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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 战争史、政府公报、时事报刊 -书目71 种 

     

一)  战争史: 1-4: 开国/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剿「匪」战史四种;   

二)  政府公报: 5-17十三种;    三) 时事报刊:18-71五十四种 
 

 

1 开国战史(辛亥革命战史)  4711871530010 『国防部史政局』编纂 4 册 台币 10,880 
   道光二十年(1840)中英鸦片战争失败后, 辱订南京条约, 首启不平等条约之端,     

  帝制之专制与外侮之刺激, 迸发太平天国之义举, 复有英法联军之役, 攻入北京,    

  迫订城下之盟, 光绪二十年(1894), 中日之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割地丧权, 八国联军 

之役惨败签订辛丑条约, 中国沦为次殖民地, 有志青年纷纷群趋革命阵营, 海内外
革命力量相互结合,孙中山先生乃以兴中会为中心, 扩大组织成立同盟会, 自此革
命风潮一日千里, 遍地同声普天响应, 孙先生领导十次义举再接再厉, 终至辛亥武
昌首役, 一举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 

   清朝既覆,民国肇兴建设方始, 然民初袁世凯挟北洋军阀自重,倒行逆施毁弃约
法, 解散国会称帝, 乃有二次革命讨袁成功, 民国幸告不缀, 洪宪帝制虽告废止, 

反革命思想继承专制遗毒, 方兴未艾, 重者有: 1917 年张勋复辟, 冯国樟徐世昌及
段祺瑞之毁法,曹锟贿选等, 军阀割据民不聊生, 1922年孙中山为贯彻护法主张, 率
师弭平陈炯明之乱, 组织大本营于广州为北伐及一统全国之策源地. 开国历程至
为艰辛, 将其全盘战史分述成书, 垂范于后世足供千秋之景仰。各篇要旨如下: 前
清末叶情势、国民革命运动兴起, 十次起义经过及武昌首义、各省光复及中华民国
创立、二次革命与讨袁之役、护法与北伐之准备… 附录及战史图两百有余,极具史
料价值…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民主共和国肇造,军阀割据称雄,历经袁世凯称
帝、清廷复辟之变,乃至军政府成立,以迄北伐,一统中国,继以抗日之役引
发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历经亘古未有的大变,期间阶段性战史有:开国/辛亥
革命(1911-)、北伐(1926-)、抗日(1937-)、剿「匪」(1930-)战史等四种。  

政府公报之发行: 清末之  政治官报/内阁官报(1907-1911);北洋政府之
国民政府公报(1912-1928), 临时公报(1911-12); 临时政府公报(1912); 护
国军纪事(1916); 军政府公报(1917-1918);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1922 

- 1925);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1925-1948);总统府公报(收录 1948-2020

年), 对历史文献之提供与研究,当为学界所借重,图书馆及治史者所必备。另
附此时期相关时事报刊:清议报、皇帝魂、自立报、中华新报等,总共 7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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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伐战史 4711871495821『国防部史政局』编纂               5 册  台币 22,400 

     记述国民革命军北伐作战之史实, 起于 1924 年止于 1928 年全国统一, 以记事   

   为经编年为纬, 对每一会战之叙述, 按当时军事态势、部署及作战经过,得失情况 

   作归纳与评述, 期间对黄埔官校建军、第一、二次东征、出师北伐之决策、攻克 

   两湖、底定江浙、容共与清党、宁汉分裂、渡江北伐与济南事变、东北异帜、 

   一统全国等, 均详为记述, 编末附阵亡将士墓表. 各章节及战役有套色攻守图表 

   及照片插图, 更便利阅读与研究。 

3中日战争史略 4711871530027『国防部史政局』编纂             4册      12,800 

    1931 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中国东北，扶持成立傀儡满洲国，此后
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1937 年 7 月更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
全面爆发。1941 年日本复发动太平洋战争，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并与美、英、
苏等结成同盟国，对抗日本等轴心国。1945 年美军攻入日本本土、日本战败向同
盟国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代表同盟国接受日本降书，赢得抗日战争之最终胜利。 

    本书记录了两国战争起因、经过及军事攻防套色攻守图五十余幅, 对战时政
治机构政略运用, 经济建设方案及资源开发, 财金措施之概要、战时教育与文化
作战之推动, 叙述甚详. 其军事作战以一二八淞沪之战起, 平津之战、平绥、平汉
铁路沿线战役, 太原、徐州、武汉等会战, 后有南昌、桂南、枣宜、豫南、上高、
晋南等中期主要战事, 及续后之滇缅区、浙赣、鄂西、常德、长衡、湘西等会战,

空军、海军战役等, 对中美外交及军事之合作记录甚详以讫胜利、受降及复员。
为记录详实之抗日战史。 

4 剿「匪」战史 (国共战史) 4711871530034『国防部史政局』编 中华大典编印会出

版  6 册 25,600 

   1927 年北伐期间，国民党宣布清党, 国共两党宁汉分裂，展开了国民党国民革命 

   军与共产党人民解放军长期之『围剿与解放战争』 (双方互以匪及帮贬称对方) ， 

    1936 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双方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停止内战,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全面开战。经过辽渖、徐蚌、平津等诸多战役后，国民党 

   军被击败，共产党 1949 在北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整个中国大陆。国民党 

   国民政府于 1949 年 12 月被逐至台湾迄今。所发生战役, 套色攻防战图附于各章 

   节中,可详尽解读。   

 

  ◎   政府公报类   ◎    

5 政治官报附内阁官报  4711871530041    清光绪 33 年 -宣统 3 年(1907-1911)   

54 册  58,880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七月，清政府成立宪政编查馆，办理有关宪政编制法规要
政等事项, 发行「政治官报」，为清政府的官方公报, 举凡上谕、章奏、法制、章
程、条约、驻外使领报告、及紧要新闻，均予分类选录刊载，采日报形式。宣统

三年(1911 年)8 月，废除军机处成立内阁时，改名为《内阁官报》，于 1912 年停刊。 

6 国民政府公报(北洋政府) 4711871530058民国 1-17年(1912-1928) 294册   547,200 

武昌起义革命成功, 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 为促使满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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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位与袁世凯, 袁氏担任总统后, 定都于北京, 废民国篡改国体称帝, 拟
窃取革命果实, 国人反对发动护国战争迫使袁取消帝制后，北京政府分裂为三个主
要割据势力，直系(吴佩浮)、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而此时期，孙中山在
广东成立新的国民政府，创办黄埔军校, 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力量, 通过北伐弭平
了北洋政府的三个势力，张作霖易帜中国一统。北洋政府于 1912 年 5 月 1 日发行
政府公报，直至 1928 年 6 月 13 日北伐一统中国, 为国民政府公报所替代, 历任总
统及主要执政为: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顾维钧、张作霖等。 

7 临时公报 4711871530065 北京共和政府发行 1911-12                1 册   800 

  发行期间：自 1911 年 12 月 26 日至 1912 年 04 月 26 日;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
命成功, 清帝于 1912 年 2 月退位, 袁世凯组织北京临时政府时所刊行, 以迄袁世
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行「政府公报」止。发行地点：北京。刊载通告、报告、布
告、照会、电报、来函、传单、命令、规约、广告、批呈、公呈、公函、公启、
公约、呈文、证明、规则等类。 

8 临时政府公报 1-58 号 4711871530072 

南京 1912年1月29日～1912年4月5日   3册  2,560 

南京临时政府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 1911年 11 月初,在南京推举孙中
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黎元洪为副总统, 成立临时参议院, 并于 1月29日在
南京发行临时政府公报, 门类: 咨文(大总统咨参议院文、各部咨各省都督文等) 
令示: (宣言书、教令、部令、指示、训令、各官署告示等) 法制(修正临时政府
组织大纲、法律、官制及办事规则、各局所章程等) 纪事、电报。  

9 洪宪公报 政事堂印铸局刊行   4711871530089                   8 册  7,940 

袁世凯称帝，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
纪元，改民国 5 年（1916 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期间发行洪宪
公报。 

10 护国军纪事  上海 1916     4711871530096                    4 册  4,480 
     民国肇造, 袁世凯于 1912 年就任临时大总统后, 违背临时约法, 主使暗杀宋
教仁, 罢免不满其政策的都督, 革命党遂起而讨袁, 是为『二次革命』；革命失败, 
袁氏改号洪宪元年, 窃国称帝, 导致西南民军声讨, 云南都督蔡锷为护国第一军
总司令, 前江西都督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与唐继尧等组成国军合力讨袁, 袁氏
部属段祺瑞、冯国璋等先后疏离袁, 袁见众叛亲离, 乃与护国军妥协, 宣布取消
帝制, 仍欲保留总统职衔,不被接纳,忧愤发病而死, 护国之役遂告结束。此纪事详
述其始末。 

11 军政府公报 1-79号 4711871530102 

南京 1917年 9月 17日至 1918年 5月 14日 1册 台币 1,920 

        民国初年有国会解散、清廷复辟之变；段祺瑞、张勋同恶相倾, 大总统亦被
废, 国统中断, 国会非常会议议长吴景溓等召开非常会议于广州, 民国六年八月
三十日成立了广州军政府, 选举前临时大总统孙文为海陆军大元帅, 此公报自孙
大元帅 1917年 9月 1日就职由公报处发行.次年 05 月 10 日, 广州军政府改组, 孙
中山辞海陆军大元帅职, 军政府公报停刊, 主要内容有: 法规、特别公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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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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告、公函、批示、咨文、公电、启事等。  

12 参议院公报  民国七年 (1918)  4711871530119                 三册  4,000 

        1911 年 12 月 10 日，辛亥革命军宣布 17 个省代表于南京召开各省都督
府代表联合会会议，商讨组建临时中央政府事宜。联合会推选孙文为临时大总
统，并改国号为中华民国，1912 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后，
各省督府代表联合会代行参议院职权，改选议长并正式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组织大纲〉。临时参议院于南京 正式开幕，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自行解散。 

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4 月 2 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
至北京，4 月 4 日议决该院迁至北京此为第一次临时参议院时期. 

第二次是在粉碎张勋复辟之后，到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成立之前。该临时
参议院于民国六年（1917 年）11 月 10 日成立。选王揖唐任议长，1918 年 8 月
12 日，即第一届国会（民元国会）期满日，临时参议院解散。本公报系第二届
之参议会时期所发行之公报, 时间为民国七年。 

13外交公报 民国 10-17年 (1921-1928) 4711871530126               40册 67,200 
民国十年七月于北京创刊，每月刊行。收录有关我国外交工作之法规、行政命
令、公函、文书、以及对外贸易、海外华人活动、签订之条约等资料，并包含
国际外交与政治事务之报告与译文。民国十七年五月更名为「外交部公报」。
另出版有一至四十二期﹙十年七月至十三年十二月﹚总目录。 

14 交通官报  邮传部图书通译局官报处编 4711871530133           8册 12,160 
宣统 1-2年(1909-1910)共发行 30期 

15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 4711871530140 

广州 1922年1月30日-1925年6月30日12册 19,200 

        1921年 05月 04日军政府撤销后,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并以大元帅名义 

在桂林设大本营, 准备北伐。1922 年 01 月 30 日开始发行《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 

公报。要目: 宣言、法规、大元帅令、训令、指令、公文、公电、布告、批示等。 

16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 4711871496668国民政府文官处出版  1925-48     222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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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陆海军大
元帅大本营改
制为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公
报」乃继「陆
海军大元帅大
本营公报」之
后发行, 「国民
政府公报」自
一九二五年七
月一日发行 , 

每 周 出 版 两
次。 

1927 年 5 月国
民政府定都南
京,其后迁至洛
阳、重庆等。

「国民政府公报」内容包括宣言、训词、政府命令、处令，院令、部令、训令、指令、
委任令、法规、公函、通告、代电、等项，为研究当代政冶、外交、法制、军事及文教
史不可或缺之资料。1948年 5月 20日行宪开始, 国民政府公报，继为「总统府公报」 

 

17-1 总统府公报初编(1948-1980);  4711871496651      150 册 vols. 268,800 

总统府公报室编辑 收录自民国 37 - 69 年     

17-2 总统府公报续编(1981-2020);  4711871531093      373 册 vols. 726,000 

总统府二、三局编 收录自民国 70 - 109 年  

1947 年国民政府结束训政时期, 颁行宪令, 经普选产生国民大会, 依 

据宪法于 1948 年 5 月 20 日 「总统府」在南京成立, 即日出版「总统府公报」, 

后续在台北印行,   总统有下列之职权: 1)依法公布法律，发布命令。2)依法

行使缔结条约及宜战购和之权。 3)宣布戒严及解严。 4)行使大赦、特赦、

减刑及复权之权。5)任免文武官员。6)授与荣典。7)发布紧急命令。依此职权，

总统实为法律、命令、缔约、任免官员之发布任免者，乃政府之最高权力机

构，一切最高决策及所有法令、规章、人事，皆出「总统府公报」，即记载此

类法令、规章、人事及一切出自总统府之档。按「总统府公报」之体例，有

下列各项: 

1) 总统令: 包括指令、训令、代帚、函等，某中法令之公布、规章之制定、 

人事之任免，皆依原件转录。 

2) 院令: 五院所有公告、议决、判令，椅载于其中，乃中央政府五院所发布 

档之总录。 

3) 部令: 行政院所属各部会之署令，及其它四院所属各部之函电，皆录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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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载: 登录有关中央及地方政府之组织法。 

5) 特载: 登录国民大会及其它有关机关之咨文、函牍等。 

6) 公告: 行政法院判决、公务员惩戒议决书等。 

7) 法令解释。   

8) 某他: 如聘书、声明、宣言、公告等。 

按其体例，则「总统府公报」之内容，包括政洽、经济、财政、法肆、 

军事之文献，不仅所有最高之决策、法令、人事，记载靡遗，即如国籍之取 

得．归化与注销，公务员之奖、惩与通缉，税率表，社团之组织，行政法院 

判决书，更改姓名，著作物版权之登记、禁书之发布，…等，无不具载。据 

此，则「总统府公报」实为一切文献之渊数，乃当代史之原始资料也。初编

于 1981 重印编为精装一五Ο册发行多年，1981-2020 年公报于 2021 年 4 月完

成重印为 373 册(16 开大本)，并新编〈条目分类及笔划索引〉，以供国内外

各图书馆暨国内各行政机构典藏参考之需。「总统府公报」为在台湾七十余

年最重要之文献记录。 

 

 

 

 

 

 

 

 
 
 
 
 
 

相关时事报刊 54种 

清末太平天国拳乱, 酿成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议和赔款, 清廷威信扫地, 国势危殆, 
孙中山先生革命风潮自此萌芽, 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 相继办理刊物, 鼓吹革命, 
最早有中国旬报, 是陈少白在庚子事件前一年所创办, 开革命风气之先, 东京留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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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内地学界附和, 各省风潮从此渐作, 东京之刘承禺、张漙泉等发起国民报 鼓吹
革命, 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附合, 十九、二十世纪交接顷, 革
命刊物有国民报、浙江潮、警世钟等, 在上海有革命军、黄帝魂、俄事警闻、警钟日
报等陆续拥出, 奠下辛亥革命成功之基, 民国肇造, 各地军阀割据称雄, 引发内战与
北伐统一之役, 继有抗日战争之史实, 这段时期是中国面临亘古未有的大变, 对历史
之文献之提供与研究, 此编当为学界所借重, 图书馆及治史者所必备矣。 

 

编号 报  刊  名 出版地 创刊时间 册数     台币  页次 

18 苏报 胡璋、陈范、章士钊等创办 上海 1896光绪 22年 1        800 7 

19 苏报案纪事 上海   1896 1        480 7 

20 时务报 梁启超、康有为主持 上海 1896-98 8 11,940 7 

21 清议报 梁启超编     日本横滨 1898 光绪 24 年 12    23,360 8 

22 群报撷华  清议报社编 日本横滨 1898  1        480 8 

23 中国旬报 21-22; 25-37 期 陈少白主编, 香港 1900光绪 26年 1        900 8 

24 国民报汇编 1-4 期 东京 1901   1        480 8 

25 游学译编 1-12 期 陈天华、杨守仁等创刊 东京    1902 3     2,560 8 

26 浙江潮 1-10 期 孙翼中、蒋方震等创刊 东京   1903光绪 29年 5      4,160 8 

27 湖北学生界 / 汉声  1-6 期 刘成禺等 东京 1903 2      2,880 9 

28 江苏 1-12 期  秦毓鎏、黄宗仰创办 东京  1903 6     4,480 9 

29 黄帝魂 黄藻编 上海 1903 1        720 9 

30 俄事警闻  1-73 号 蔡元培、叶瀚等编 上海  1903 1        800 9 

31 警钟日报  1-338 号 蔡元培等编 上海  1904光绪 30年 5      4,480 9 

32 中国日报 1201-2371号; 陈少白、冯自由等创办 香港  1904                    4 6,720 9 

33 訄书 章炳麟撰 上海 1904 1        800 10 

34 国民日日报汇编 1-4 集  章士钊、陈由已等编 上海   1904 2     1,760 10 

35 二十世纪之支那 田桐、宋教仁等编 东京  1905 1        800 

三种合

装一册 

10 

36 洞庭波 章太炎、张家鼎、杨守仁等创办 上海  1906 

37 汉帜  章炳麟、陈家鼎、景定成等创办, 东京 1907 

38 民报 1-27 期  张继、章炳麟、田桐、宋教仁等编 东京 1905 8      7,200 10 

39 云南 1-23 期 吴琨、张窗西等编 东京  1906 1       800 10 

40 江浙铁路风潮 1-2 册 上海  1907光绪 33年 1        960 11 

41 民呼日报 1-92 号 于右任、范光启等编 上海 1909 宣统 1 年 2        3,360 11 

42 民吁日报 1-48 上海  1909 1      1,920 11 

43 民立报 于右任,宋教仁等编 1-33 册 1-8270 号 上海  1910 33       60,800 11 

44 新译英国政府刊布中国革命篮皮书陈国权译  1912民国 1年   1        800 11 

45 民国汇报  上海 1913民国2年 1       1,440 11 

46 中华新报 465 至 796 号 张季鸾创办 上海  1917民国6年 9    13,120 12 

47 中国革命实地见闻录 池亨吉 上海  1928 民国 17 年 1       720 12 

48 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 王光祈译 上海  1929 1        960 12 

49 太平杂志 月刊 1-3 期 发起人: 田桐、张继等 上海 1929 1        8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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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东北丛刊 辽宁省教育厅 1-19 号 辽宁 1930民国 19年 10     25,600 12 

51 东北集刊 国立东北大学 1941-1942 1-4 号 三台 1941民国 30年 2     3,840 12 

52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 1-4 号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南京  1932民国 21年 4      7,230 12 

53 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 5-8 号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南京、
昆明 

1937民国 26年 4      8,060 12 

54 边事研究 第 1-4 卷边事研究会 南京 1934民国 23年 9     20,480 12 

55 边疆事情 第 1-4 卷边疆事情社 南京  1935 1      2,690 12 

56 开发西北 第 1-4 号开发西北协会编印 南京 1934 8     18,240 12 

57 西北问题论丛  2-3 辑; 兰州 1942 民国 31 年 1     1,920 12 

58 西南边疆 第 1-18 号 昆明、成都 1938民国 27年 4       9,220 13 

59 制言半月刊 第 1-47 号 苏州   1935民国 24年 14   33,920 13 

60 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 南京  1937 1        1,920 13 

61 战时教育方针 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印 陈立夫着 南京 1938   1      800 13 

62 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经济调查报告 1-7

乔启明等主持，应廉耕等编辑 
重庆 1941 1     1,920 13 

63 战时交通 王沿津编着 重庆 1943民国 32年 1        800 13 

64 长沙会战纪实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篡组编印 长沙 1940 1        960 13 

65 抗战建国六周年纪念丛刊中央执委会编篡 重庆 1943  1        1,440 13 

66 战时中国报业  程其恒编着 马星野校订 铭真出版社 1944民国 33年 1        800 13 

67 海军抗战事迹  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编辑 重庆 1944 1        1,280 13 

68 抗战以来妇女问题言论集  陈庭珍编辑 重庆 1945 1        1,440 14 

69 南洋学报 1-20 期 新加坡  南洋学会 新加坡 1940民国 29年 10   24,320 14 

70 五十年来的世界 潘公展 重庆 1945 1        960 14 

71 第一届立法委员名鉴 南京台北 1948 及续增补 1       1,280 14 

相关时事报刊 18-71号 54种简介: 

18 苏报  胡璋、陈范、章士钊等创办  上海  1896              1 册  台币 800 
      苏报为胡璋先生(铁梅)光绪二十三年创刊于上海, 在驻沪日本总领事馆注册, 

愤官场之腐败,主张始属保皇后变为革命, 延吴稚晖等为主笔, 与章炳麟、蔡元培
等所组织, 为革命运动之指导者, 其同志有徐锡麟、马忠汉、陈伯平、秋瑾等实
行家, 借苏报鼓吹革命, 又有邹容组爱国学社, 发行革命军一书, 章为之序, 苏报
亦为文张之, 说明此书内容, 清廷大怒, 立将苏报严行封闭, 并逮捕相关人等…      

19 苏报案纪事 上海   1896                                 1 册      480 
       亦名癸卯大狱记, 即苏报被禁, 陷相关人等之文字狱, 内容有: 康有为:哀哉无

国之民；燕人: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读革命军、介绍革命军, 读严拿留学生密
谕有愤, 满州警察学生之历史、释仇满、呜呼保皇党、虚无党、贺爱国学社之独
立、敬告国民议政会诸君、革命驳议,, 论仇满生等纪事.. 

20 时务报,  1896-98 梁启超 康有为主持                       8 册    11,940 
       清光绪 22 年(1896)创刊于上海，晚清维新运动中影响较大的报刊, 主编梁启

超提出了「喉舌论」，影响极大。由于张之洞的阻挠，命汪康年兼主笔职务，梁
启超愤然离职由康有为主持出版业务。1898 年 7 月底，光绪帝诏命改为官报，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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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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年拒不遵命, 8 月 8 日停刊，共出 69 期。 

        时务报为维新派人士推行变法新政的主要阵,藉此与维新变法人士进行联系，
并设置许多学会团体, 冲击了清王朝不允许政治结社和集会的传统，使得维新宣
传由文字走向了实践阶段, 时务报开辟了面向世界的窗口, 其中「域外报译」以
英文、日文、法文、俄文等 92 种外文报刊，出版译稿 1706 篇，关于科学知识 145

篇, 被称为「新知新学万花筒」。时务报第一次详细介绍诺贝尔和诺贝尔奖。这些
文章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介绍给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中国科技的发展贡献了自
己的力量。 

21 清议报 4711871497405 梁启超编, 出版地:日本横滨 清光绪24-27年1898-1901 12册  23,360     

 光绪廿四年戊戌政变失败后, 维新派人土梁启超等东走日本, 在横滨创办清议
报(The China Discussion), 为改革运动喉舌。清议报创始于光绪廿四年十一月十一
日(1898), 终于光绪廿七年十一月十一日(1901), 为时三整年, 刊期一百。消议报侧
重倡导民权、介绍西方学说、揭发宫廷秽秘, 其主旨则在广民智、振民气, 有自
强运动, 继之以维新运动。 

22 群报撷华 1927 清议报社编 1898-1901                         1 册   480 
      摘录全国及国外出版发行之报纸含: 选报、上海新闻报、上海中外日报、上海

苏报、各国变法功效法、上海普通学报、上海商务日报、上海时务报、 天津日
日新闻、北京强学报、胶州报、湘报、汕头岭东日报、香港中国日报、香港中国
旬报、香港循环报、澳门知新报、桂林广仁报、新加坡天南新报、叻报、旧金山
文兴日报、 檀香山新中国报、横滨开智录: 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
途. 有关革新救国之论,。 

23 中国旬报 21-22; 25-37期, 陈少白主编, 出版地:香港, 清光绪 26年(1900) 1 册   900 
       主要内容为: 国是、鼓吹录、清国官文、邦交、各国时势、纪乱、南/北省大

事记等, 议论所涉广泛, 相关国家大事拾零、广东惠州乱记事、联军赴粤、联军
驻华计数、法扩津界、俄占铁路中俄交涉、中俄有约、东三省失守始末、军事丛
谈、罢市余闻、章程照录、浙乱又启、记湖北武备学生事、福建保护条约、汕头
交涉、议和情形等, 对内政措施诸多评议, 国际列强外交弱势因应之方, 让读者了
解国内外大事, 清廷施政之无能, 针砭时政以图救国。    

24 国民报汇编 1-4 期 东京 1901 清光绪 27 年                     1 册  480 
      本报始创于辛丑(1901年), 称:长狮一吼百兽震恐, 盖吾国开幕民族主义之第一

出, 至此始交排场, 播革命之种子, 光焰万丈开作璀璨自由之花, 如祥云之布护我
同胞之精神, 赖以招苏我同胞灵魂, 为之震荡…爰汇为此编, 其内容为:社说-说国
民、亡国篇、时论: 二十世纪之中国; 灭亡论; 外论: 论清国财政, 对清策. 译编: 
美国独立檄文、欧洲近代哲学、革命新论 …丛谈: 民权、天赋权与强权之说, 俄
国政体, 孟德斯鸠之论支那, 东方病人, 自由之民… 

25 游学译编  1-12 期 陈天华、杨守仁等创刊   东京   1902-03       3 册 2,560 
此编为湖南留日学生陈天华、杨守仁等于光绪 28 年 10 月(1902), 创刊于东京, 

编者群将所见所学有关日本，俄罗斯及欧美等国之政治、经济、外交，财政、教
育、军事、科技、历史、地理、传记、哲学等有利国家图强、改善人民生计之论
述、学说，陆续译以供国人读之, 期能 
唤起国民精神之进化，以求民族之发，甚幸也。  

26 浙江潮 1-10 期 孙翼中、蒋方震等创刊  东京  1903             5 册 4,160 
       此月刊为在日本留学生组织「浙江同乡会」师生所创办, 以亡国之痛匹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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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 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 以发其雄心, 以养其气魄
奔入于世界, 西望故乡, 愿青年之壮志如浙江潮以自警; 并着眼全体国民有关为
议题立言, 其门类有:社说、论说、学术(政法、实业与经济、哲理、教育、军事、
历史地理、科学、文学) 世界大势、国际政局、极东经营) 丛谈、记事(中国近事、
各国近事)  要皆切实可为我用、增长智识激发志气为宗旨。   

27 湖北学生界 / 汉声  1-6 期 刘成禺等  东京 1903             2 册  2,880 
以输入东西之学说, 唤起国民之精神为宗旨, 由湖北留学日本同人创办, 名之湖北学生界,

初以就学所在及择门分任选译, 后增见闻及专业论述其要目如下: 论说、学说、政法、教育、经

济、实业(农学、工学、商学) 理科、医学、史学、地理、小说、词薮(楚风集、楚言集) 杂俎、 

时评、外事、国闻、留学纪录、湖北调查部纪事。至第五期后改以汉声之名出版发行至八期。  

28 江苏 1-12 期  秦毓鎏、黄宗仰创办 东京 1903-06              6 册   4,480 
       以大声呼曰我爱支那者，我支那无所有, 所有者唯腐败, 而腐败者我江苏之

特色, 而谈腐败者又我江苏杂志之特任, 时时提斯我江苏人者有社说、记事、补
我江苏人之不足, 以助我江苏人者有记言、译篇、时论。 概目: 社说(对于列国之
侵略, 政府之经营, 各租借之治外法权,  通商之外国工商家, 对内地之实业家, 
对军人 对劳动社会等之学说、政法、教育、军事、实业、科学、卫生、 哲理、
地理、史传)、时论、小说、记言、记事、调查录等。  

29 黄帝魂 黄藻编 1903                                         1 册   720 
编者曰何以称黄帝者, 谓天者为之始也, 父母者人之本也,吾虽不欲诵吾黄帝功德, 书中宏 

议具在, 方法井然, 举而行之惟吾同胞, 此黄帝魂之真义也，摘录其目: 黄帝纪年说、君祸、论 

发辫原由、正仇满论、说汉种、王船山史说申义、中国灭王论、义和团与中国之关系、代满政 

府筹御汉人之策、俄据满州后之汉人、孙逸仙与白浪庵滔天之革命谈、革命之原因、驳革命驳 

义、黄河、驳康有为书、覆张之洞书、阅湖南官报、苏报案等救国之论矣。 

30 俄事警闻  1-73 号 蔡元培、叶瀚等编 上海 1903-04             1 册   800 
       俄国出兵占领东省, 谓呜呼; 有二万万方里之旷土为白人所侵占, 国人乃蠕

蠕蠢蠢, 惜生命如故, 贪富贵如故, 争意气如故, 各国实行瓜分之条约, 敌聚我
分, 国亡矣, 俄人者专行侵略主义, 而我国之外交软弱, 贿赂之公行, 于是始于
密约, 终至强占, 致东三省非复我有矣, 此非俄人专其咎, 实我同胞之无抵抗力
有以速也, 乃特设警闻, 以唤起国民使共注意, 各自就其地位猛省之也, 他日举
以相证, 本社各篇所言之义务, 不能尽其十一, 而同胞身受之祸, 国人岂能酣睡
不觉耶.   

31 警钟日报  1-338 号 蔡元培等编 上海 1904-05                 5 册   4,480 
     本日报以宋季仇辽联金, 而据其国之半者, 金也, 方今列强环伺, 相抵相
荡, 以迫而取偿于我, 甲午之役拙于日本, 政府联俄以排之, 又由俄以及德法, 
为我干涉索回辽东, 联俄派泰然自足, 及乎胶威旅大之事既见, 联俄党之积毒, 
反缘之大发, 庚辛以降, 俄人驻兵不撤, 无不深恶痛疾于俄人, 本刊以此为动机, 
因以激国民自立, 以文明攘夷之举动, 于是有俄事警闻之作, 吾国积弱之因, 政
府之因循, 此乃国民之志薄而见短, 徐以醒其自伐之迷梦, 以进于同力之范围, 
则本报所期望者, 扩张警闻也.    

32 中国日报 1201-2371号; 陈少白、冯自由等创办 香港 1904-08四大开  4册  6,720     
中国日报,是孙中山革命期的重要报刊之一,1900年 1月 25日创刊。它是兴

中会最早在香港创办的报纸,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成为该会的机关报,对革命
的宣传和组织活动起了重要作用,鼓吹中国人,号召中外,蔚为大革命之风,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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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舆论以倾覆清廷, 1907年 5月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之役,固亦以中国报馆
为总机关之地也。此报实不啻为全国革命党人之总枢纽,辛亥革命后,中国日报
报社迁往广州,1913 年军阀龙济光攻占广州后,该报被其封禁停版。  该报重要
栏目有: 论说、评论、国内新闻、外国新闻、要闻、来稿、来件、传奇、辑译、
杂俎、谐文、突林、灯谜、词苑、专件、电报等。是研究辛亥革命的珍贵资料。 

33 訄书 章炳麟撰 1904                                       1 册   800 
 章炳麟（1869-1936）, 清末到民初, 相继现身力促社会进化的改革者, 坚决

反清的革命思想家, 捍卫民国的反帝制复辟斗士。他于二十世纪初期，不断编纂
的同一著作《訄书》初刊本、重订本, 通过《訄书》结集映现的歴史实相的考察, 

探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若干异说或疑义, 将对认知帝制中国的末
世史, 有所裨益。章氏以「自古用异国之人才谓客卿」而今有客帝者如满州之入
主中夏是也」称之谬, 攘逐满洲在今日,。有原学、订孔、儒墨、儒道、颜学、
清儒、公言、官统、定律、经武、原教、地治、尊史、解辫法等六十三篇   

34 国民日日报汇编 1-4 集  章士钊、陈由已等编 上海  1904     2 册  1,760 
        发刊词谓: 国者民之集合体, 舆论者造因之无上乘也, 故将图国民之事业不

可不造国民之舆论, 盖舆论者, 必须具有转移社会, 左右世界之力者也, 一纸之
出可以收全国之视听, 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 言论为一切事实之母, 必有
民族之观念, 故以「国民日日报」之组织及言论, 以饷我同胞, 以当今狼猪纵横, 
主人失其故居, 却愿做彼公仆, 为警钟, 以此报之问世为国民之重生之日也。 其
内容有: 社说、讲坛、外论、警闻、政海、学风、实业、短评、 世界要事、地
方新闻、书评、谈苑、文苑、小说等。  

35 二十世纪之支那 田桐、宋教仁等编 东京 1904 (下列三种 35、36、37合装一册)                          
        衙种、后素、黔首、尚武生等创办, 以爱国主义之基础,      一册  800 

得以建设新国家, 使二十世纪之中国趋为世界强国, 其要目为: 图画、论说、学
说、政法、历史、军事、实业、丛录、译丛、文苑、杂俎、时事、时评等.. 为
民报之前身。 

36  洞庭波 章太炎、张家鼎、杨守仁等创办  上海  (24、25、26合装一册) 
        章太炎等创办, 有论著、图画、学术、译丛、时评、文苑、谭苑、附录等 

   37  汉帜  章炳麟、陈家鼎、景定成等创办, 谓而后乃今将树汉帜, 顷者汉族同志, 居于此义, 创

一报以发扬光大, 汉之国徽, 推倒满旗之色线, 于是以汉帜定名, 推斯志也; 有图画、论说、

译丛、时评、时谐、小说、文苑、附录等。  

38 民报 1-27 期  张继、章炳麟、田桐、宋教仁等编  东京 1905-1910       8 册    7,200 
        1905 年秋季, 孙逸仙先生由欧美抵日京, 召集同志会议革命进行方略, 定党名为中国同

盟会, 总部成立于东京, 并决议创办民报, 以振扬革命理论及抱负, 进尔以跻世界于大同, 留

学之士多倾心革命而蓬勃发展, 以讫于 1910 年，功在革命: 民报主要编辑人: 张继、章炳麟、

陶成章、汪精卫; 主要撰着人有: 胡汉明、陈天华、朱大符(执信)、汪兆铭、马君武、汪东、

宋教仁、章炳麟、刘光汉、黄侃、汤增壁、陈去病、苏元瑛、雷昭性、田桐、周作人、汪同

用、冯自由、叶夏声、周仲良、廖仲恺等…    

39 云南 1-2-3 期 吴琨、张窗西等编  东京 1906-1908             1 册    800 
        编者谓: 云南杂志是云南有志之士为云南谋为国家谋者, 苦心孤诣抱有绝

大希望者, 心存图救亡之策, 为故乡父老引颈翘足所期待, 是留学东京人等枯脑
焦心日夜经营者, 以为思想是万事之根本, 曰新闻杂志, 以文明高尚之思, 如亲
承恳切之教心领会, 潜移默化,以滇事之危急, 改良思想之切, 乃努其棉薄之力 



 12 

以出此编.. 其宗旨首重改良思想: 有国家思想, 团结思想: 公义进取、兴实业、
立地方自治、 男女平等思想.. 目录有: 论著、译述、文苑教育、科学、调查、
滇缅界事述略、时评、论滇省举办征兵、论地方自治精神、中外大事表等。 

40 江浙铁路风潮 1-2 册  上海 1907                         1 册     960 
       自苏杭甬铁路借款事起, 江浙人士怵于切肤之痛, 奔走呼号群起立争, 振臂

一呼全国响应, 斯实由人民程度渐进, 知有国家思想激发, 是编萃蕙各报, 计分
九篇为: 苏杭甬全案、延寄章奏、官场函电、两省拒款函电、两省开会纪事、两
省集股情形、时论、杂录。  

41民呼日报 1-92 号 于右任、范光启等编 上海 1909 年 5 月至 1909 年 8 月   
       本报为于右任 1909 年 5 月 15 日创办于上海公共租借  四大开 2 册  3,360 
    并出任社长，聘请范鸿仙、徐血儿、戴天仇等为撰述。该报以「大声疾呼, 为民

请命」为宗旨, 批评腐败官员, 揭露社会阴暗面。甘肃饥荒后, 该报进行了详细
报导和评述, 对总督升允大加抨击。要目: 社说、外论、丛录(小说、天声人语、
传记) 纪事 (宫门抄、上谕、电报)新闻、外评、来函、丛谈、诗话、谐文、图画、
佚史、文苑、金市、钱市、粮食等市况等( 1909 年 10 月 3 日改名民吁日报续刊) 

42 民吁日报 1-48 上海 1909 年 10 月 3 日 至 1909 年 11 月 19 日     四大开 1 册   1.920 

《民呼日报》停刊两月后，于右任在法租界创办《民吁日报》。并在上海各报
刊广告：「本社近将《民呼日报》机器生财等一律过盘, 改名《民吁日报》, 以提
倡国民精神, 痛陈民生利病, 保存国粹, 讲求实学为宗旨」创刊之初改由朱少屏
任发行人, 范鸿仙为社长, 景耀月为总编辑, 创刊不久, 日本前任首相伊藤博文
在哈尔滨遇刺身亡, 《民吁日报》连续发表文章表示其罪有应得, 歌颂刺客安重
根为「血性男儿」, 引起日方不满, 指令其驻沪领事馆照会法租界当局, 将《民
吁日报》于 1909 年 11 月 19 日停刊 

43 民立报 于右任, 宋教仁等编 上海  1910-1911 年 ( 1- 2993 号);  共 33巨册  总价: 60,800 

        于右任在沈缦云资助下于 1910 年 10 月 11 日创办《民立报》。该报仍以民字  
   开头, 表示与《民呼》、《民吁》一脉相承, 人们遂称这三张连续出版的报纸为「竖

三民」, 于右任自任社长, 吴忠信、童弼臣任总经理, 宋教仁任总主笔, 范鸿仙、
景耀月、邵力子、章士钊、叶楚伧、张季鸾、陈其美、吕志伊、马君武等为编辑。
1911 年 7 月 31 日领导长江流域革命活动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  
确定民立报为其机关报。 谓:言论、民族、国家相辅相成, 提倡吾国民自立之精
神, 以民立报者力求为正确之言论, 要目: 社论、新闻(国会、国际、政治、行政、
外交、实业、内政、各地新闻报导等) 宫门抄、上谕、要折、专电、译电、世界
丛谈、通告、 杂录、传记、小说、天声人语、佚史、文苑、笔记等。 

44 新译英国政府刊布中国革命蓝皮书  陈国权译述  1912      1 册    800 
        主要内容为: 自 1911 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起至十二月止, 英国驻北京公使、

各地总领事外交官员及英军水师统帅等军方, 对中国革命军动态评估与清廷之
互动及向英国外交部所做之报告及英国外交部之指示回文等。 

45 民国汇报 上海 1913                                         1 册   1,440 
       民国成立, 舆论大昌, 新闻事业日益发达, 唯国民不能遍阅报章, 故宜有汇选

之作补助之,得使言论势力刊之成书, 可通观全国言论界之趋向, 及了然于政治社
会消长, 影响久远, 本报选录全国报章之精华, 编篡统系之记载, 采择严谨材料, 
以月报体按月发行, 内容含 言论部(政治、法律、外交、财政、边事、军事、交
通、教育、实业、学术等) 记事部(国内及国外); 法令部: (总统命令、院令、部令、
公牍; 杂篡部: (史传、演辞、小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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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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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中华新报 465 至 796 号 张季鸾创办 上海 1917 年 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四大开 9 册   13,120  
       《中华新报》系当时政学系（杨永植、张群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的机关报，

1915年 10月创刊于上海。1916 张季鸾和康心如北上应邀「中华新报」总编辑并
兼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后因刊载安福系政府和日本非法签订「满蒙五
路中日借款合同」的消息，揭露了段祺瑞内阁卖我国宝贵资源的行为, 而触怒了徐
树鑃, 「中华新报」和北京六家报纸、通讯社同时被关闭。1919他担任上海「中
华新报」的总编辑。季鸾自兼数职, 相当艰苦, 民国十三年(1924), 终因不能维持而
被迫停刊。要目: 社论、专论；本馆专电；时评：大总统令、译电、东方通讯社电、
各地快信、国内外紧要新闻、欧战要讯、内政、 外交、谐文、剧评、地方新闻、
本地要闻、杂俎、文苑、译乘、外汇、金市及重要物资商情等。  

47 中国革命实地见闻录 池亨吉 上海 1928                    1 册     720 
       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孙逸仙先生指挥革命军在云南起事, 击破河口、临安、

开化等十余城, 进逼至昆明首府, 其势甚为强烈, 此篇作者「断水楼主人」与孙
逸仙先生偕行, 往来于南清及法领安南间, 于突破镇南关要塞之役, 曾临阵目击
革命之举事, 撰写该起义见闻, 本书除了保存精确的革命史料, 又替一般舍身救
国的烈士们留下许多史迹, 尤关于孙总理之言行及长函短牍, 伟论微言也被保
存许多, 关于黄克强、胡汉明诸同志之记载, 甚有价值, 并附孙逸仙所著「革命
潮」及「建国方略」, 其要目有: 孙序、云南革命军由来、预定行动、檄文、镇
难关之活剧、法国人之中国革命观、战场的第一炮声、天成的自由乡、清朝军
官之意向、云南革命军状况等。  

48 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 王光祈译 上海 1929                           1 册      960 
        译者将德国驻华公使致德国政府及德国外部致驻中国公使之训令, 及以德国为主, 德国

驻美大使, 驻日大使致柏林外交部函电, 美国驻德国大使与柏林外交部, 德国外交部与各驻
在国大使等之函电及训示, 译成中文, 可了解列强对辛亥革命之态度..   

49太平杂志  月刊 1-3 期 发起人: 田桐、张继等 上海 1929                 1 册      800 
敷布五权宪法, 以端风化正人心, 收拾时局, 永致太平为宗旨, 有论文、建都篇、 

选举、中央分治、地方兵制、 国计民生、学术、民权、笔记、革命闲话、文苑、大事记等。 

50 东北丛刊  4711871497030  辽宁省教育厅 1-19号  辽宁 1930-31         10册    25,600 
         收东北作家作品和东北有关著述。分通论、学术、专著、文苑、杂俎、纪事、通讯、书评、

别录、插图 10 类。收金毓黻《东北释名》、宁思承《满洲字义考》、陈思《辛稼轩先生年谱》
等。附《作者略历》。 

51 东北集刊  4711871497047  国立东北大学 1941-1942 1-4 号               2 册    3,840 

52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  4711871497146  1-4 号 南京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1932-36            

                                                                      4 册    7,230 
53 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  4711871497153  5-8 号 南京、昆明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1937-49      
                                                                      4 册    8,060 

54 边事研究  4711871497078  第 1-4 卷  南京 1934-37 边事研究会          9 册   20,480 

55 边疆事情  4711871497085   第 1-4 卷 南京 1935   边疆事情社          1 册    2,690 

56开发西北  4711871497054  第 1-4 号 南京 开发西北协会编印  1934-35    8 册   18,240 

57 西北问题论丛  2-3 辑;  1942-43                                1 册   1,920 
       开发西北必真切研究认识 应兴应革之各种问题, 此论丛由中央训练委员会西北问题 

研究室所编印, 1942-43年, 出版要目为: 建设西北之我见与巩固国防、西北经济建设之根本问题、 
西北文化问题研究、西北精神之历史研究、黄河上游地质概略、开发西北应先建设甘肃及基本研 
究、 甘肃国民教育普及问题、甘肃省之资源生产及物价管理鸟瞰、甘肃农家土地利用分析、稻 
作区种法在甘肃、水利法与西北水利法规辑要、改善西北畜牧问题商榷、戈壁行军之特征、甘肃 
各种统计汇编、西北问题研究室一年工作报告等, 有二、三两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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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西南边疆  4711871497061  第 1-18 号  昆明、成都 1938-44              4 册   9,220 

59 制言半月刊  4711871496880  第 1-47 号  苏州 1935-1937             14 册 33,920 

创于 1925年，由章炳麟主编，孙世扬、潘承弼、沈延国任编辑，共出六十三期。 

60 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 南京 1937                             1 册   1, 920 

       此书于 1936 年所编, 系国民政府发表之提倡经济建设之概要, 由汪英宾策划, 朱应膨、应
成一等编篡，曾养甫、徐恩曾等编辑, 目的在推进经济建设计划, 记载 1936 年以前十年间之
铁道、公路、水利、农业、工业、矿业、林垦、渔牧、航业、邮政、电政、税务、货币、金
融等类别之建设报告 

61 战时教育方针 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印 陈立夫着 1938          1 册    800 
        对日抗战初始, 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定抗战时期之教育方针, 主要纲要: 抗战

建国纲领(庚)教育、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各级教育实施方案 –附国民
参政会关于政府交议各级教育实施方案之意见, 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
工作概况等。  

62 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经济调查报告 1-7 1941 乔启明等主持，应廉耕等编辑 1 册  1,920 
       农民银行为谋洞悉四川省农村经济情形, 于 1941 年成立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 做

研究调查报告, 主要项目有: 自然环境、租佃制度、农场经营、粮食生产成本、食粮运销费用、

农产品价格、农业金融现况、农村物价、抗战对农村经济影响、结论与建议等。  

63 战时交通 王沿津编着  1943                                1 册    800 
本书为抗战建国纲领丛书之一, 要目: 总论(战时交通的理论与范围、政策与

经济关系)、我国战时的交通统制、我国战时的交通组织、我国战时的交通法规、
战时的邮政与电政、战时之铁路与公路、战时之水运、战时之航空等.. 

64 长沙会战纪实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篡组编印 1940            1 册    960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1939),日军以十八万之众, 六路会攻长沙, 战区司令长官薛伯陵洞悉虏 

情, 合围设伏, 歼敌三万, 不失寸土, 创空前胜利, 辑成此篇. 要目: 会战纪要、会战经过概况、

各报对长沙会战全盘之记述、论长沙会战之意义、论我军胜利之原因与关键者、论胜利以后之

工作与任务者、慰劳与祝贺、附会战图八幅、分析概见表三种。 

65 抗战建国六周年纪念丛刊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宣传部编篡 1943  1 册   1,440 

        要目: 抗战六年来之宣传战、抗战六年来之外交、抗战六年来之党务、抗战
六年来之教育、抗战六年来之财政金融、抗战六年来之日寇、抗战六年来之内
政、抗战六年来之军事、抗战六年来之工矿等 

66 战时中国报业  程其恒编着 马星野校订 1944                 1 册   800 
       本书着重于抗战以来新闻事业横断面之介绍, 间亦也对纵面深入叙述,  

对全国二十八省的新闻事业含各地报社及通讯社之调查, 及各地新闻界组织与  
活动情形叙述外, 对蒙古、西藏两地方及重庆上海等大都市分别另述之  

67 海军抗战事迹  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编辑 1944                1 册   1,280 
       要目: 海军抗战纪实(三年来海军抗战工作之检讨与发展方针、1940 年间海军

战绩检讨、江阴抗战记、海军抗战纪略、海军在上海之抗战工作等)、 论述(海
军与国防、抗战期间封锁长江水道与水雷防御之价值、抗战过程海军对国家之
贡献、抗战三年海军战略与战术之检讨、从国防观点论海军建军等)、 舰队战绩
(江阴之血与泪、海军光荣战史、平宁逸端四舰战斗报告、中山舰萨舰长师俊事
略)、炮队战绩、雷队战绩、洞庭湖之怒吼、大孤山血战实纪、敌后布雷游击工
作成绩卓著员兵一览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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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抗战以来妇女问题言论集  陈庭珍编辑 1945                1 册   1,440 
中国妇女运动发轫于辛亥革命前至五四运动传遍全国, 至北伐成功全国统一, 

遂以扶持妇女之发展为政策, 抗战发生, 由于战争洪流之激荡,  有关妇女对问题
之言论, 散见于报章杂志日多, 也有精辟见解与深湛理论者, 足供研讨妇运及社
会问题者之参考, 及足以反映妇女运动之新趋势, 编者搜集自1937至1944年间各
报章杂志有关妇女问题之论文三十三篇, 分类编辑而成此珍贵数据,. 要目有: 专载: 
妇女之革命责任、妇女运动概述:妇女运动之理论基础、妇女参政问题、妇女法律
问题、妇女职业问题、妇女教育问题、妇女修养问题、家庭与儿童等。. 

69 南洋学报  4711871497092  1-20 期 新加坡  南洋学会 1940-64       10 册   24,320  

70 五十年来的世界 潘公展  1945                                 1 册    960 

       要目: 潘公展:五十年来的中国与世界、陈石孚:五十年来的世界大势、胡秋原:五十年来的

民族问题、杨幼炯:五十年来的民主趋向、程绍德:五十年来的经济动态、卢于道:五十年来的

科学进展、杨人楩:五十年来的英帝国、何凤山:五十年来的美国、西门宗华:五十年来的俄国…等。 

71 第一届立法委员名鉴 编委会编印 1948 及后续增补 南京、台北   1 册   1,280 

        此名鉴录有自 1948年南京选出之第一届立法委员及至 1972年止, 在台湾地区 
增补当选者之名鉴, 有籍贯、当选单位、学、经历、照片等. 按第一届立法委员法定
名额为七七三人, 实际选出总名额为七六○人, 增补选名额为一一人, 共为七七一人, 
讫1972年辞职者六三人, 视同辞职者一五○人, 依法注销名籍者五三人, 死亡出缺者
一六一人, 情况不明者二九人,留在香港者二人, 递补者一一二人, 综计来台报到委
员及在台增补委员十一人, 委员人数为五五六人。  
 

新编 /首刊初版 ---  兼有历史  学术性  文学性巨著   
                                

清代朱卷集成  Qing Dai Zhu Juan Ji Cheng  4711871494855   顾廷龙主编 

 陈先行、吴织、顾文韵、胡群耘、童芷珍协编 420册 全套定价:  台币 608,000 

是清代自康熙36年至光绪30年(1697-1904)，创造历史的文武百官
8,288人，其传记、履历、谱系、行谊与科举、功名、菁华文学集
大成于此套「清代朱卷集成」 . 
清代朱卷集成，由三个部份所组成： 

 
一、履历：登入中举人姓名、字号、出生年月、籍贯、撰述、行谊，并载本族谱
系，上自始祖下至子女、同族尊长、兄弟侄辈以及母系、妻系无不加载。凡
有科名、官阶、封典，著作亦注入名下。再录师承传授之受业师、问业师、
之姓名、科名、官阶以示学问渊源有自。  

  二、科份页：载本科科份、中举名次、官职、功名、主考官姓名官阶与批语等 

三、科举文学：科举以文学菁华及其体裁，追求修辞技巧形式的完美，是研究
文学的第一手材料。在考官的评语中，可辨别清代取士的标准，及清代教
育状况。 

本书集科举文献、传记档案、文学、教育资料之大成，清代文武百官履历、
传记撰述、行谊尽收于此。为学术研究极待利用的重要历史文献，各图
书馆、研究所所必备      *附新编人名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