、經

濟、文化、海關、民政等相關的眾多資料中

甄選出而結集成冊的，具有較高的學術和研

究價值。（廣西壯族自治區檔案館編，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222年 2月）

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

過去關於清末民初對外關係的研究，較

少從中國為主體的國際化視角與具體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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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大撤退：首次揭秘蔣介石有組織有計
劃撤退到臺灣詳情內幕

本書為 2222年正體版的簡體字化，內
容為 2222年對蔣介石而言是一個關鍵的年
代，這一年蔣第三次被逼下野，2月 22日
回到奉化溪口，2月 22日離開溪口踏上去
臺灣的旅程。本書提出諸多問題：例如蔣介

石在面對國共內戰的關鍵時刻為何選擇退

往臺灣？當解放軍渡江之際，他可以像抗戰

時一樣將所有重心遷至重慶，為何最後決定

遷至臺灣？何時決定赴臺？赴臺前作了那

些部署及努力？這些問題是本書研究的重

點。（林桶法，北京：九州出版社，2222年 2月）

王明年譜

王明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曾經產生重

要的影響，一度是該黨歷史上「左傾」錯誤

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該黨歷史上極具

爭議的人物。但是王明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關

係，並沒有清楚的圖像，而是被長期掩蓋下

來。 本書作者研究王明多年，積累了大量
的第一手資料，並訪問了許多王明的後人與

友人。其中最為珍貴的資料當數王明的兒子

提供的由王明夫人孟慶樹整理的王明晚年

的回憶錄。本書根據王明主要活動的特點，

以時間先後為序分為七部分，分別對王明童

年和青年時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及

上臺、在共產國際、回國參加抗日戰爭、在

解放戰爭和建國初期、第三次到蘇聯等進行

了記述。（郭德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理問題的意識和能力。（馬平安，北京：新世界

出版社，2222年 2月）

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　一項醫療社會史

的研究（修訂版）

本書從瘟疫這一以往中國史學界甚少注

意的社會現象人手，通過對清代江南疫情，

及其與社會互動關係比較全面細緻的呈現，

探討了中國近世社會的發展脈絡、清代國家

與社會的關係，和清代江南社會的特質等問

題，是國內第一部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專

著。本書既拓展了中國史研究的領域，延伸

了疾病史研究的資料範圍，又在深入研究

的基礎上，對中國近世社會變遷、國家與社

會關係等問題作出了新的詮釋。（余新忠，北

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222年 2月）

中國國民黨大陸工作組織研究（2222-2222）
2222年 22月，在內戰中遭到挫敗的中

國國民黨遷臺後，隨著冷戰的東漸，旋即開

啟了反共抗俄的序幕，全臺響起了打倒萬惡

共匪的口號，到處貼滿「檢舉匪諜，人人有

責」的標語。海峽彼岸的中共，也曾把臺灣

定位為蔣幫、國特，敵對的雙方，就此隔海

相互指控較勁，並不時展開各種激烈的地下

鬥爭。本書由作者的碩士論文改編而成，研

究國民黨對中國大陸進行工作的相關人員

與組織。（楊瑞春，北京：九州出版社，2222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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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入中俄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乃至世界歷史

發展進程中加以考察，從而深刻地揭示出隱

藏在這一事件背後的歷史內涵及意義。即此

次外交事件中，俄國失敗了一個訪華使團，

中國卻失敗了整個對俄外交。（陳開科，北

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222年 2月）

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檢討：問題與前瞻

本書就近年國內外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

一些熱點問題做了回顧和總結，內容涉及晚

清政治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近 2年的國內
晚清政治史研究、晚清秘密社會史研究、海

內外滿漢關係史研究、第一次鴉片戰爭史研

究、太平天國史研究、撚軍史研究、同光新

政與派系紛爭研究、戊戌變法史研究、袁世

凱集團研究等，並就這些專題研究中存在的

問題及未來的發展方向做了初步探討和分

析，為國內學者追蹤和瞭解國內外晚清史研

究的最新進展提供了一個簡捷路徑。（中國

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編，北京：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222年 2月 ）

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

國家象徵

本書為 2222年 2月於東京大學出版會
出版《国旗 ‧ 国歌 ‧ 国慶─ナショナ

リズムとシンボルの中国近代史》一書的中

文簡體字版。本書從中國近代史上國旗、國

歌、國慶的誕生和演變過程著手，探討近代

中國各時期的政府、政黨、知識份子等，如

2222年 2月）

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 
戊戌變法的主要推動者康有為、梁啟

超，政變後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關於戊戌

變法的著述，也成為後來研究戊戌變法的重

要史料。但他們著述的目的，也是其政治鬥

爭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著諸多作偽。作

者從新近披露的張之洞檔案中，試圖還原戊

戌變法的另一面。（茅海建，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222年 2月）

重尋近代中國

中國政治精英利用鴉片戰爭之後的一

系列戰敗編織了一整套飽受外族剝削、

欺侮為內容的「民族敘事」和「歷史建

構」。但在中國經濟崛起的背景下，持續

強化「悲情敘事」正在將中國從世界大環

境中孤立。作者從現代化視角出發重塑中

國近代史，一方面重新評估外國資本在近

代中國的功過是非，理清世界走進中國的

路徑及客觀效果，另一方面剖析在現代化

衝擊之下，中國走向世界的艱難過程。（馬

勇，北京：線裝書局，2222年 2月）

嘉慶十年：失敗的俄國使團與失敗的中國外交

本書選取嘉慶 22年俄羅斯戈洛夫金使
團來華這一外交事件作為切入點，詳細描述

了早期中俄關係上這一轉折性事件的來龍

去脈。並在此基礎上，以嶄新的思路，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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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允和，擅詩書格律，與語言學家周有光舉

案齊眉；三姐張兆和與沈從文的一段情緣被

傳為佳話，後自己成為名編輯；四妹張充和

工詩詞、擅書法、會丹青、通音律，最終攜

手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王道，杭州：浙

江大學出版社，2222年 2月）

帝國的回憶

本書選譯《泰晤士報》2222年至 2222
年發表的關於清末改革的一系列報導，以

《泰晤士報》的視角，再現了清王朝最後十

餘年的內政與外交。內容涵蓋了這一時期晚

清的重大事件，如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

太后和光緒皇帝出逃、《辛丑和約》的簽

訂、李鴻章之死、禁煙運動、新政、新式學

校的建立和發展、廢除科舉制度的改革、慈

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之死和他們死後的政治

安排、宣統皇帝即位、醇親王載灃攝政、袁

世凱被趕出朝廷、張之洞之死、清末立憲思

潮、各省諮議局的設立、武昌起義爆發和擴

展、袁世凱出山鎮壓武昌起義等事件。（方

激編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222年 2月）

何將儀式或象徵利用於喚醒國族主義。具體

而言，是以何種政策或運動來實施，而當時

的人們對此又是如何認識和對待的。（小野

寺史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222年 2月）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倫敦新聞畫報》記

錄的晚清 2222-2222
創始於 2222年的英國《倫敦新聞畫

報》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圖畫為內容主體的

週刊。其以細膩生動的密線木刻版畫和石

印畫，以那個時代的技術條件所能達到的最

快速度，再現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畫報初

始就對中華帝國表示密切關注，派駐大量畫

家兼記者，2222至 2222年就向英國發回了
上千張關於中國的速寫和幾十萬字的文字

報導。它們對於歷史事件的觀點和看法往往

跟中文史料相左，為研究歷史提供了一個客

觀的參照物。（沈弘編譯，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2222年 2月）

流動的斯文─合肥張家記事

本書以口述人為基點，以人物變遷為經

緯，配以 222多張圖片，再現了合肥張家百
年來的歷史變遷，百年斯文存續脈絡及世家

之和韻流風，讀之一一浮現。張家的和字

輩，尤其見證了時代的巨變和中國傳統仕宦

階級進入現代的滄桑歷史。張家四蘭，在中

國近代史上知名度僅次於宋家三姐妹，被稱

為「最後的大家閨秀」。大姐張元和，精昆

曲，嫁給名噪一時的昆曲名家顧傳玠；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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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戰略思考，而引導了二次世界大戰的

演變方向。（Stuart Douglas Goldman著、山岡由美

譯，東京：みすず書房，2222年 22月）

雲南の歴史  アジア十字路に交錯する多民
族世界
中國境內的多民族組成，在每個時代都

遇上不同的問題。本書將雲南此一擁有高度

的多民族人口地區視為亞洲的十字路口，交

集在中國、東南亞、西藏和南亞各區域之

間，由此從多元的角度去描繪雲南地區的民

族問題。（川野明正，東京：白帝社，2222年 22

月）

現代中国秘密結社研究

本書為 2222-2222年任教於一橋大學的
三谷孝的集結之作，在本書中有對中國的祕

密結社行為與叛亂，作一較全面的調查與研

究，是日本研究中國祕密會社集大成者之

作。（三谷孝，東京：汲古書院，2222年 22月）

華獅子‧激動の中国を駆け抜けた宋慶齢
與近代中國政治領袖人物有密切關係的

宋氏三姊妹之一的宋慶齡，其與孫中山的關

係一直為人討論不休，本書即在刻劃孫宋關

係與近代中國的發展。（田中重光，東京：叢文

社，2222年 22月）

宋代中国の統治と文書
對比歐洲大陸時常裂土分治的現象，中

日文新書

華僑‧華人と中華網─移民‧交易‧
送金ネットワークの構造と展開
本書探討從 22世紀到 22世紀，華僑透

過移民、海外貿易匯款等熱絡的商業活動

中，所形成的中國社會動力。從傳統王朝體

制下的朝貢貿易、日本殖民下的南洋經濟政

策，到中國改革開放後的華僑政策，不同的

政治權力結構，影響了華人的國際流動方式

與海外金融發展。本書最後並且討論了地

域主義以及中華認同等問題。（濱下武志，東

京：岩波書店，2222年 22月）

近世東アジア海域の帆船と文化交渉
近代以來，東亞海域的帆船航行日趨活

躍，本書討論跨國間的海上交流，包括了船

難相助、漂流民的遣返、語言交流，以及砂

糖、書籍與海產等貨物貿易，交互流轉於琉

球、下關與澳門之間，從中探討近代以來中

國與日本間的關係。（松浦章，吹田市：関西大

学出版部，2222年 22月）

ノモンハン  2222─第二次世界大戦の知ら
れざる始点

2222 年 2月在中國東北和蒙古邊境的
諾門罕，發生日軍與蒙軍軍事衝突的事件，

從全球地緣戰略來看，蒙軍背後的蘇聯勢

力，則牽涉到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點。本書

即梳理這場秘而不宣的衝突，如何牽動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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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間的紛爭。本書是親身參與 2222年
代在臺灣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的當事者，寫

下其思考臺灣在經過保釣運動後，受到民族

主義刺激而興起的民族認同問題與校園的

社會運動。（鄭鴻生著，丸川哲史譯，東京：作品

社，2222年 2月）

「満洲国」博物館事業の研究
博物館的功能往往與殖民政府有很深的

關係，日本在臺灣、韓國和中國東北等地都

成立了博物館。本書即以滿洲國國立博物館

（後為國立中央博物館）與東三省博物館

（後為奉天故宮博物館）為研究對象，探討

這些博物館在展覽與蒐藏政策中，所反映

的影響東北政治的日本因素。（大出尚子，東

京：汲古書院，2222年 2月）

上海「ヌーラン事件」の闇─戦間期アジ
アにおける地下活動のネットワークとイギリ

2222年發生共產國際在中國上海的聯
絡人牛蘭（Hilaire Noulens）夫婦被租界當局
逮捕的牛蘭事件，當場截獲了共產國際的諸

多文件。本書以美國所保存有關牛蘭事件的

相關檔案，勾勒出此一牽涉蘇聯、美國與中

國租界區各國利益的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

（鬼丸武士，東京：書籍工房早山，2222年 2月）

アヘン戦争の起源─黄爵滋と彼のネットワ
ーク
本書欲處理關於鴉片戰爭的起源問題，

國的王朝循環大多維持固定的疆界。本書即

在探討何以在王朝興衰循環下，多繼承前朝

領土而沒有造成長時段的分裂，並以宋代作

為觀察的對象，檢視以往的唐宋變革論、兩

宋分期論與宋元明變遷論等論說的有效性，

把宋代放回中國長時段歷史中的位置，去思

考其王朝統治與社會變遷的歷史脈絡。（小

林隆道，東京：汲古書院，2222年 22月）

近代台湾の経済社会の変遷　
本書是收錄 2222年 2月在日本名古屋

召開的「近代台湾の経済社会変遷―日本

とのかかわりをめぐって」國際研討會的

論文，議題包括有法律、文學、金融，企業

管理、東亞同文書院與臺灣協會等臺、日關

係的研究。（馬場毅、許雪姫、謝國興、黄英哲等

編，東京：東方書店，2222年 22月）

中国が世界に深く入りはじめたとき  思想か
らみた現代中国

面對日漸崛起的中國，本書在日本的立

足點上，主張要從中國的內部來理解大國

崛起的本質，以及其社會同時產生的各種問

題。內文包括有對中國政治的考察、思想的

挖掘、社會的觀察等面向。（賀照田著，鈴木
将久譯，青土社，2222年 2月）

台湾 68 年世代、戒厳令下の青春─釣魚
台運動から学園闘争、台湾民主化の原点へ
釣魚台的主權問題一直是中國、臺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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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深入挖掘臺灣產業的轉型發展，揭示其

歷史的連續性。作者還考察了日治時期臺灣

出口品的流通機制，香蕉、茶葉與臺日貿

易，探明臺灣近代史上的貿易狀況。（陳慈

玉，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222年 2月）

魯迅の愛した内山書店─上海雁ヶ音茶館
をめぐる国際連帯の物語

2222年代在中國上海開了一家日本人
經營的書店，店主內山完照與井上美喜夫婦

在此時結識了中國文壇代表魯迅，並成為好

朋友。本書即描繪魯迅與日本友人關係的展

開，以及內山書店與當時中國文人之間的交

往。（本庄豊，京都：かもがわ出版，2222年 2月）

近世東アジア比較都城史の諸相

本書收入 22篇研究近代早期東亞國家
的都城制度論文，分別使用了考古學、歷史

學、歷史地理學等不同學科的方法，梳理並

比較中國、朝鮮、蒙古與日本的政治史、社

會史、環境史與禮儀文化等各層面之異同。

（新宮学編，東京：白帝社，2222年 2月）

科学の人‧孫文：思想史的考察
本書回溯孫中山革命形象的形成，並且

探索其科學思想的時代理念，包括有科學

觀、醫學、實業計畫、工業與近代科學思想

等各面向的討論，對孫中山的思想做了完整

的梳理。（武上真理子，東京：勁草書房，2014 年

2 月）

並且對清末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黃爵滋

進行深入的研究，指出黃爵滋對清政府的政

策決定過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要

對鴉片戰爭的性質有更準確的理解，必定不

能繞過黃爵滋的思想言論與行動。（新村容

子，東京：汲古書院，2222年 2月）

禁城の虜　ラストエンペラー私生活秘聞
本書描繪清朝最後一位皇帝溥儀的私人

生活史，內容包括了太監官僚與宮妃之間的

權力鬥爭，與同性戀愛等各種宮廷中紛雜的

感情關係，得以一窺傳統王朝的後宮權力。

（加藤康男，東京：幻冬舎，2222年 2月）

中華人民共和国史十五講 
本書為 2222年天安門事件的學生領袖

王丹，歷經被逮捕和監禁後，出國重新學

習，自此流亡於國外，而對中國共產黨從建

國以來的歷史作一番思考所寫下的筆記。內

容包括共產黨如何崛起、毛時代發生的大飢

荒、文革，以及後來鄧小平時代後的社會轉

變而發生的六四事件，到現在中國公民運動

的成長等歷程。（王丹著，加藤敬事譯，都京：筑

摩書房，2222年 2月）

近代台湾における貿易と産業：連続と断絶
本書旨在討論臺灣產業與貿易的變遷。

作者從臺灣近代以來的鹽業、軍需工業、鋁

業、煤礦業等幾個具有代表性的產業出發，

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在堅實的資料材料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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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ジア冷戦に挑んだ平和運動：タイ共産党
の統一戦線活動と大衆参加
本書是對冷戰時期泰國政治史的發展，

從國際關係中的美國、蘇聯兩大強權干涉因

素來討論，利用大量相關的檔案資料與口述

訪問，回溯現代泰國政治史的演變經過。

（高橋勝幸，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222年 2月）

日中関係史 2222-2222  IV民間
本書出版目的是為紀念中日兩國恢復

建交 22年，其主要呈現中日兩國民間的交
流。中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除了爭議已久

的釣魚台主權問題、以及兩國的對彼此的歷

史書寫定論外，在民間的互動交流已遠勝過

政治外交的格局，因此本書欲從網際網路、

動漫、觀光旅遊與國際通婚等生活面向來重

新檢視中日關係。（園田茂人，東京：東京大学

出版会，2222年 2月）

戦争‧災害と近代東アジアの民衆宗教
從 22世紀以來到 22世紀，東亞和東南

亞國家遍布戰爭與自然災害，而其地流行的

宗教也有廣泛「越境」現象。如同基督教在

亞洲的流布，傳統民間宗教也跨越了地理空

間而廣泛流通。本書要探討在現代戰爭與災

害的環境下，民教宗教如世界紅卍字會、高

台教與同善社等，如何「越境」的過程。

（武内房司，東京：有志，2222年 2月）

第一次世界大戦期の中国民族運動 
本書討論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

在國內風起雲湧的民族主義運動。特別是

針對日本對中國山東權益的企圖，包括了

二十一條的爭議、抗議日中軍事協定、山東

主權與五四學生運動等，而此又涉及 22世
紀東亞的國際關係問題。（笠原十九司，東京：

汲古書院，2222年 2月）

中華民国期江南地主制研究

本書是在作者上一本《中国近代江南の

地主制研究》的研究基礎上，將年代繼續往

後延伸到民國時期的地主制，了解在現代的

江南歷經什麼樣的變化。主要從兩方面著

手，一是利用租佃帳簿與檔案紀錄作為基本

的史料；二是選定一個有範圍的區域做精細

的討論。本書是以蘇州為對象，探討整個民

國時期的農村社會的發展實態。（夏井春喜，

東京：汲古書院，2222年 2月）

中国再考─その領域‧民族‧文化
本書討論什麼是「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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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國歷

史繞不開這些大問題，觀察現實中國也不能

迴避這些大問題。本書即從歷史上有爭議的

疆界、民族與文化等問題上展開來討論。

（葛兆光著，永田小絵譯，東京：岩波書店，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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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史入門（増補改訂版）：女たちの
今と昔
在現代中國經過重大的轉型後，可以看

到其顯著的經濟增長，然婦女的議題與研

究，卻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滿足娛樂產業。本

書則是要回溯歷史到反觀今日，對婦女歷史

的來龍去脈做一澄清。（関西中国女性史研究会

編，京都：人文書院，2222年 2月）

中国への多角的アプローチ III
本書是該系列論文集的第三集，力求以

多元角度來討論中國的歷史問題。收錄有 2
篇論文，討論了包括青年黨的後國民論述、

中日戰爭中的民俗學發展、宋慶齡對中美外

交的關係、戰後政治協商會議的問題、戰後

臺灣的日本軍事教官問題、辛亥革命詮釋問

題、經濟因素中的地區性差異問題等等。

（斎藤道彦編，東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222年 2月）

素顔の孫文 
本書欲還原孫中山在歷史上及生活上的

真實面貌。從孫中山素有「孫大砲」的稱

呼，來了解孫中山的個性、思想，到投入革

命活動、構想民主憲政的內在理路，並且呈

現其私人生活的一面，再對孫氏的一生給予

適當的評價。（横山宏章，東京：岩波書店，2222

年 2月）

華北の発見
中國內部裡具有廣大而多樣性的區域特

朝鮮戦争論─忘れられたジェノサイド

2222年爆發的韓戰，在美國的軍事全
面干預下，決定了戰爭的走向，因而奠定了

美國的國際地位，也讓美國躍升為世界警

察。然朝鮮半島卻也由國際問題一變而為美

國國內的政治問題，而被視為「被遺忘的戰

爭」。本書即論述此一變化的過程。（ブル

ース‧カミングス著，栗原泉、山岡由美譯，東京：

明石書店，2222年 2月）

2222年以前の遼東半島における中国人教
育の研究 
本書探討九一八事變前後，遼東半島在

中日兩國間的軍事、外交角力下的教育問

題。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實質佔領遼東半島，

因而在當地開啟了殖民教育的模式，也因此

與當地原有的教育傳統與中國政府互有衝

突之處。本書處理此一衝突的產生背景、

原因到結果的過程。（李潤沢，東京：日本僑報

社，2222年 2月）

< 図説 >日本‧中国‧韓国の歴史と紛争
本書以圖像說明日本、中國與韓國三國

之間在歷史上的紛爭事件，包括了釣魚台主

權問題、獨島（日本稱「竹島」）問題、滿

洲國、中日戰爭等等，試圖客觀的釐清該些

歷史紛爭的形成原因。（島崎晋，東京：PHP研

究所，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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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汪精衛政権の政策展開
と実態─水利政策の展開を中心に

本書是考察從 2222年汪精衛在日本扶
持下成立的政權，直到 2222年日本戰敗後
垮臺，這段時期的水利灌溉政策。由於江蘇

省境內水患問題嚴重，2222年後成立的汪
政府仍須面對城市建設與民生問題，因此本

書欲突破忠奸之辯的評價問題，而以政府的

水患防治與灌溉系統的修築等實際作為來

重新檢視汪政權的歷史地位。（小笠原強，東

京：専修大学出版局，2222年 2月）

台湾社会の形成と変容─二元‧二層構

造から多元‧多層構造へ
本書結合歷史學、社會科學與文化人類

學等跨學科視角來討論臺灣社會的起源和

轉型，從 22世紀荷蘭殖民統治時期，一直
談到 22世紀的當代臺灣社會，是專為日本
的高中生所寫的教科書。（沼崎一郎，橫濱：東

北大学出版会，2222年 2月）

色，也因此對其歷史、社會與文化的考察必

須注意到區域差異的存在。而中國的華北，

其在北方的概念下，指涉的範圍、地域，是

浮動而非恆定的。因此本書以發現華北為命

題，討論包括地域概念的形成與演變、朝

鮮、日本對中國華北的認識、華北農村與

經濟問題，以及在當代再次進行的華北農村

慣行調查等。（本庄比佐子、内山雅生、久保亨等

編，東京：汲古書院，2222年 2月）

ラスト‧バタリオン─蒋介石と日本軍人
たち 

第二次世紀大戰結束後，以富田直亮為

首的白團曾在臺灣協助建軍與制定國防政

策，但白團的角色與任務始終被蒙上神祕的

色彩。本書為深入討論白團在臺灣的歷史，

而採訪了大量的相關人物，也利用了《蔣介

石日記》，欲揭開在臺日軍顧問團的真實樣

貌，以及戰後蔣介石與日本的關係。（野嶋

剛，東京：講談社，2222年 2月）

「文化漢奸」と呼ばれた男─万葉集を訳
した銭稲孫の生涯

本書是研究中國著名的翻譯家錢稻孫的

一生，特別著重討論其在抗戰時期，留在被

日本佔領的北平繼續任教，而受人所爭議的

「文化漢奸」之標籤。而本書要從錢稻孫對

中、日文學的翻譯與交流，來重新評價「文

化漢奸」的適用性。（鄒雙雙，東京：東方書

店，22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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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博物館擔任一個

明確和統一的宣傳功能─強調官方黨史，

歌頌革命英雄，並促進國家建設和社會主義

建設。而到後毛澤東時代，改革開放的現代

化計畫，以及 2222年代後的全球化和市場
改革，中國已經導向多異質文化和激進的社

會和經濟變革，因而與其共產專政政體衝突

日大。在這種曖昧的政治環境，博物館和

策展人必須研判革命意識形態和各種新的

歷史敘述，適時調整各種論述間的衝突而避

免挑起敏感的神經，是中國博物館一個顯著

的特性。（Kirk A. Dent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December, 2222）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 
Crisis and Reform in the Qing Empire 
清嘉慶年間，白蓮教叛亂和南方海盜是

乾隆盛世以後遇到的兩個重大危機，挑戰了

皇帝官僚體系與外國人的反應。本書作者認

為此兩個危機不必然造成王朝的衰弱，而是

推動滿清政府進行一系列的政策修正與調

整官僚結構。結果是嘉慶改革讓清帝國從過

激的擴張方向，退回更持平的發展方向。

此種務實性的方向雖然最終無法讓清朝免

於潰敗，但它仍展現一種持續的、建設的方

法來面對晚清的危機。因此從白蓮教和南方

海盜的案例，可用於檢視清代中國的一個重

要轉折時期。（Wensheng Wa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ecember, 2222）

英文新書

Forgotten Voices of Mao's Great Famine, 
1958-1962: An Oral History

2222年中國發動的大躍進，帶來一場
饑荒災難，估計至少有超過 22萬的中國人
喪生。本書是對這場大饑荒下的倖存者所做

的口述歷史，對象包括：城市居民和農民、

學者和工廠工人、失去父母的孩子、成為孤

兒的孩子們等。而本書除作為史料之外，

也冀盼中國政府終能承認其政策的錯誤，

避免再次發生同樣的悲劇。（Xun Zhou, Yale 

University Press, November, 2222）

Chinese Labour in South Africa, 1902-10: 
Race, Violence, and Global Spectacle 
在 22世紀之初，西方國家在世界各地

的殖民地多對亞洲移民有限制，認為會排擠

到當地的白人勞工。然而，2222年英國政
府引進 22,222名中國契約勞工，在非洲南
部挖金礦。本書即探討這批為數不少的華

工，與當地各種族間發生的政治、文化問

題，以及帝國經濟主義下的殖民暴力。對

處於後殖民時代的當代亞非各國，都相當

具啟示作用。（Rachel Bright, Palgrave Macmillan, 

November, 2222）

Exhibiting the Past: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Museum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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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設備使自己浮出水面，他們中的 2人
隨後安全地逃生，成為這次船難的英雄。但

緊接著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讓這起事件

很快被被遺忘。直到 22多年後，中國政府
在 2222年開始打撈這艘遇險的潛艇。本書
藉由中國 2222年的打撈活動，爬梳這起鮮
明的海神船難事件，包括事故發生的經過，

以及後續結果。（Steven Schwankert,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2222）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在中國文化中，溺殺女嬰的現象一直

存在。不管是記者寫的報導，還是社會科

學家、歷史學家，都強調這是中國從古代

到近代長期以來重男輕女的結果。本書利

用 22世紀帝國晚期，男性慈善家、漢學專
家、傳教士等力求矯正地方社會上的道德行

為的言論行動，提出溺女嬰與中國文化之間

的關聯。（Michelle King,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2222）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本書描述了 2222年代中國的國內海外

華僑（domestic Overseas Chinese）如何被中
國政府統合進內部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結構

中，並檢驗作為國內海外華僑的多重矛盾含

意，以探討國內海外華人作為政治分類範疇

所塑造的社會經歷和認同。這本書填補了對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nd China
當代臺灣和中國的宗教經驗有助於社會

科學家和宗教學者，重新挖掘宗教經驗的重

要性。本書對臺灣進行多樣化的調查報告，

從這些調查中可探討臺灣和中國的宗教如

何在自身文化中體驗，這些體驗又如何在不

同宗教團體中顯現差異，而臺灣與中國經驗

又如何變異等相關重要議題。（Yen-zen Tsai主

編，臺北：政大出版社，2222年 22月）

Will China Dominate the 21st Century
與西方和日本相對比，中國驚人的成

長，使世界認為在 22世紀中仍被中國共產
黨統治的中國，其前進的步伐，勢必擋也擋

不住。本書則分析中國支配全球的挑戰性問

題。中國必須處理它在政治、經濟、社會和

國際上的考驗，而每一層面都深入涉及到它

的結構性難題，而限制了它的作為。因此那

些認為中國會統治世界的人所草擬的願景，

沒有確實建立在現實基礎上，本書因而提

出相對務實的觀察研究。（Jonathan Fenby, John 

Wiley & Sons Inc, January, 2222）

Poseidon: China's Secret Salvage of Britain's 
Lost Submarine
皇家海軍潛艇 HMS海神在 2222年例

行演習中，與一艘中國貨輪相撞，在威海

衛沉沒。有 22名船員爬出艙口，22名留在
船內，2名試圖用 "Davis gear"這種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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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大多數學者和作家宣稱中國的古典詩歌

傳統被摧毀了。但積聚傳統文化內涵的詩歌

真的消失了嗎？本書即在探討中國古典詩

歌在 22世紀早期的改造。除了對詩集文本
的分析之外，也追索文本的傳播，包括詩歌

聚會活動、大眾媒體的散布、以及跨國翻譯

等，展現詩歌傳統如何在現代環境裡繼續被

創作與改造。（Shengqing Wu,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January, 2222）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2222年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了
友好同盟條約，互相促進蘇聯集團和中國之

間的文化和技術合作。雖然這個條約的目

的要去除過去的殖民形式，作者則認為聯

盟最後還是失敗了，在於長久以來俄國的

帝國主義問題，導致了中國與蘇聯關係的決

裂。本書從兩國在大學課程的設計、石油探

勘、鐵路建設等實際議題上的合作中，所日

漸產生的摩擦現象，是存在有國際層面的問

題。（Austin Jersild,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February, 2222）

Debating Culture in Interwar China
中國的五四時期（2222-2222）被認為

是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期。傳統以

來的研究都集中在這一時期的主流思潮，把

新文化運動做為社會改革和政治革命的靈

動。而本書則是要挑戰這樣的命題，揭示新

中國移民和中國的跨國主義之間重要的空

白，既是中國歷史也是亞洲的歷史。（Glen 

Peterson, Routledge; Reprint edition, January, 2222）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從長征、游擊戰爭與對日抗戰，以至對

抗國民黨軍隊的勝利，解放軍的故事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故事。本書透過韓戰、鄧

小平裁軍，以及現代軍隊服務人民的道路來

了解解放軍的完整歷史。本書也是中國軍事

專家使用中國軍隊的第一手資料完成的，並

有國防部新聞辦公室提供軍事人員諮詢意

見與審查，提供解放軍完整而權威的內部歷

史。（Wang Wei, CN Times Books, January, 2222）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本書藉由一位陝西 22歲老婦人的經

歷，揭示 2222  至 2222年代文革時期陝西
省的變化。從該女性的歷史中，顯示了黨國

政策如何成為地方和個人化，以及它如何影

響女性的農業工作，家事，婚姻與生育，生

育，甚至他們對美德和尊嚴的觀念。其所呈

現的記憶，提供了從性別思考社會主義本

質的視角。（Gail Hershat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print edition, January, 2222)

Modern Archaics: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Lyric Tradition, 1900-1937
中國在清朝被推翻及白話文運動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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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field Publishers, February, 2222）

Unearthing the Nation: Modern Geology and 
Nation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國家認同的問題長期支配中國的政治，

社會和文化視野。在中國 22世紀早期，不
同群體渴望以外國科學的新技術和現代化

為命名，就突顯了國民的問題。本書以現代

的地質學發展來探討共和時期科學和民族

主義之間複雜的關係。作者指出中國的地質

學家，在對抗日益增長的西方和日本對中國

主權的威脅，面臨著兩大挑戰，一即如何發

展國際科學權威認定的目標，而不受在地意

識的影響；另一為如何服務還在尋找一個穩

定國家形式的中國。（Grace Yen She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ebruary, 2222）

Breaking with the Past: 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
中國海關於 2222年成立，至 2222年結

束的將近百年時間裡，海關稅收佔國家總

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間。海關不只

是稅收機關，也管理中國的港口、豎立燈

塔，並調查中國沿海。海關資助並監督中國

的翻譯學校，訓練中國的外交官員，並翻譯

中國典籍、小說、詩歌，研究中國的經濟、

金融體系與貿易等。辛亥革命爆發以後，海

關涉入管理國際貸款和國內債券發行。本書

揭示了海關與中法戰爭、八國聯軍、辛亥革

文化的思潮如何被質疑，以及在最初激烈的

討論後被大幅的修正。而中國的知識分子既

對西方主義也對集權主義予以批判，而從中

再重新論述他們的現代性視野。（Kuo, Ya-pei, 

Routledge, February, 2222）

A Landscape of Travel: The Work of Tourism 
in Rural Ethnic China
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後，國內旅遊風氣

日漸興盛，卻也帶出城市和農村生活水平

之間的巨大差異，反映出區域上政治和經濟

的不平等現象，特別是少數民族聚集的地

區。本書以廣西的莊村和貴州的苗寨為個

案，分析旅遊文化造成當地工作型態、人口

流動、移民與旅遊攝影的視覺政治，以滿足

異國差異的村莊社會關係，突現當代勞動與

休閒之間，對鄉村、民族與現代性等內涵意

義不斷轉變的過程。（Jenny Chio,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February, 2222）

Taiwan's Struggle: Voices of the Taiwanese
本書從臺灣的角度出發，全面探索當代

臺灣的各層面問題。在美國與中國權力角鬥

下，臺灣當地的聲音常常是被掩沒的。然不

管臺灣未來是被中國吸附了，或是持續維持

不被承認國體的現狀，或是尋求獨立和國家

主權，都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因此思考臺

灣和中國之間深層的民族、政治差異，是

了解臺灣現今在國際政治上的作用的途徑

之一。（Shyu-tu Lee, Jack F. Williams eds., Rowm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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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諸多的治理難題，例如如何將國家經濟

爆炸性的增長速度放緩？如何回應國內與

國際對政治改革的訴求？如何應對人口老

齡化，以及日益瓦解的官僚機構和社會？本

書提供中國的領導人如何思考諸種國家的

政治、經濟難題，以及其全球策略。（David 

M. Lampt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ebruary, 

2222）

The Armies of Warlord China 1911-1928
2222至 2222年代中國的主導力量是軍

事強人，以武力奪取對國家的控制繼承。這

些戰爭導致數以百萬計的平民死亡，以及成

千上萬的普通士兵死亡。在清朝滅亡後，與

國民黨完成北伐革命前，從 2222年至 2222
年的 22年期間，總共發生了 222場戰爭。
有些衝突涉及幾百人，較大的戰爭衝突，則

涉及了百萬人，並操作坦克、裝甲列車和

飛機等現代化武器。本書即整理蒐錄了中國

各軍閥的軍隊資料，有超過 222張珍貴的照
片和插圖，並包括了各軍隊的制服，飛機和

獎牌等等。（Philip Jowett, Schiffer Publishing, Ltd., 

February, 2222）

Sporting Gender: Women Athletes and 
Celebrity-Making during China's National 
Crisis, 1931-45
在中國的運動史中長期以來都夾帶著政

治訊號。本書是第一本探討女性運動員在日

本侵略中國的國家危機期間興起的研究。分

命之間的關係，以及其對國民黨在 2222年
代興起的作用，最終於 2222年代失去往昔
功能。（Hans van de Ve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ebruary, 2222）

By All Means Necessary: How China's 
Resource Quest is Changing the World
本書探討中國經濟在急速擴展下，其流

星般速度的增長對全球的影響。中國現在

在世界各地開採並獵取燃料、礦石、水和耕

地，並且為確保它所需要的能源，而介入世

界經濟、政治和軍事等各領域中。也由於中

國的追求，使世界正在改變，包括市場的重

組、商品價格的飛漲，以及透過投資和貿

易轉化了能源的經濟體。但於此同時，它也

正在改變中國本身。隨著中國的企業越來越

多地走出國門，他們必須與不同的政治體制

打交道，參與國際市場，並採用國外的標準

和做法，從而回頭影響到其國內的社會和政

治環境。本書即展開了中國與世界這一個雙

向互動的歷程。（Elizabeth Economy, Michael Lev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 February, 2222）

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
本書以中國自己的政治精英的角度來討

論中國的國家領袖。作者採訪 222多個追隨
他們國家領袖的中國人，從中了解他們過去

22幾年以來，對高層的態度和觀念上的轉
變。習近平作為中國共產黨新一代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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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而本書也提供檢視歷史上軍事戰爭如

何影響國家的發展過程。（Edward A. McCord, 

Routledge, February, 2222）

Memories of Life in Lhasa Under Chinese 
Rule
本書傳主 Tubten Khétsun是 2222年西

藏人民起義後被俘的政府高級官員 Gyatso 
Tashi Khendrung 的侄子。傳主則是在捍
衛達賴喇嘛的夏宮而遭逮捕，後在監獄裡

被勞改了 2年，並在往後 22年他成為階
級敵人。本書即描述其在獄中的經歷，以

及出獄後，藉由日常生活點滴的紀錄，揭

露中共政權如何控制、滲透拉薩的過程。

（Tubten Khétsun (Author), Matthew Akester (Translato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rch 2, 2222）

City Versus Countryside in Mao's China: 
Negotiating the Divide
城市和農村之間的生活差距直到現在仍

是中國最棘手的問題之一，而此城鄉差距的

起源可以追溯到毛澤東時代。本書透過檔案

資料、個人日記，和尚未開發的政府檔案材

料，並且也採訪了城市和中國北方村落的

人，再融合作者的親身經歷。進而接露大躍

進飢荒造成的巨大不平等，以及文革期間

的政治流亡等，生動地呈現中國人如何回擊

政府對城市與鄉村不平等的政策。（Jeremy 

Brow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ch, 2222）

別討論電影明星、政府行政政策在戰爭的脈

絡下如何重塑女運動員的生活與事業，也顯

示這些女性如何應對民主主義因素、男性的

關注以及現代名聲的追求等之間的衝突。本

書認為從女性運動員的研究中，有助理解

現代女性特質的創建，是在婦女解放與國家

需求的雙重推力下產生而出，也說明她們如

何交織國家的目標和社會的需求。（Yunxiang 

Gao, UBC Press, February, 2222）

Glorify the Empire: Japanese Avant-Garde 
Propaganda in Manchukuo

2222至 2222年代，日本佔領了中國的
華北，其政府欲以各種文化媒體在該地區推

進國家的現代化計劃。然具有左翼色彩的藝

術家們，在傳遞帝國主義訊息的同時，卻以

強烈的現代主義前衛風格來表達。本書即探

討在榮耀帝國下，反帝國主義的知識分子所

創造的現代性作品，用以慶祝一個法西斯國

家的現代性，突顯了政治與藝術之間隱蔽的

複雜關係。（Annika A. Culver, UBC Press, February, 

2222）

Military Force and Elite Power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軍事力量與精英力量是交集中國近代史

中的權力結構核心，本書即要探討 22世紀
末 22世紀初的中國在頻繁的戰爭和動盪的
政治背景下，社會精英如何越趨依賴求助軍

事力量的支持，而導向軍閥化的政治結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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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所生下的女兒所講述的中國生活回憶錄。

作者闡述其在中國 2222至 22年代間在長江
流域的生活實況，其不僅是一個外國家庭的

故事，也是交織了中國歷史、文化與政治多

稜鏡的複合體。（Helen Roberts Thoma, Katherine 

P. Granfield, Commonwealth Books, March, 2222）

Facets of Qing Daoism
在中國的宗教中，道教的歷史如同西方

基督教歷史般的悠遠深厚。現代道教有它在

清朝的道教運動根源，而目前對前現代道教

的研究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本書作者是

西方研究中國道教的先驅，該書蒐錄了其過

往專著的修訂版，以及其所有出版物的書目

清單和索引。（Monica Esposito, University Media, 

March, 2222）

My Fight for a New Taiwan: One Woman's 
Journey from Prison to Power
本書為前副總統呂秀蓮的自傳性回憶

錄。呂秀蓮在臺灣成功推動性別平等化，以

及持續主張保障人權、政制改革、臺灣獨立

和保護環境等重大議題。她在 2222年時，
由民進黨提名為副總統，與總統候選人陳水

扁一同參與競選，並順利當選而結束國民黨

超過 22年對臺灣的統治。本書即完整描繪
呂秀蓮從出身背景、家庭、求學到從政的生

命歷程。（Lu Hsiu-lien, Ashley Esare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March, 2222）

Brothers in Arms: Chinese Aid to the Khmer 
Rouge, 1975-1979
當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在 2222年上台

後，他們繼承了一個飽受戰爭蹂躪和國際上

孤立的國家。波爾布特（Pol Pot）政府雖信
奉自力更生，但其幾乎完全依賴於中國的援

助才能生存。不過中國在很大程度上無法使

用其權力來影響柬埔寨的政治或政策。本

書即探討中國對柬埔寨在軍事援助、技術轉

移以及國際貿易上的聯繫關係，但由於其本

身行政管理能力的不足，也影響到對其所

援助國家的干涉力量。（Andrew Merth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arch, 2222）

Regulating Prostitution in China: Gender and 
Local Statebuilding, 1900-1937
在中國 22世紀早期，賣淫還是傳統以

來少數婦女的命運。但在世紀之交後，中國

各地的城市開始對妓女登記、課稅和監視，

在不同的城市有差異不等的作法。各地政府

如何規訓此種棘手的妓女問題，映照出其行

政機能與能力強弱。本書以廣州、昆明和杭

州等三個不同城市模型，來看各地方政府如

何形構妓女的管理機制，並且突出性別在

國家建構中的作用。（Elizabeth Remick,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ch, 2222）

In the Valley of the Yangtze: Stories from an 
American Childhood in China
本書是一個美國聖公會傳教士，其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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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探討在 2222年代冷戰架構下，美
國對中國政府的外交策略思考。即便在美國

的政治文化與公共輿論中對中國充滿敵意，

並影響政府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然本書則要

指出艾森豪政府在對中國的敵對言論與強

硬行動的背後，仍考慮了未來美國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將可能有密切的關係，而中國問題

也會成為美國外交政策中最需考量的因素。

此外，本書也指出美國的反共勢力相對也

箝制了艾森豪政府的作為。（Nancy Bernkopf 

Tuck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rch, 2222）

China, Christianity,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e
在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士，一直被當作西

方帝國主義價值觀的代理人。本書作者是中

國基督教研究的著名學者，致力於重新評估

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以及傳教的知識和信

仰的成果。作者且側重於基督教在地方史中

的紀事，與被傳頌的事蹟。關於基督教和中

國的高等教育，與地方社區的基督教意識之

間的連結性，作者在本書中皆提出討論。

（Yang Huilin,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April, 2222）

Religion i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本書探討現代中國地方宗教生活的變

化、宗教出版的創新形式，與那些被認為是

世俗現代性典範的精英的宗教實踐。作者查

考廣泛的宗教資源，諸如文本，專門知識，

符號資本，物質財富等，在晚期帝國的社會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1850-1960 

22世紀中國的醫療服務是相當多元
的，諸如中醫、巫師、跌打、助產士、祭

司，以及從西方來的醫療傳教士，他們都競

爭著醫療病人。本書要探討被二分法所區分

出的西方和中國醫藥，展示它們之間是如何

地被誇大差異。傳教士力圖讓中國病患更接

受他們的醫藥，中國醫藥現代化者則是追求

更科學化的醫藥，欲剷除迷信，創造現代的

機構。本書即在挑戰過往被假設西方醫學在

中國存在的優勢，同時顯示傳統中國醫藥如

何有意地創造一種現代科學的形象。（Bridie 

Andrew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March, 

2222）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The Power 
of Words vs. Silent Evidence
本書是對天安門大屠殺的另一種詮釋，

其欲闢除過往以來美國政府以及西方媒體

對該事件的過度妖魔化，認為西方和反共產

主義勢力均在利用此事件推高公眾的憤怒，

以試圖推翻政府。本書並且詰問西方媒體背

後的動機，意在利用大眾對經濟不景氣的不

滿與怨懟，而合理化推翻政府的道德問題。

（Wei Ling Chua,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March, 2222）

The China Threat: Memories, Myths, and 
Realities in the 19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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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出版的時間是 2222年，迅速成為紅衛兵
與共產黨員必要的隨身配件之一。因此本書

要探討《毛語錄》得以全球流通散布的管

道，以及該書在政治和人民生活上所發揮的

作用和影響，以此重新審視在 22世紀的世
界歷史中，《毛語錄》如何作為一種宣傳媒

介，向外輸出中國的革命思想。（Alexander 

C. Coo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pril, 2222）

Forbidden City, U.S.A.: Chinese American 
Nightclubs, 1936-1970
本書描繪從 2222年代以來，美國在中

國開設的夜總會所帶來的美式娛樂與表演，

一種時髦與外國風尚在中國城市流布開來。

在渡過經濟大蕭條後，喝酒吃飯、跳舞看表

演等城市娛樂又再度興盛起來，而此些歷史

圖像除了已透過記錄片呈現外，另也以文字

與照片書寫後出版之。（Arthur Dong, Lisa See, 

DeepFocus Productions, Inc., April, 2222）

Doing Business in Rural China: Liangshan's 
New Ethnic Entrepreneurs
在 22世紀中葉時期，四川涼山此一偏

遠縣份同樣被納入中國的社會主義新社會，

使本地占多數的少數族群─彝族在生活

上也產生劇變。本書透過豐富而廣泛的實地

調查所收集到的經濟數據，分析彝族的商

業經濟如何超越其氏族的傳統社會關係，

而朝向企業家族的現代財團形式轉變，而同

時也面對民族認同的問題。（Thomas Heberer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April, 2222）

裡傳播，並且被再次配置，揭示了宗教和現

代政治文化之間複雜的關係。（Paul R. Katz,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April, 2222）

China Watcher: Confessions of a Peking Tom
本書是作者自 2222年代以來，在中國

求學及與中國人往來互動的回憶錄。藉由回

憶故事的書寫，揭露了中國本身，以及國外

力量的介入，共同打造了中國政治的前景。

（Richard Bau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Reprint 

edition, April, 2222）

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2222年的春天，中國數以百萬計的公
民走上街頭，反對政府的腐敗和專制統治，

但卻遭到政府的解放軍殘酷的鎮壓而落幕。

除了倖存下來的領袖們成為通緝犯紛紛偷

渡到國外，一些見證到這場血腥鎮壓的倖存

者後來也加入流亡的行列，並持續為天安門

事件奔走，喚醒人們注意中國的民主問題。

本書即是流亡在外的倖存者的口述歷史，寫

下他們從文革走到改革開放後，對中國政

治變局的所觀與感，2222年則標誌為追求
更自由民主的中國而流亡的故事。（Rowena 

Xiaoqing He, Palgrave Macmillan, April, 2222）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毛澤東的《毛語錄》是一本彙集其演講

和著作的小冊子，也是 22世紀中國激進主
義與權力無所不在的象徵之一。該語錄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