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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 戰爭史、政府公報、時事報刊 -書目71 種 

     

一)  戰爭史: 1-4: 開國/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剿「匪」戰史四種;   

二)  政府公報: 5-17 十三種;    三) 時事報刊:18-71 五十四種 
 

 

1 開國戰史(辛亥革命戰史)  4711871530010 『國防部史政局』編纂 4 冊 台幣 10,880 
   道光二十年(1840)中英鴉片戰爭失敗後, 辱訂南京條約, 首啟不平等條約之端,     

  帝制之專制與外侮之刺激, 迸發太平天國之義舉, 復有英法聯軍之役, 攻入北京,    

  迫訂城下之盟, 光緒二十年(1894), 中日之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割地喪權, 八國聯軍 

之役慘敗簽訂辛丑合約, 中國淪為次殖民地, 有志青年紛紛群趨革命陣營, 海內外
革命力量相互結合,孫中山先生乃以興中會為中心, 擴大組織成立同盟會, 自此革
命風潮一日千里, 遍地同聲普天響應, 孫先生領導十次義舉再接再厲, 終至辛亥武
昌首役, 一舉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 

   清朝既覆,民國肇興建設方始, 然民初袁世凱挾北洋軍閥自重,倒行逆施毀棄約
法, 解散國會稱帝, 乃有二次革命討袁成功, 民國幸告不綴, 洪憲帝制雖告廢止, 

反革命思想繼承專制遺毒, 方興未艾, 重者有: 1917 年張勳復辟, 馮國樟徐世昌及
段祺瑞之毀法,曹錕賄選等, 軍閥割據民不聊生, 1922 年孫中山為貫徹護法主張, 率
師弭平陳炯明之亂, 組織大本營於廣州為北伐及一統全國之策源地. 開國歷程至
為艱辛, 將其全盤戰史分述成書, 垂範於後世足供千秋之景仰。各篇要旨如下: 前
清末葉情勢、國民革命運動興起, 十次起義經過及武昌首義、各省光復及中華民國
創立、二次革命與討袁之役、護法與北伐之準備… 附錄及戰史圖兩百有餘,極具史
料價值… 

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民主共和國肇造,軍閥割據稱雄,歷經袁世凱稱

帝、清廷復辟之變,乃至軍政府成立,以迄北伐,一統中國,繼以抗日之役引

發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歷經亙古未有的大變,期間階段性戰史有:開國/辛亥

革命(1911-)、北伐(1926-)、抗日(1937-)、剿「匪」(1930-)戰史等四種。  

政府公報之發行: 清末之  政治官報/內閣官報(1907-1911);北洋政府之

國民政府公報(1912-1928), 臨時公報(1911-12); 臨時政府公報(1912); 護
國軍紀事(1916); 軍政府公報(1917-1918);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1922 

- 1925);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1925-1948);總統府公報(收錄 1948-2020

年), 對歷史文獻之提供與研究,當為學界所借重,圖書館及治史者所必備。另

附此時期相關時事報刊:清議報、皇帝魂、自立報、中華新報等,總共 71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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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伐戰史 4711871495821『國防部史政局』編纂               5 冊  台幣 22,400 

     記述國民革命軍北伐作戰之史實, 起於 1924 年止於 1928 年全國統一, 以記事   

   為經編年為緯, 對每一會戰之敘述, 按當時軍事態勢、部署及作戰經過,得失情況 

   作歸納與評述, 期間對黃埔官校建軍、第一、二次東征、出師北伐之決策、攻克 

   兩湖、底定江浙、容共與清黨、寧漢分裂、渡江北伐與濟南事變、東北異幟、 

   一統全國等, 均詳為記述, 編末附陣亡將士墓表. 各章節及戰役有套色攻守圖表 

   及照片插圖, 更便利閱讀與研究。 

3 中日戰爭史略 4711871530027『國防部史政局』編纂             4 冊      12,800 

    1931 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侵佔中國東北，扶持成立傀儡滿洲國，此後
陸續在華北、上海等地挑起戰爭衝突。1937 年 7 月更發動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
全面爆發。1941 年日本復發動太平洋戰爭，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並與美、英、
蘇等結成同盟國，對抗日本等軸心國。1945 年美軍攻入日本本土、日本戰敗向同
盟國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代表同盟國接受日本降書，贏得抗日戰爭之最終勝利。 

    本書記錄了兩國戰爭起因、經過及軍事攻防套色攻守圖五十餘幅, 對戰時政
治機構政略運用, 經濟建設方案及資源開發, 財金措施之概要、戰時教育與文化
作戰之推動, 敘述甚詳. 其軍事作戰以一二八淞滬之戰起, 平津之戰、平綏、平漢
鐵路沿線戰役, 太原、徐州、武漢等會戰, 後有南昌、桂南、棗宜、豫南、上高、
晉南等中期主要戰事, 及續後之滇緬區、浙贛、鄂西、常德、長衡、湘西等會戰,

空軍、海軍戰役等, 對中美外交及軍事之合作記錄甚詳以訖勝利、受降及復員。
為記錄詳實之抗日戰史。 

4 剿「匪」戰史 (國共戰史) 4711871530034『國防部史政局』編 中華大典編印會出

版  6 冊 25,600 

   1927 年北伐期間，國民黨宣佈清黨, 國共兩黨寧漢分裂，展開了國民黨國民革命 

   軍與共產黨人民解放軍長期之『圍剿與解放戰爭』 (雙方互以匪及幫貶稱對方) ， 

    1936 年西安事變後，國共雙方在日本侵略中國期間達成合作抗日協議，停止內戰,  

   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全面開戰。經過遼瀋、徐蚌、平津等諸多戰役後，國民黨 

   軍被擊敗，共產黨 1949 在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整個中國大陸。國民黨 

   國民政府於 1949 年 12 月被逐至臺灣迄今。所發生戰役, 套色攻防戰圖附于各章 

   節中,可詳盡解讀。   

 

  ◎   政府公報類   ◎    

5 政治官報附內閣官報  4711871530041    清光緒 33 年 -宣統 3 年(1907-1911)   

54 冊  58,880 

光緒三十三年(1907 年)七月，清政府成立憲政編查館，辦理有關憲政編制法規要

政等事項, 發行「政治官報」，為清政府的官方公報, 舉凡上諭、章奏、法制、章

程、條約、駐外使領報告、及緊要新聞，均予分類選錄刊載，採日報形式。宣統

三年(1911 年)8 月，廢除軍機處成立內閣時，改名為《內閣官報》，於 1912 年停刊。 

6 國民政府公報(北洋政府) 4711871530058 民國 1-17 年(1912-1928) 294 冊   547,200 

武昌起義革命成功, 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 為促使滿清順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5%86%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4%B8%80%E5%85%AB%E4%BA%8B%E8%AE%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6%9D%B1%E5%8C%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B%BF%E6%B4%B2%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F%AF%E5%8C%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7%A5%E6%88%98%E4%BA%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7%A5%E6%88%98%E4%BA%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6%B4%8B%E6%88%98%E4%BA%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8%81%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7%9B%9F%E5%9C%8B_(%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D%B4%E5%BF%83%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6%9C%AC%E5%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0%E6%9D%A1%E4%BB%B6%E6%8A%95%E9%99%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9%9D%A9%E5%91%BD%E8%BB%8D%E5%8C%97%E4%BC%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5%85%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5%B1%E4%BA%A7%E5%85%9A%E9%9D%A9%E5%91%BD%E6%A0%B9%E6%8D%AE%E5%9C%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8%8B%8F%E5%8C%BA%E7%AC%AC%E4%BA%94%E6%AC%A1%E5%8F%8D%E5%9B%B4%E5%89%BF%E6%88%98%E4%BA%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BD%E6%B2%88%E6%88%98%E5%BD%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B4%A5%E6%88%98%E5%BD%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9%E7%B7%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3%E7%B5%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3%E7%B5%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B%8D%E6%A9%9F%E8%99%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A%87%E6%97%8F%E5%86%85%E9%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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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退位, 讓位與袁世凱, 袁氏擔任總統後, 定都於北京, 廢民國篡改國體稱帝, 擬

竊取革命果實, 國人反對發動護國戰爭迫使袁取消帝制後，北京政府分裂為三個主

要割據勢力，直系(吳佩浮)、皖系(段祺瑞)、奉系(張作霖)。而此時期，孫中山在

廣東成立新的國民政府，創辦黃埔軍校, 組建國民政府軍事力量, 通過北伐弭平

了北洋政府的三個勢力，張作霖易幟中國一統。北洋政府於 1912 年 5 月 1 日發行

政府公報，直至 1928 年 6 月 13 日北伐一統中國, 為國民政府公報所替代, 歷任總

統及主要執政為: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顧維鈞、張作霖等。 

7 臨時公報 4711871530065 北京共和政府發行 1911-12                1 冊   800 

  發行期間：自 1911 年 12 月 26 日至 1912 年 04 月 26 日;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
命成功, 清帝於 1912 年 2 月退位, 袁世凱組織北京臨時政府時所刊行, 以迄袁世
凱就任臨時大總統發行「政府公報」止。發行地點：北京。刊載通告、報告、佈
告、照會、電報、來函、傳單、命令、規約、廣告、批呈、公呈、公函、公啟、
公約、呈文、證明、規則等類。 

8 臨時政府公報 1-58 號 4711871530072 

南京 1912 年1 月29 日～1912 年4 月5 日   3 冊  2,560 

南京臨時政府系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政府, 1911 年 11 月初,在南京推舉孫中
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黎元洪為副總統, 成立臨時參議院, 並於 1月29日在
南京發行臨時政府公報, 門類: 諮文(大總統諮參議院文、各部諮各省都督文等) 
令示: (宣言書、教令、部令、指示、訓令、各官署告示等) 法制(修正臨時政府
組織大綱、法律、官制及辦事規則、各局所章程等) 紀事、電報。  

9 洪憲公報 政事堂印鑄局刊行   4711871530089                   8 冊  7,940 

袁世凱稱帝，推翻共和，復辟帝制，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並下令廢除民國

紀元，改民國 5 年（1916 年）為“洪憲元年”，史稱“洪憲帝制”。期間發行洪憲

公報。 

10 護國軍紀事  上海 1916     4711871530096                    4 冊  4,480 
     民國肇造, 袁世凱於 1912 年就任臨時大總統後, 違背臨時約法, 主使暗殺宋
教仁, 罷免不滿其政策的都督, 革命黨遂起而討袁, 是為『二次革命』；革命失敗, 
袁氏改號洪憲元年, 竊國稱帝, 導致西南民軍聲討, 雲南都督蔡鍔為護國第一軍
總司令, 前江西都督李烈鈞為第二軍總司令與唐繼堯等組成國軍合力討袁, 袁氏
部屬段祺瑞、馮國璋等先後疏離袁, 袁見眾叛親離, 乃與護國軍妥協, 宣佈取消
帝制, 仍欲保留總統職銜,不被接納,憂憤發病而死, 護國之役遂告結束。此紀事詳
述其始末。 

11 軍政府公報 1-79 號 4711871530102 

南京 1917 年 9 月 17 日至 1918 年 5 月 14 日 1 冊 台幣 1,920 

        民國初年有國會解散、清廷復辟之變；段祺瑞、張勳同惡相傾, 大總統亦被
廢, 國統中斷, 國會非常會議議長吳景溓等召開非常會議于廣州, 民國六年八月
三十日成立了廣州軍政府, 選舉前臨時大總統孫文為海陸軍大元帥, 此公報自孫
大元帥 1917 年 9 月 1 日就職由公報處發行.次年 05 月 10 日, 廣州軍政府改組, 孫
中山辭海陸軍大元帥職, 軍政府公報停刊, 主要內容有: 法規、特別公牘、命令、

http://www.baidu.com/s?wd=%E6%8A%A4%E5%9B%BD%E6%88%98%E4%BA%89&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5%AD%99%E4%B8%AD%E5%B1%B1&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5%BE%90%E4%B8%96%E6%98%8C&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6%AE%B5%E7%A5%BA%E7%91%9E&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9%A1%BE%E7%BB%B4%E9%92%A7&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5%BC%A0%E4%BD%9C%E9%9C%96&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baike.baidu.com/view/84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7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95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1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45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5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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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告、公函、批示、諮文、公電、啟事等。  

12 參議院公報  民國七年 (1918)  4711871530119                 三冊  4,000 

        1911 年 12 月 10 日，辛亥革命軍宣佈 17 個省代表于南京召開各省都督
府代表聯合會會議，商討組建臨時中央政府事宜。聯合會推選孫文為臨時大總
統，並改國號為中華民國，1912 年為中華民國元年。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後，
各省督府代表聯合會代行參議院職權，改選議長並正式通過〈中華民國臨時政
府組織大綱〉。臨時參議院於南京 正式開幕，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自行解散。 

臨時參議院通過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4 月 2 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
至北京，4 月 4 日議決該院遷至北京此為第一次臨時參議院時期. 

第二次是在粉碎張勳復辟之後，到第二屆國會（安福國會）成立之前。該臨時
參議院於民國六年（1917 年）11 月 10 日成立。選王揖唐任議長，1918 年 8 月
12 日，即第一屆國會（民元國會）期滿日，臨時參議院解散。本公報系第二屆
之參議會時期所發行之公報, 時間為民國七年。 

13 外交公報 民國 10-17 年 (1921-1928) 4711871530126               40 冊 67,200 
民國十年七月於北京創刊，每月刊行。收錄有關我國外交工作之法規、行政命
令、公函、文書、以及對外貿易、海外華人活動、簽訂之條約等資料，並包含
國際外交與政治事務之報告與譯文。民國十七年五月更名為「外交部公報」。
另出版有一至四十二期﹙十年七月至十三年十二月﹚總目錄。 

14 交通官報  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編 4711871530133           8冊 12,160 
宣統 1-2 年(1909-1910)共發行 30 期 

15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4711871530140 

廣州 1922年1月30日-1925年6月30日12冊 19,200 

        1921 年 05 月 04 日軍政府撤銷後, 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 並以大元帥名義 

在桂林設大本營, 準備北伐。1922 年 01 月 30 日開始發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 

公報。要目: 宣言、法規、大元帥令、訓令、指令、公文、公電、佈告、批示等。 

16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4711871496668 國民政府文官處出版  1925-48     222 冊  

312,00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9B%E4%BA%A5%E9%9D%A9%E5%91%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7%9C%81%E9%83%BD%E7%9D%A3%E5%BA%9C%E4%BB%A3%E8%A1%A8%E8%81%94%E5%90%88%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7%9C%81%E9%83%BD%E7%9D%A3%E5%BA%9C%E4%BB%A3%E8%A1%A8%E8%81%94%E5%90%88%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99%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99%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7%9C%81%E9%83%BD%E7%9D%A3%E5%BA%9C%E4%BB%A3%E8%A1%A8%E8%81%94%E5%90%88%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6%B0%91%E5%9B%BD%E4%B8%B4%E6%97%B6%E6%94%BF%E5%BA%9C%E7%BB%84%E7%BB%87%E5%A4%A7%E7%BA%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6%B0%91%E5%9B%BD%E4%B8%B4%E6%97%B6%E6%94%BF%E5%BA%9C%E7%BB%84%E7%BB%87%E5%A4%A7%E7%BA%B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7%E4%BA%AC%E5%8A%9D%E4%B8%9A%E5%9C%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7%9C%81%E9%83%BD%E7%9D%A3%E5%BA%9C%E4%BB%A3%E8%A1%A8%E8%81%94%E5%90%88%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E4%B8%B4%E6%97%B6%E5%8F%82%E8%AE%AE%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6%B0%91%E5%9B%BD%E4%B8%B4%E6%97%B6%E7%BA%A6%E6%B3%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A0%E5%8B%8B%E5%A4%8D%E8%BE%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7%A6%8F%E5%9C%8B%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8F%96%E5%94%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5%85%83%E5%9B%BD%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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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 7 月 1

日 , 陸海軍大

元帥大本營改

制為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公

報」乃繼「陸

海軍大元帥大

本營公報」之

後發行, 「國民

政府公報」自

一九二五年七

月一日發行 , 

每 週 出 版 兩

次。 

1927 年 5 月國

民政府定都南

京,其後遷至洛

陽、重慶等。

「國民政府公報」內容包括宣言、訓詞、政府命令、處令，院令、部令、訓令、指令、

委任令、法規、公函、通告、代電、等項，為研究當代政冶、外交、法制、軍事及文教

史不可或缺之資料。1948 年 5 月 20 日行憲開始, 國民政府公報，繼為「總統府公報」 

 

17-1 總統府公報初編(1948-1980);  4711871496651      150 冊 vols. 268,800 

總統府公報室編輯 收錄自民國 37 - 69 年     

17-2 總統府公報續編(1981-2020);  4711871531093      373 冊 vols. 726,000 

總統府二、三局編 收錄自民國 70 - 109 年  

1947 年國民政府結束訓政時期, 頒行憲令, 經普選產生國民大會, 依 

據憲法於 1948 年 5 月 20 日 「總統府」在南京成立, 即日出版「總統府公報」, 

後續在臺北印行,   總統有下列之職權: 1)依法公佈法律，發佈命令。2)依法

行使締結條約及宜戰購和之權。 3)宣佈戒嚴及解嚴。 4)行使大赦、特赦、

減刑及複權之權。5)任免文武官員。6)授與榮典。7)發佈緊急命令。依此職權，

總統實為法律、命令、締約、任免官員之發佈任免者，乃政府之最高權力機

構，一切最高決策及所有法令、規章、人事，皆出「總統府公報」，即記載此

類法令、規章、人事及一切出自總統府之檔。按「總統府公報」之體例，有

下列各項: 

1) 總統令: 包括指令、訓令、代帚、函等，某中法令之公佈、規章之制定、 

人事之任免，皆依原件轉錄。 

2) 院令: 五院所有公告、議決、判令，椅載於其中，乃中央政府五院所發佈 

檔之總錄。 

3) 部令: 行政院所屬各部會之署令，及其它四院所屬各部之函電，皆錄於其中。 

4) 專載: 登錄有關中央及地方政府之組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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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載: 登錄國民大會及其它有關機關之諮文、函牘等。 

6) 公告: 行政法院判決、公務員懲戒議決書等。 

7) 法令解釋。   

8) 某他: 如聘書、聲明、宣言、公告等。 

按其體例，則「總統府公報」之內容，包括政洽、經濟、財政、法肆、 

軍事之文獻，不僅所有最高之決策、法令、人事，記載靡遺，即如國籍之取 

得．歸化與註銷，公務員之獎、懲與通緝，稅率表，社團之組織，行政法院 

判決書，更改姓名，著作物版權之登記、禁書之發佈，…等，無不具載。據 

此，則「總統府公報」實為一切文獻之淵數，乃當代史之原始資料也。初編

於 1981 重印編為精裝一五Ο冊發行多年，1981-2020 年公報於 2021 年 4 月

完成重印為 373 冊(16 開大本)，並新編〈條目分類及筆劃索引〉，以供國內

外各圖書館暨國內各行政機構典藏參考之需。「總統府公報」為在臺灣七十

餘年最重要之文獻記錄。 

 

 

 

 

 

 

 

 
 
 
 
 
 

相關時事報刊 54 種 

清末太平天國拳亂, 釀成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議和賠款, 清廷威信掃地, 國勢危殆, 
孫中山先生革命風潮自此萌芽, 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 相繼辦理刊物, 鼓吹革命, 
最早有中國旬報, 是陳少白在庚子事件前一年所創辦, 開革命風氣之先, 東京留學界
結合內地學界附和, 各省風潮從此漸作, 東京之劉承禺、張漙泉等發起國民報 鼓吹
革命, 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附合, 十九、二十世紀交接頃,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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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刊物有國民報、浙江潮、警世鐘等, 在上海有革命軍、黃帝魂、俄事警聞、警鐘日
報等陸續擁出, 奠下辛亥革命成功之基, 民國肇造, 各地軍閥割據稱雄, 引發內戰與
北伐統一之役, 繼有抗日戰爭之史實, 這段時期是中國面臨亙古未有的大變, 對歷史
之文獻之提供與研究, 此編當為學界所借重, 圖書館及治史者所必備矣。 

 

編號 報  刊  名 出版地 創刊時間 冊數     台幣  頁次 

18 蘇報 胡璋、陳范、章士釗等創辦 上海 1896 光緒 22 年 1        800 7 

19 蘇報案紀事 上海   1896 1        480 7 

20 時務報 梁啟超、康有為主持 上海 1896-98 8 11,940 7 

21 清議報 梁啟超編     日本橫濱 1898 光緒 24 年 12    23,360 8 

22 群報擷華  清議報社編 日本橫濱 1898  1        480 8 

23 中國旬報 21-22; 25-37 期 陳少白主編, 香港 1900 光緒 26 年 1        900 8 

24 國民報彙編 1-4 期 東京 1901   1        480 8 

25 遊學譯編 1-12 期 陳天華、楊守仁等創刊 東京    1902 3     2,560 8 

26 浙江潮 1-10 期 孫翼中、蔣方震等創刊 東京   1903 光緒 29 年 5      4,160 8 

27 湖北學生界 / 漢聲  1-6 期 劉成禺等 東京 1903 2      2,880 9 

28 江蘇 1-12 期  秦毓鎏、黃宗仰創辦 東京  1903 6     4,480 9 

29 黃帝魂 黃藻編 上海 1903 1        720 9 

30 俄事警聞  1-73 號 蔡元培、葉瀚等編 上海  1903 1        800 9 

31 警鐘日報  1-338 號 蔡元培等編 上海  1904 光緒 30 年 5      4,480 9 

32 中國日報 1201-2371 號; 陳少白、馮自由等創辦 香港  1904                    4 6,720 9 

33 訄書 章炳麟撰 上海 1904 1        800 10 

34 國民日日報彙編 1-4 集  章士釗、陳由已等編 上海   1904 2     1,760 10 

35 二十世紀之支那 田桐、宋教仁等編 東京  1905 1        800 

三種合

裝一冊 

10 

36 洞庭波 章太炎、張家鼎、楊守仁等創辦 上海  1906 

37 漢幟  章炳麟、陳家鼎、景定成等創辦, 東京 1907 

38 民報 1-27 期  張繼、章炳麟、田桐、宋教仁等編 東京 1905 8      7,200 10 

39 雲南 1-23 期 吳琨、張窗西等編 東京  1906 1       800 10 

40 江浙鐵路風潮 1-2 冊 上海  1907 光緒 33 年 1        960 11 

41 民呼日報 1-92 號 于右任、範光啟等編 上海 1909 宣統 1 年 2        3,360 11 

42 民籲日報 1-48 上海  1909 1      1,920 11 

43 民立報 于右任,宋教仁等編 1-33 冊 1-8270 號 上海  1910 33       60,800 11 

44 新譯英國政府刊佈中國革命籃皮書陳國權譯  1912 民國 1 年   1        800 11 

45 民國彙報  上海 1913民國2年 1       1,440 11 

46 中華新報 465 至 796 號 張季鸞創辦 上海  1917民國6年 9    13,120 12 

47 中國革命實地見聞錄 池亨吉 上海  1928 民國 17 年 1       720 12 

48 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 王光祈譯 上海  1929 1        960 12 

49 太平雜誌 月刊 1-3 期 發起人: 田桐、張繼等 上海 1929 1        800 12 

50 東北叢刊 遼寧省教育廳 1-19 號 遼寧 1930 民國 19 年 10     25,600 12 

51 東北集刊 國立東北大學 1941-1942 1-4 號 三台 1941 民國 30 年 2     3,84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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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 1-4 號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南京  1932 民國 21 年 4      7,230 12 

53 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 5-8 號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南京、
昆明 

1937 民國 26 年 4      8,060 12 

54 邊事研究 第 1-4 卷邊事研究會 南京 1934 民國 23 年 9     20,480 12 

55 邊疆事情 第 1-4 卷邊疆事情社 南京  1935 1      2,690 12 

56 開發西北 第 1-4 號開發西北協會編印 南京 1934 8     18,240 12 

57 西北問題論叢  2-3 輯; 蘭州 1942 民國 31 年 1     1,920 12 

58 西南邊疆 第 1-18 號 昆明、成都 1938 民國 27 年 4       9,220 13 

59 制言半月刊 第 1-47 號 蘇州   1935 民國 24 年 14   33,920 13 

60 十年來之中國經濟建設 南京  1937 1        1,920 13 

61 戰時教育方針 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印 陳立夫著 南京 1938   1      800 13 

62 中國農民銀行四川省經濟調查報告 1-7

喬啟明等主持，應廉耕等編輯 
重慶 1941 1     1,920 13 

63 戰時交通 王沿津編著 重慶 1943 民國 32 年 1        800 13 

64 長沙會戰紀實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編篡組編印 長沙 1940 1        960 13 

65 抗戰建國六周年紀念叢刊中央執委會編篡 重慶 1943  1        1,440 13 

66 戰時中國報業  程其恒編著 馬星野校訂 銘真出版社 1944 民國 33 年 1        800 13 

67 海軍抗戰事蹟  海軍總司令部編譯處編輯 重慶 1944 1        1,280 13 

68 抗戰以來婦女問題言論集  陳庭珍編輯 重慶 1945 1        1,440 14 

69 南洋學報 1-20 期 新加坡  南洋學會 新加坡 1940 民國 29 年 10   24,320 14 

70 五十年來的世界 潘公展 重慶 1945 1        960 14 

71 第一屆立法委員名鑒 南京臺北 1948 及續增補 1       1,280 14 

相關時事報刊 18-71 號 54 種簡介: 

18 蘇報  胡璋、陳范、章士釗等創辦  上海  1896              1 冊  台幣 800 
      蘇報為胡璋先生(鐵梅)光緒二十三年創刊於上海, 在駐滬日本總領事館註冊, 

憤官場之腐敗,主張始屬保皇后變為革命, 延吳稚暉等為主筆, 與章炳麟、蔡元培
等所組織, 為革命運動之指導者, 其同志有徐錫麟、馬忠漢、陳伯平、秋瑾等實
行家, 借蘇報鼓吹革命, 又有鄒容組愛國學社, 發行革命軍一書, 章為之序, 蘇報
亦為文張之, 說明此書內容, 清廷大怒, 立將蘇報嚴行封閉, 並逮捕相關人等…      

19 蘇報案紀事 上海   1896                                 1 冊      480 
       亦名癸卯大獄記, 即蘇報被禁, 陷相關人等之文字獄, 內容有: 康有為:哀哉無

國之民；燕人: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讀革命軍、介紹革命軍, 讀嚴拿留學生密
諭有憤, 滿州員警學生之歷史、釋仇滿、嗚呼保皇黨、虛無党、賀愛國學社之獨
立、敬告國民議政會諸君、革命駁議,, 論仇滿生等紀事.. 

20 時務報,  1896-98 梁啟超 康有為主持                       8 冊    11,940 
       清光緒 22 年(1896)創刊於上海，晚清維新運動中影響較大的報刊, 主編梁啟

超提出了「喉舌論」，影響極大。由於張之洞的阻撓，命汪康年兼主筆職務，梁
啟超憤然離職由康有為主持出版業務。1898 年 7 月底，光緒帝詔命改為官報，汪
康年拒不遵命, 8 月 8 日停刊，共出 69 期。 

        時務報為維新派人士推行變法新政的主要陣,藉此與維新變法人士進行聯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8A%E6%88%8C%E5%8F%98%E6%B3%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B7%E6%9C%89%E4%B8%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9%E7%BB%AA%E5%B8%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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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並設置許多學會團體, 衝擊了清王朝不允許政治結社和集會的傳統，使得維
新宣傳由文字走向了實踐階段, 時務報開闢了面向世界的視窗, 其中「域外報譯」
以英文、日文、法文、俄文等 92 種外文報刊，出版譯稿 1706 篇，關於科學知識
145 篇, 被稱為「新知新學萬花筒」。時務報第一次詳細介紹諾貝爾和諾貝爾獎。
這些文章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介紹給中國的有識之士，為中國科技的發展貢獻
了自己的力量。 

21 清議報 4711871497405 梁啟超編, 出版地:日本橫濱 清光緒24-27年1898-1901 12冊  23,360     

 光緒廿四年戊戌政變失敗後, 維新派人土梁啟超等東走日本, 在橫濱創辦清議
報(The China Discussion), 為改革運動喉舌。清議報創始於光緒廿四年十一月十一
日(1898), 終於光緒廿七年十一月十一日(1901), 為時三整年, 刊期一百。消議報側
重宣導民權、介紹西方學說、揭發宮廷穢秘, 其主旨則在廣民智、振民氣, 有自
強運動, 繼之以維新運動。 

22 群報擷華 1927 清議報社編 1898-1901                         1 冊   480 
      摘錄全國及國外出版發行之報紙含: 選報、上海新聞報、上海中外日報、上海

蘇報、各國變法功效法、上海普通學報、上海商務日報、上海時務報、 天津日
日新聞、北京強學報、膠州報、湘報、汕頭嶺東日報、香港中國日報、香港中國
旬報、香港迴圈報、澳門知新報、桂林廣仁報、新加坡天南新報、叻報、三藩市
文興日報、 檀香山新中國報、橫濱開智錄: 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二十世紀世界之前
途. 有關革新救國之論,。 

23 中國旬報 21-22; 25-37 期, 陳少白主編, 出版地:香港, 清光緒 26 年(1900) 1 冊   900 
       主要內容為: 國是、鼓吹錄、清國官文、邦交、各國時勢、紀亂、南/北省大

事記等, 議論所涉廣泛, 相關國家大事拾零、廣東惠州亂記事、聯軍赴粵、聯軍
駐華計數、法擴津界、俄占鐵路中俄交涉、中俄有約、東三省失守始末、軍事叢
談、罷市余聞、章程照錄、浙亂又啟、記湖北武備學生事、福建保護條約、汕頭
交涉、議和情形等, 對內政措施諸多評議, 國際列強外交弱勢因應之方, 讓讀者瞭
解國內外大事, 清廷施政之無能, 針砭時政以圖救國。    

24 國民報彙編 1-4 期 東京 1901 清光緒 27 年                     1 冊  480 
      本報始創于辛醜(1901 年), 稱:長獅一吼百獸震恐, 蓋吾國開幕民族主義之第一

出, 至此始交排場, 播革命之種子, 光焰萬丈開作璀璨自由之花, 如祥雲之布護我
同胞之精神, 賴以招蘇我同胞靈魂, 為之震盪…爰匯為此編, 其內容為:社說-說國
民、亡國篇、時論: 二十世紀之中國; 滅亡論; 外論: 論清國財政, 對清策. 譯編: 
美國獨立檄文、歐洲近代哲學、革命新論 …叢談: 民權、天賦權與強權之說, 俄
國政體, 孟德斯鳩之論支那, 東方病人, 自由之民… 

25 遊學譯編  1-12 期 陳天華、楊守仁等創刊   東京   1902-03       3 冊 2,560 
此編為湖南留日學生陳天華、楊守仁等於光緒 28 年 10 月(1902), 創刊于東京, 

編者群將所見所學有關日本，俄羅斯及歐美等國之政治、經濟、外交，財政、教
育、軍事、科技、歷史、地理、傳記、哲學等有利國家圖強、改善人民生計之論
述、學說，陸續譯以供國人讀之, 期能 
喚起國民精神之進化，以求民族之發，甚幸也。  

26 浙江潮 1-10 期 孫翼中、蔣方震等創刊  東京  1903             5 冊 4,160 
       此月刊為在日本留學生組織「浙江同鄉會」師生所創辦, 以亡國之痛匹夫有

責, 忍將冷眼睹亡國於生前, 以日日激刺于吾國民之腦, 以發其雄心, 以養其氣魄
奔入於世界, 西望故鄉, 願青年之壯志如浙江潮以自警; 並著眼全體國民有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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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立言, 其門類有:社說、論說、學術(政法、實業與經濟、哲理、教育、軍事、
歷史地理、科學、文學) 世界大勢、國際政局、極東經營) 叢談、記事(中國近事、
各國近事)  要皆切實可為我用、增長智識激發志氣為宗旨。   

27 湖北學生界 / 漢聲  1-6 期 劉成禺等  東京 1903             2 冊  2,880 
以輸入東西之學說, 喚起國民之精神為宗旨, 由湖北留學日本同人創辦, 名之湖北學生界,

初以就學所在及擇門分任選譯, 後增見聞及專業論述其要目如下: 論說、學說、政法、教育、經

濟、實業(農學、工學、商學) 理科、醫學、史學、地理、小說、詞藪(楚風集、楚言集) 雜俎、 

時評、外事、國聞、留學紀錄、湖北調查部紀事。至第五期後改以漢聲之名出版發行至八期。  

28 江蘇 1-12 期  秦毓鎏、黃宗仰創辦 東京 1903-06              6 冊   4,480 
       以大聲呼曰我愛支那者，我支那無所有, 所有者唯腐敗, 而腐敗者我江蘇之

特色, 而談腐敗者又我江蘇雜誌之特任, 時時提斯我江蘇人者有社說、記事、補
我江蘇人之不足, 以助我江蘇人者有記言、譯篇、時論。 概目: 社說(對於列國之
侵略, 政府之經營, 各租借之治外法權,  通商之外國工商家, 對內地之實業家, 
對軍人 對勞動社會等之學說、政法、教育、軍事、實業、科學、衛生、 哲理、
地理、史傳)、時論、小說、記言、記事、調查錄等。  

29 黃帝魂 黃藻編 1903                                         1 冊   720 
編者曰何以稱黃帝者, 謂天者為之始也, 父母者人之本也,吾雖不欲誦吾黃帝功德, 書中宏 

議具在, 方法井然, 舉而行之惟吾同胞, 此黃帝魂之真義也，摘錄其目: 黃帝紀年說、君禍、論 

髮辮原由、正仇滿論、說漢種、王船山史說申義、中國滅王論、義和團與中國之關係、代滿政 

府籌禦漢人之策、俄據滿州後之漢人、孫逸仙與白浪庵滔天之革命談、革命之原因、駁革命駁 

義、黃河、駁康有為書、覆張之洞書、閱湖南官報、蘇報案等救國之論矣。 

30 俄事警聞  1-73 號 蔡元培、葉瀚等編 上海 1903-04             1 冊   800 
       俄國出兵佔領東省, 謂嗚呼; 有二萬萬方裡之曠土為白人所侵佔, 國人乃蠕

蠕蠢蠢, 惜生命如故, 貪富貴如故, 爭意氣如故, 各國實行瓜分之條約, 敵聚我
分, 國亡矣, 俄人者專行侵略主義, 而我國之外交軟弱, 賄賂之公行, 於是始於
密約, 終至強佔, 致東三省非複我有矣, 此非俄人專其咎, 實我同胞之無抵抗力
有以速也, 乃特設警聞, 以喚起國民使共注意, 各自就其地位猛省之也, 他日舉
以相證, 本社各篇所言之義務, 不能盡其十一, 而同胞身受之禍, 國人豈能酣睡
不覺耶.   

31 警鐘日報  1-338 號 蔡元培等編 上海 1904-05                 5 冊   4,480 
     本日報以宋季仇遼聯金, 而據其國之半者, 金也, 方今列強環伺, 相抵相
蕩, 以迫而取償於我, 甲午之役拙於日本, 政府聯俄以排之, 又由俄以及德法, 
為我干涉索回遼東, 聯俄派泰然自足, 及乎膠威旅大之事既見, 聯俄黨之積毒, 
反緣之大發, 庚辛以降, 俄人駐兵不撤, 無不深惡痛疾於俄人, 本刊以此為動機, 
因以激國民自立, 以文明攘夷之舉動, 於是有俄事警聞之作, 吾國積弱之因, 政
府之因循, 此乃國民之志薄而見短, 徐以醒其自伐之迷夢, 以進於同力之範圍, 
則本報所期望者, 擴張警聞也.    

32 中國日報 1201-2371 號; 陳少白、馮自由等創辦 香港 1904-08 四大開  4 冊  6,720     
中國日報,是孫中山革命期的重要報刊之一,1900 年 1 月 25 日創刊。它是興

中會最早在香港創辦的報紙, 1905 年同盟會成立後，成為該會的機關報,對革命
的宣傳和組織活動起了重要作用,鼓吹中國人,號召中外,蔚為大革命之風,領導
海內外輿論以傾覆清廷, 1907 年 5 月潮州黃岡之役、惠州之役,固亦以中國報館
為總機關之地也。此報實不啻為全國革命黨人之總樞紐,辛亥革命後,中國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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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社遷往廣州,1913 年軍閥龍濟光攻佔廣州後,該報被其封禁停版。  該報重要
欄目有: 論說、評論、國內新聞、外國新聞、要聞、來稿、來件、傳奇、輯譯、
雜俎、諧文、突林、燈謎、詞苑、專件、電報等。是研究辛亥革命的珍貴資料。 

33 訄書 章炳麟撰 1904                                       1 冊   800 
 章炳麟（1869-1936）, 清末到民初, 相繼現身力促社會進化的改革者, 堅決

反清的革命思想家, 捍衛民國的反帝制復辟鬥士。他於二十世紀初期，不斷編纂
的同一著作《訄書》初刊本、重訂本, 通過《訄書》結集映現的歴史實相的考察, 

探討辛亥革命前後中國思想文化領域若干異說或疑義, 將對認知帝制中國的末
世史, 有所裨益。章氏以「自古用異國之人才謂客卿」而今有客帝者如滿州之入
主中夏是也」稱之謬, 攘逐滿洲在今日,。有原學、訂孔、儒墨、儒道、顏學、
清儒、公言、官統、定律、經武、原教、地治、尊史、解辮法等六十三篇   

34 國民日日報彙編 1-4 集  章士釗、陳由已等編 上海  1904     2 冊  1,760 
        發刊詞謂: 國者民之集合體, 輿論者造因之無上乘也, 故將圖國民之事業不

可不造國民之輿論, 蓋輿論者, 必須具有轉移社會, 左右世界之力者也, 一紙之
出可以收全國之視聽, 一議之發可以挽全國之傾勢, 言論為一切事實之母, 必有
民族之觀念, 故以「國民日日報」之組織及言論, 以餉我同胞, 以當今狼豬縱橫, 
主人失其故居, 卻願做彼公僕, 為警鐘, 以此報之問世為國民之重生之日也。 其
內容有: 社說、講壇、外論、警聞、政海、學風、實業、短評、 世界要事、地
方新聞、書評、談苑、文苑、小說等。  

35 二十世紀之支那 田桐、宋教仁等編 東京 1904 (下列三種 35、36、37 合裝一冊)                          
        衙種、後素、黔首、尚武生等創辦, 以愛國主義之基礎,      一冊  800 

得以建設新國家, 使二十世紀之中國趨為世界強國, 其要目為: 圖畫、論說、學
說、政法、歷史、軍事、實業、叢錄、譯叢、文苑、雜俎、時事、時評等.. 為
民報之前身。 

36  洞庭波 章太炎、張家鼎、楊守仁等創辦  上海  (24、25、26 合裝一冊) 
        章太炎等創辦, 有論著、圖畫、學術、譯叢、時評、文苑、譚苑、附錄等 

   37  漢幟  章炳麟、陳家鼎、景定成等創辦, 謂而後乃今將樹漢幟, 頃者漢族同志, 居於此義, 創

一報以發揚光大, 漢之國徽, 推倒滿旗之色線, 於是以漢幟定名, 推斯志也; 有圖畫、論說、

譯叢、時評、時諧、小說、文苑、附錄等。  

38 民報 1-27 期  張繼、章炳麟、田桐、宋教仁等編  東京 1905-1910       8 冊    7,200 
        1905 年秋季, 孫逸仙先生由歐美抵日京, 召集同志會議革命進行方略, 定黨名為中國同

盟會, 總部成立于東京, 並決議創辦民報, 以振揚革命理論及抱負, 進爾以躋世界於大同, 留

學之士多傾心革命而蓬勃發展, 以訖於 1910 年，功在革命: 民報主要編輯人: 張繼、章炳麟、

陶成章、汪精衛; 主要撰著人有: 胡漢明、陳天華、朱大符(執信)、汪兆銘、馬君武、汪東、

宋教仁、章炳麟、劉光漢、黃侃、湯增壁、陳去病、蘇元瑛、雷昭性、田桐、周作人、汪同

用、馮自由、葉夏聲、周仲良、廖仲愷等…    

39 雲南 1-2-3 期 吳琨、張窗西等編  東京 1906-1908             1 冊    800 
        編者謂: 雲南雜誌是雲南有志之士為雲南謀為國家謀者, 苦心孤詣抱有絕

大希望者, 心存圖救亡之策, 為故鄉父老引頸翹足所期待, 是留學東京人等枯腦
焦心日夜經營者, 以為思想是萬事之根本, 曰新聞雜誌, 以文明高尚之思, 如親
承懇切之教心領會, 潛移默化,以滇事之危急, 改良思想之切, 乃努其棉薄之力 
以出此編.. 其宗旨首重改良思想: 有國家思想, 團結思想: 公義進取、興實業、
立地方自治、 男女平等思想.. 目錄有: 論著、譯述、文苑教育、科學、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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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緬界事述略、時評、論滇省舉辦徵兵、論地方自治精神、中外大事表等。 

40 江浙鐵路風潮 1-2 冊  上海 1907                         1 冊     960 
       自蘇杭甬鐵路借款事起, 江浙人士怵于切膚之痛, 奔走呼號群起立爭, 振臂

一呼全國響應, 斯實由人民程度漸進, 知有國家思想激發, 是編萃蕙各報, 計分
九篇為: 蘇杭甬全案、延寄章奏、官場函電、兩省拒款函電、兩省開會紀事、兩
省集股情形、時論、雜錄。  

41 民呼日報 1-92 號 于右任、範光啟等編 上海 1909 年 5 月至 1909 年 8 月   
       本報為于右任 1909 年 5 月 15 日創辦於上海公共租借  四大開 2 冊  3,360 
    並出任社長，聘請範鴻仙、徐血兒、戴天仇等為撰述。該報以「大聲疾呼, 為民

請命」為宗旨, 批評腐敗官員, 揭露社會陰暗面。甘肅饑荒後, 該報進行了詳細
報導和評述, 對總督升允大加抨擊。要目: 社說、外論、叢錄(小說、天聲人語、
傳記) 紀事 (宮門抄、上諭、電報)新聞、外評、來函、叢談、詩話、諧文、圖畫、
佚史、文苑、金市、錢市、糧食等市況等( 1909 年 10 月 3 日改名民籲日報續刊) 

42 民籲日報 1-48 上海 1909 年 10 月 3 日 至 1909 年 11 月 19 日     四大開 1 冊   1.920 

《民呼日報》停刊兩月後，于右任在法租界創辦《民籲日報》。並在上海各報
刊廣告：「本社近將《民呼日報》機器生財等一律過盤, 改名《民籲日報》, 以提
倡國民精神, 痛陳民生利病, 保存國粹, 講求實學為宗旨」創刊之初改由朱少屏
任發行人, 範鴻仙為社長, 景耀月為總編輯, 創刊不久, 日本前任首相伊藤博文
在哈爾濱遇刺身亡, 《民籲日報》連續發表文章表示其罪有應得, 歌頌刺客安重
根為「血性男兒」, 引起日方不滿, 指令其駐滬領事館照會法租界當局, 將《民
籲日報》於 1909 年 11 月 19 日停刊 

43 民立報 于右任, 宋教仁等編 上海  1910-1911 年 ( 1- 2993 號);  共 33 巨冊  總價: 60,800 

        于右任在沈縵雲資助下於 1910 年 10 月 11 日創辦《民立報》。該報仍以民字  
   開頭, 表示與《民呼》、《民籲》一脈相承, 人們遂稱這三張連續出版的報紙為「豎

三民」, 于右任自任社長, 吳忠信、童弼臣任總經理, 宋教仁任總主筆, 范鴻仙、
景耀月、邵力子、章士釗、葉楚傖、張季鸞、陳其美、呂志伊、馬君武等為編輯。
1911 年 7 月 31 日領導長江流域革命活動的「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  
確定民立報為其機關報。 謂:言論、民族、國家相輔相成, 提倡吾國民自立之精
神, 以民立報者力求為正確之言論, 要目: 社論、新聞(國會、國際、政治、行政、
外交、實業、內政、各地新聞報導等) 宮門抄、上諭、要折、專電、譯電、世界
叢談、通告、 雜錄、傳記、小說、天聲人語、佚史、文苑、筆記等。 

44 新譯英國政府刊佈中國革命藍皮書  陳國權譯述  1912      1 冊    800 
        主要內容為: 自 1911 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起至十二月止, 英國駐北京公

使、各地總領事外交官員及英軍水師統帥等軍方, 對中國革命軍動態評估與清廷
之互動及向英國外交部所做之報告及英國外交部之指示回文等。 

45 民國彙報 上海 1913                                         1 冊   1,440 
       民國成立, 輿論大昌, 新聞事業日益發達, 唯國民不能遍閱報章, 故宜有匯選

之作補助之,得使言論勢力刊之成書, 可通觀全國言論界之趨向, 及了然於政治社
會消長, 影響久遠, 本報選錄全國報章之精華, 編篡統系之記載, 採擇嚴謹材料, 
以月報體按月發行, 內容含 言論部(政治、法律、外交、財政、邊事、軍事、交
通、教育、實業、學術等) 記事部(國內及國外); 法令部: (總統命令、院令、部令、
公牘; 雜篡部: (史傳、演辭、小說等。 

 

46 中華新報 465 至 796 號 張季鸞創辦 上海 1917 年 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四大開 9 冊   13,120  
       《中華新報》系當時政學系（楊永植、張群等組織的政治團體）的機關報，

http://zh.wikipedia.org/zh-tw/5%E6%9C%8815%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8A%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A4%BE%E9%95%B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C%83%E9%B8%BF%E4%BB%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E%90%E8%A1%80%E5%84%B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8%B4%E5%A4%A9%E4%BB%8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98%E8%82%83%E9%A5%A5%E8%8D%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87%E5%85%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8A%E6%B5%B7%E6%B3%95%E7%A7%9F%E7%95%8C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6%B0%91%E7%B2%BE%E7%A5%9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B1%E5%B0%91%E5%B1%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B1%E5%B0%91%E5%B1%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9%AF%E8%80%80%E6%9C%8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7%A5%E6%9C%AC%E5%85%A7%E9%96%A3%E7%B8%BD%E7%90%86%E5%A4%A7%E8%87%A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C%8A%E8%97%A4%E5%8D%9A%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C%8A%E8%97%A4%E5%8D%9A%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3%88%E5%B0%94%E6%BB%A8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8%BA%E5%AE%A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E%89%E9%87%8D%E6%A0%B9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E%89%E9%87%8D%E6%A0%B9
http://zh.wikipedia.org/zh-tw/11%E6%9C%8819%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2%88%E7%BC%A6%E4%BA%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1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10%E6%9C%8811%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0%B4%E5%BF%A0%E4%BF%A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B%A5%E5%BC%BC%E8%87%A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E%8B%E6%95%99%E4%BB%8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9%AF%E8%80%80%E6%9C%8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82%B5%E5%8A%9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AB%A0%E5%A3%AB%E9%92%8A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F%B6%E6%A5%9A%E4%BC%A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C%A0%E5%AD%A3%E9%B8%BE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9%88%E5%85%B6%E7%BE%8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95%E5%BF%97%E4%BC%8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A9%AC%E5%90%9B%E6%AD%A6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1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7%E6%9C%8831%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5%9B%BD%E5%90%8C%E7%9B%9F%E4%BC%9A%E4%B8%AD%E9%83%A8%E6%80%BB%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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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年 10 月創刊於上海。1916 張季鸞和康心如北上應邀「中華新報」總編輯並
兼任上海「新聞報」駐北京記者。後因刊載安福系政府和日本非法簽訂「滿蒙五
路中日借款合同」的消息，揭露了段祺瑞內閣賣我國寶貴資源的行為, 而觸怒了徐
樹鑃, 「中華新報」和北京六家報紙、通訊社同時被關閉。1919 他擔任上海「中
華新報」的總編輯。季鸞自兼數職, 相當艱苦, 民國十三年(1924), 終因不能維持而
被迫停刊。要目: 社論、專論；本館專電；時評：大總統令、譯電、東方通訊社電、
各地快信、國內外緊要新聞、歐戰要訊、內政、 外交、諧文、劇評、地方新聞、
本地要聞、雜俎、文苑、譯乘、外匯、金市及重要物資商情等。  

47 中國革命實地見聞錄 池亨吉 上海 1928                    1 冊     720 
       光緒三十三年( 1907) 孫逸仙先生指揮革命軍在雲南起事, 擊破河口、臨安、

開化等十餘城, 進逼至昆明首府, 其勢甚為強烈, 此篇作者「斷水樓主人」與孫
逸仙先生偕行, 往來于南清及法領安南間, 于突破鎮南關要塞之役, 曾臨陣目擊
革命之舉事, 撰寫該起義見聞, 本書除了保存精確的革命史料, 又替一般捨身救
國的烈士們留下許多史跡, 尤關於孫總理之言行及長函短牘, 偉論微言也被保
存許多, 關於黃克強、胡漢明諸同志之記載, 甚有價值, 並附孫逸仙所著「革命
潮」及「建國方略」, 其要目有: 孫序、雲南革命軍由來、預定行動、檄文、鎮
難關之活劇、法國人之中國革命觀、戰場的第一炮聲、天成的自由鄉、清朝軍
官之意向、雲南革命軍狀況等。  

48 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 王光祈譯 上海 1929                           1 冊      960 
        譯者將德國駐華公使致德國政府及德國外部致駐中國公使之訓令, 及以德國為主, 德國

駐美大使, 駐日大使致柏林外交部函電, 美國駐德國大使與柏林外交部, 德國外交部與各駐
在國大使等之函電及訓示, 譯成中文, 可瞭解列強對辛亥革命之態度..   

49 太平雜誌  月刊 1-3 期 發起人: 田桐、張繼等 上海 1929                 1 冊      800 
敷布五權憲法, 以端風化正人心, 收拾時局, 永致太平為宗旨, 有論文、建都篇、 

選舉、中央分治、地方兵制、 國計民生、學術、民權、筆記、革命閒話、文苑、大事記等。 

50 東北叢刊  4711871497030  遼寧省教育廳 1-19 號  遼寧 1930-31         10冊    25,600 
         收東北作家作品和東北有關著述。分通論、學術、專著、文苑、雜俎、紀事、通訊、書評、

別錄、插圖 10 類。收金毓黻《東北釋名》、寧思承《滿洲字義考》、陳思《辛稼軒先生年譜》
等。附《作者略曆》。 

51 東北集刊  4711871497047  國立東北大學 1941-1942 1-4 號               2 冊    3,840 

52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  4711871497146  1-4 號 南京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1932-36            

                                                                      4 冊    7,230 
53 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  4711871497153  5-8 號 南京、昆明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1937-49      
                                                                      4 冊    8,060 

54 邊事研究  4711871497078  第 1-4 卷  南京 1934-37 邊事研究會          9 冊   20,480 

55 邊疆事情  4711871497085   第 1-4 卷 南京 1935   邊疆事情社          1 冊    2,690 

56 開發西北  4711871497054  第 1-4 號 南京 開發西北協會編印  1934-35    8 冊   18,240 

57 西北問題論叢  2-3 輯;  1942-43                                1 冊   1,920 
       開發西北必真切研究認識 應興應革之各種問題, 此論叢由中央訓練委員會西北問題 

研究室所編印, 1942-43 年, 出版要目為: 建設西北之我見與鞏固國防、西北經濟建設之根本問題、 
西北文化問題研究、西北精神之歷史研究、黃河上游地質概略、開發西北應先建設甘肅及基本研 
究、 甘肅國民教育普及問題、甘肅省之資源生產及物價管理鳥瞰、甘肅農家土地利用分析、稻 
作區種法在甘肅、水利法與西北水利法規輯要、改善西北畜牧問題商榷、戈壁行軍之特徵、甘肅 
各種統計彙編、西北問題研究室一年工作報告等, 有二、三兩輯。. 

58 西南邊疆  4711871497061  第 1-18 號  昆明、成都 1938-44              4 冊   9,220 

59 制言半月刊  4711871496880  第 1-47 號  蘇州 1935-1937             14 冊 33,920 

創于 1925 年，由章炳麟主編，孫世揚、潘承弼、沈延國任編輯，共出六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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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十年來之中國經濟建設 南京 1937                             1 冊   1, 920 

       此書於 1936 年所編, 系國民政府發表之提倡經濟建設之概要, 由汪英賓策劃, 朱應膨、應
成一等編篡，曾養甫、徐恩曾等編輯, 目的在推進經濟建設計畫, 記載 1936 年以前十年間之
鐵道、公路、水利、農業、工業、礦業、林墾、漁牧、航業、郵政、電政、稅務、貨幣、金
融等類別之建設報告 

61 戰時教育方針 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印 陳立夫著 1938          1 冊    800 
        對日抗戰初始, 國民政府教育部擬定抗戰時期之教育方針, 主要綱要: 抗戰

建國綱領(庚)教育、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各級教育實施方案 –附國民
參政會關於政府交議各級教育實施方案之意見, 教育部戰區中小學教師服務團
工作概況等。  

62 中國農民銀行四川省經濟調查報告 1-7 1941 喬啟明等主持，應廉耕等編輯 1 冊  1,920 
       農民銀行為謀洞悉四川省農村經濟情形, 于 1941 年成立四川省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 做

研究調查報告, 主要項目有: 自然環境、租佃制度、農場經營、糧食生產成本、食糧運銷費用、

農產品價格、農業金融現況、農村物價、抗戰對農村經濟影響、結論與建議等。  

63 戰時交通 王沿津編著  1943                                1 冊    800 
本書為抗戰建國綱領叢書之一, 要目: 總論(戰時交通的理論與範圍、政策與

經濟關係)、我國戰時的交通統制、我國戰時的交通組織、我國戰時的交通法規、
戰時的郵政與電政、戰時之鐵路與公路、戰時之水運、戰時之航空等.. 

64 長沙會戰紀實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編篡組編印 1940            1 冊    960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1939),日軍以十八萬之眾, 六路會攻長沙, 戰區司令長官薛伯陵洞悉虜 

情, 合圍設伏, 殲敵三萬, 不失寸土, 創空前勝利, 輯成此篇. 要目: 會戰紀要、會戰經過概

況、各報對長沙會戰全盤之記述、論長沙會戰之意義、論我軍勝利之原因與關鍵者、論勝利以

後之工作與任務者、慰勞與祝賀、附會戰圖八幅、分析概見表三種。 

65 抗戰建國六周年紀念叢刊 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宣傳部編篡 1943  1 冊   1,440 

        要目: 抗戰六年來之宣傳戰、抗戰六年來之外交、抗戰六年來之黨務、抗戰
六年來之教育、抗戰六年來之財政金融、抗戰六年來之日寇、抗戰六年來之內
政、抗戰六年來之軍事、抗戰六年來之工礦等 

66 戰時中國報業  程其恒編著 馬星野校訂 1944                 1 冊   800 
       本書著重於抗戰以來新聞事業橫斷面之介紹, 間亦也對縱面深入敘述,  

對全國二十八省的新聞事業含各地報社及通訊社之調查, 及各地新聞界組織與  
活動情形敘述外, 對蒙古、西藏兩地方及重慶上海等大都市分別另述之  

67 海軍抗戰事蹟  海軍總司令部編譯處編輯 1944                1 冊   1,280 
       要目: 海軍抗戰紀實(三年來海軍抗戰工作之檢討與發展方針、1940 年間海軍

戰績檢討、江陰抗戰記、海軍抗戰紀略、海軍在上海之抗戰工作等)、 論述(海
軍與國防、抗戰期間封鎖長江水道與水雷防禦之價值、抗戰過程海軍對國家之
貢獻、抗戰三年海軍戰略與戰術之檢討、從國防觀點論海軍建軍等)、 艦隊戰績
(江陰之血與淚、海軍光榮戰史、平寧逸端四艦戰鬥報告、中山艦薩艦長師俊事
略)、炮隊戰績、雷隊戰績、洞庭湖之怒吼、大孤山血戰實紀、敵後佈雷遊擊工
作成績卓著員兵一覽表等)。 

 

68 抗戰以來婦女問題言論集  陳庭珍編輯 1945                1 冊   1,440 
中國婦女運動發軔於辛亥革命前至五四運動傳遍全國, 至北伐成功全國統一, 

遂以扶持婦女之發展為政策, 抗戰發生, 由於戰爭洪流之激蕩,  有關婦女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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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言論, 散見於報章雜誌日多, 也有精闢見解與深湛理論者, 足供研討婦運及社
會問題者之參考, 及足以反映婦女運動之新趨勢, 編者搜集自1937至1944年間各
報章雜誌有關婦女問題之論文三十三篇, 分類編輯而成此珍貴資料,. 要目有: 專載: 
婦女之革命責任、婦女運動概述:婦女運動之理論基礎、婦女參政問題、婦女法律
問題、婦女職業問題、婦女教育問題、婦女修養問題、家庭與兒童等。. 

69 南洋學報  4711871497092  1-20 期 新加坡  南洋學會 1940-64       10 冊   24,320  

70 五十年來的世界 潘公展  1945                                 1 冊    960 

       要目: 潘公展:五十年來的中國與世界、陳石孚:五十年來的世界大勢、胡秋原:五十年來的

民族問題、楊幼炯:五十年來的民主趨向、程紹德:五十年來的經濟動態、盧於道:五十年來的

科學進展、楊人楩:五十年來的英帝國、何鳳山:五十年來的美國、西門宗華:五十年來的俄國…等。 

71 第一屆立法委員名鑒 編委會編印 1948 及後續增補 南京、臺北   1 冊   1,280 

        此名鑒錄有自 1948 年南京選出之第一屆立法委員及至 1972 年止, 在臺灣地區 
增補當選者之名鑒, 有籍貫、當選單位、學、經歷、照片等. 按第一屆立法委員法定
名額為七七三人, 實際選出總名額為七六○人, 增補選名額為一一人, 共為七七一人, 
訖1972年辭職者六三人, 視同辭職者一五○人, 依法註銷名籍者五三人, 死亡出缺者
一六一人, 情況不明者二九人,留在香港者二人, 遞補者一一二人, 綜計來台報到委
員及在台增補委員十一人, 委員人數為五五六人。  
 

新編 /首刊初版 ---  兼有歷史  學術性  文學性巨著   
                                

清代硃卷集成  Qing Dai Zhu Juan Ji Cheng  4711871494855   顧廷龍主編 

 陳先行、吳織、顧文韻、胡群耘、童芷珍協編 420冊 全套定價:  台幣 608,000 

是清代自康熙36年至光緒30年(1697-1904)，創造歷史的文武百官
8,288人，其傳記、履歷、譜系、行誼與科舉、功名、菁華文學集
大成於此套「清代朱卷集成」 . 
清代朱卷集成，由三個部份所組成： 

 
一、履歷：登入中舉人姓名、字型大小、出生年月、籍貫、撰述、行誼，並載本

族譜系，上自始祖下至子女、同族尊長、兄弟侄輩以及母系、妻系無不載入。

凡有科名、官階、封典，著作亦注入名下。再錄師承傳授之受業師、問業

師、之姓名、科名、官階以示學問淵源有自。  

  二、科份頁：載本科科份、中舉名次、官職、功名、主考官姓名官階與批語等 

三、科舉文學：科舉以文學菁華及其體裁，追求修辭技巧形式的完美，是研究

文學的第一手材料。在考官的評語中，可辨別清代取士的標準，及清代

教育狀況。 

本書集科舉文獻、傳記檔案、文學、教育資料之大成，清代文武百官履歷、

傳記撰述、行誼盡收於此。為學術研究極待利用的重要歷史文獻，各圖

書館、研究所所必備      *附新編人名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