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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明史論著目錄》評介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1752頁。 

張繼瑩
*
 

一 

目錄之學起於劉向、劉歆父子編著《七略》，後《漢書‧藝文志》承繼此

風而成篇。今日秦漢典籍雖有所佚失，但歷代學者仍能領略古代學人的思維、

著述論說的型態以及百家爭鳴的盛景，此實為目錄之功。目錄的整理與編纂在

當今學術上更為重要，完成學術論文要靠書目的累積，檢視他人論文的可信度

往往也從書目入手。無論古今，學問之始，必由目錄奠基。 

臺灣明史學界早有編纂書目的風氣。民國五十二年，包遵彭主編的國防研

究院點校本《明史》，書後附有〈明史研究論文目錄〉，是早期臺灣研究明史的

參考書目。
1

然而，缺漏甚多，
2

目前已經少有人使用。民國五十五年臺灣大學

歷史系夏德儀教授曾組織編輯《明史論文提要》一稿，
3

收錄 179篇文章摘要，

其中收錄許多作品，是來自當時留在大陸的明史專家所撰。對峙的政治氣氛

下，這些著作甚難見到，流通與保存都有朝不保夕之憂。此稿在今日看來，實

有保存文獻的深意。業師徐泓教授當時受業於夏德儀教授，與其役而畢其功，

並於民國六十年撰文〈民國六十年間的明史研究〉，
4

欲一窺民國三十八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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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明史研究及民國三十八年至六十年之間的臺灣明史研究，實賴此文。此

文擴充後，今收入徐泓教授著《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以下簡稱《徐編二

十研究》）。
5 

民國六十八年起，吳智和教授發表〈明史研究中文報刊論文專著分類索引〉

（一）至（六）於 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中國文化季刊》），
6

收錄自民國

元年至六十七年底中文報刊上的明史論文專書，部分內容涉及大陸報刊與出版

品，計收條目 5,543條（以下簡稱《吳編目錄》）。此後吳智和教授自編《明史研

究專刊》，亦以年為單位收入民國六十八年以後的明史論著。吳智和教授於民

國九十三年，與賴福順教授編成《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第五

冊•明清史》的研究書目（以下簡稱《吳賴合編戰後目錄》）。
7

雖然《吳賴合編戰

後目錄》為新出目錄，但比起《吳編目錄》與《明史研究專刊》的書目，無論

篇幅或數量都較前簡略，並沒有全面反映出臺灣近期的研究進展。 

近年來，臺灣明史學界並無目錄工具書的編纂出版，但週期性明史論著目

錄的整理卻未曾停歇。民國八十四年「中國明代學會」成立，即以年度為單位，

針對臺灣明史領域中的學位論文以及研究新作進行目錄整理，並刊載於各期

《明代研究通訊》（2004年改刊名為《明代研究》），行之有年，已成傳統。現在，

更著手收集大陸大學之明史學位論文目錄，期能掌握更全面的學術動態。 

日本學界編纂明史論著目錄的肇始者為山根幸夫教授，他於 1960年編纂

《明代史研究文獻目錄》（以下簡稱《山根編目錄》），
8

收入 1900-1960年間中、

日文論著共 2,515條資料；之後又編成《新編明代史研究文獻目錄》專收日文、

韓文明史文獻（以下簡稱《山根新編目錄》）。
9

這兩套目錄對於掌握日韓學界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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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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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動向，是相當基礎的入門書籍。特別是《山根編目錄》編纂的年代，正處

於世界冷戰時期，臺灣學界多少也能透過《山根編目錄》了解大陸學者的研

究概況。 

大陸明史學界於 1980年代開啟兩岸三地研究目錄的編纂計畫，成果為中

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纂《中國近八十年明史論著目錄》（以下簡稱《八十

目錄》），該書收錄兩岸三地 1900-1978 年間的中文論著，總計一萬餘條。此

書一出可以說是當時最豐富的目錄工具書。
10

然當時的環境下，收錄臺灣學者

的作品並不完整，但已經足以反映當代大陸學界明史研究的概況。2001 年時

大陸學者南炳文亦對二十世紀的明史研究作一回顧，完成《輝煌、曲折與啟示：

二十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一書（以下簡稱《南編二十回顧》），該書特殊的價

值不只是整理書目，更重要是評述大陸明史研究的階段與成果，他認為明史研

究有三個階段：分別是 1949以前的明史研究、1949至文革結束的明史研究以

及改革開放後的明史研究。
11

《八十目錄》收錄的時代正好反映 1949 年以後

的中國明史學界，經歷幾次政治運動後以及文革後調整的研究觀點。2012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再推出《百年明史論著目錄》（以下簡

稱《百年目錄》），收錄文章延續《八十目錄》，其意義在於展現改革開放後三

十年來的明史研究。 

以上簡介臺灣、日本與大陸編纂的明史目錄，由於這些目錄的編成直接或

間接表現三地學術發展的脈絡，故評介《百年目錄》時，兼與臺灣、日本的目

錄成果進行比較，不失為近半個世紀明史研究的側寫。
12 

                                                      
10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纂，《中國近八十年明史論著目錄》（南

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 
11

南炳文，《輝煌、曲折與啟示：二十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天津：天津人民出

版社，2001）。 
12

本文討論的目錄中有兩類不列入討論，一為以作者為提綱編排的《明史論文提

要》，一為以年度編排書目的《明史研究專刊》、《明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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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百年目錄》分上、下兩冊，收錄 1900年至 2005年之間大陸、港、澳、

臺等地正式發表的論著書目。主編許敏教授，任《中國史研究》編審，研究領

域為明代商業與社會史，有多篇史料介紹與研究回顧發表。
13

《百年目錄》的

編纂，緣起 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分立之際。明史

研究室成立後即召開會議，向各界學者諮詢未來發展的建議。會上學者有鑑於

《八十目錄》對研究的影響，認為應該在二十世紀結束時繼續把近二十多年的

新成果編成目錄供大眾使用。這樣的契機下，明史研究室開始投入編纂此書。

《百年目錄》比起《八十目錄》的資料量，增添近三萬條以上的資訊，編排的

結構也有所調整，既有傳承亦有創新。 

《百年目錄》中採取編目分類的方式來整理龐大的資訊。分類項目包括：

總論、政治、軍事、法律、經濟、社會、民族、思想文化與教育、中外關係、

宗教與信仰、科技、地理與環境、文學藝術、文獻與檔案文書、文物考古、人

物、研究綜述與資料、書評、著作。每項目之下又分若干小主題，閱者可以很

快依照自己關注的焦點找到相關的論著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從《八十目錄》到《百年目錄》的綱目分類有不少調整與

改變，從中可以看到學風與治學方法的變化。舉例來說，「農民起義」是中共

史學相當重要的熱點。
14

《八十目錄》中把「元末農民起義和明朝建立」列為

同一項目收錄，似乎意指元末的動亂都與農民起義有關，明朝的建立也是農民

起義的結果。這個觀點在《百年目錄》中則改列入「政治」大項目下的小主題

之一，且不全是談論「元末農民起義」，而是廣泛收錄「農民戰爭與民變」的

議題，兼及「元末群雄」。《百年目錄》中將元末各地勢力廣泛歸入「農民戰爭

與民變」之中，不再統稱「元末農民起義」，詞彙也增加了「元末群雄」來指

稱反元的勢力。這顯示，近期研究已經觸及到元末各地反元的勢力確實不單只

有農民，由於組成多元，以「元末群雄」來概括或許更為符合歷史事實。 

                                                      
13

許敏資料詳見：http://ich.cass.cn/UserInfo.asp?UserID=93，檢索日期：2013.11.10。 
14

南炳文，《輝煌、曲折與啟示：二十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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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日本學界的目錄，元末的各種動亂在《山根編目錄》中置於「一般史」

與「階級對立」兩節之中，在《山根新編目錄》中則置於「一般史」與「反亂」

當中。這個趨勢也與中國學界的轉變類似，不再將元末戰爭視為單一階級的活

動，也不單純視反元為階級鬥爭的產物。雖然說元末群雄或者反亂的定義，仍

不免有價值觀判斷的語意存在，但脫離意識形態，尋求歷史真相作為分類項目

的改變相當值得肯定。 

臺灣由於不受階級史觀的影響，因此處理元末動亂的議題時，也就相對多

元而不受概念辭彙的限制。《徐編二十研究》特別討論「元末革命的性質」，認

為民初以來反元革命早有民族革命說以及社會革命說兩派，社會革命說主要是

反駁純以民族思想解釋「元末革命」發生的單一性。例如蒙思明、薩孟武以

及錢穆的論文都指出「元末革命」的複雜，不能純粹以一種原因來概括元末

動亂。
15

《吳編目錄》以傳統正史的編纂思維為綱，將反元勢力分以朱元璋反

元事蹟與非朱元璋反元歷史來作分類。關於朱元璋反元的研究在《吳編目錄》

收入「綜論」中的「帝王」主題。非朱元璋陣營的反元勢力則收入「社會」項

下「諸階層」中。《吳賴合編戰後目錄》承襲《吳編目錄》的想法，以同樣的

方式分類反元的動亂。此外，《吳賴合編戰後目錄》也注意到元末宗教力量對

社會的影響，因此在「社會經濟」項下的「民變、教亂」之中收入元末白蓮

教的研究。看起來《吳賴合編戰後目錄》擴充原編議題的項目，但增收的條

目有限。 

三 

《八十目錄》中將「政治、軍事、法律」列為一大項，但在《百年目錄》

中已經分成三大獨立項目。可見政治、軍事、法律的議題在近三十年都有長足

發展。政治項目下，《百年目錄》的分類不再單以宦官、黨社等主題收錄，而

將此類問題統合在「政治集團」的主題之下。這樣的改變基本上也與近期政治

史研究中著重人際網絡與權力運作的新視野有關。在「政治集團」主題下收錄

                                                      
15

徐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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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宦官（閹黨）、東林、復社、幾社與明遺民等議題。可見現今看待中國傳統

政治，不只重視結黨的行為，更重視這些政治集團背後的共同目標與利益基

礎。對照《徐編二十研究》以「明季之黨爭與社盟」為題統合此類文章，雖然

沒有明言「政治集團」，但「社盟」的觀念已指涉此一領域。只是「社盟」項

下的文章指出，並非所有明末諸社都是專務於政治之上。這或許也是因為結社

行為本身目標的多樣性，才選擇「社盟」這樣的辭彙加以表達。 

若以「政治集團」定義來看，黨社是有形的組織，共同目標或利益結合是

無形的力量，那麼這個項目幾乎可以廣義包含整個政治史的領域。例如：明初

殺戮功臣、大禮議等政治的大事件似乎都可以歸類到這個項目之下。然而，若

將大事件都歸入「政治集團」之下，為遷就「政治集團」的概念，反而淡化事

件的特殊性。因此《百年目錄》也只能偏取其有形的部分來歸類文章。這或許

是《山根編目錄》沒有政治集團規劃的考量；也可能是《吳編目錄》與《吳賴

合編戰後目錄》以「結社、黨爭」及「明末黨爭結社及其變動」為收文條目

的主因。 

「軍事」方面，《徐編二十研究》主要是以邊防與戰爭事件來設立項目，《吳

編目錄》分了「總論」與「戰史」，一部分軍事制度問題分在「政治」項下。《吳

賴合編戰後目錄》則籠統以「軍事」納之。《八十目錄》則細分「通論」、「衛

所」、「兵器」、「軍餉」、「其他」項目。其中「軍餉」的文章，《百年目錄》把

軍餉放到更廣大的範圍中來思考，改成「後勤保障」的主題。雖然此項收錄的

文章不多，但從內容來看，多少有從數字考實的研究變成探討實際運作層面的

轉向。故而，在新立項目預見的未來是軍備、軍餉、糧草徵集與運輸等老問題

都可能以新觀點進行討論。 

社會經濟的問題方面，《八十目錄》中原將「社會經濟」列為同一項目。《百

年目錄》則分為「社會」、「經濟」兩項。其中不乏歷史研究觀念改變的痕跡。

例如《八十目錄》中特別立了一項「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但《百年目錄》

則分散到「政治」項下的「農民戰爭與民變」以及社會項下的「社會分層與社

會群體」之中。顯示近年研究除了階級對立的議題外，更重視是階級的形成與

各階層的流動與互動。學術走向不再只是強調對立的矛盾，更有對共同生活步

調的關注以及生活文化的重視。因此，《百年目錄》立有「社會生活」的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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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由於調整對立關係的認識，以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概念為中心的社會

觀察也就得到修正。《百年目錄》之中首次出現「社會管理」的概念。由於以

管理代替控制，於是「社會保障」類目就顯得特別有意思，似乎將一個社會所

面臨的「風險」也列入管理的範圍之內，舉凡賑濟、荒政都收在此類目之中。

臺灣《吳賴合編戰後目錄》應該也注意到類似的問題，所以在「社會經濟」項

目下特立「社會事務」，同樣收入災荒與荒政的文章，這與「社會管理」的概

念頗有相通之處。 

《百年目錄》以「政治集團」、「社會管理」作為分類項目，可以說是特別

醒目的地方。過去的目錄多是以人、事、物來進行分類，《百年目錄》則引入

社會科學的概念來重新定義分類項目。然而，歷史是處理時間轉移時人、事、

物變化的軌跡，《徐編二十研究》嘗試將條目結合時間軸線來處理分類，例如：

「資本主義萌芽」的項目在《百年目錄》中是單獨存在的項目，但《徐編二十

研究》則繫於「明代中、後期的經濟與社會」之下。兩種編法並無優劣之分，

但值得思考的問題是設立靜態的概念項目，要如何表現時間變動的影響與結

果，顯然是編纂者體例上的兩難問題。 

四 

分類方式不同顯示早期學者的研究焦點與現代焦點的差異。《南編二十回

顧》中在改革開放時期以後的明史研究中特別新立一項「區域史方面」，可見

以區域為研究對象的歷史著作已有相當成果。
16

因此《百年目錄》特別重視分

區特色的類目設置，這是在《八十目錄》中所未見的。反映在《百年目錄》「經

濟」項下，除了收錄土地、賦役、財政、人口、農工商等議題外，也列出「區

域經濟」，內容收有江南、福建、廣東、湖廣、西南、東北、西北、臺灣研究

的文章；「社會」項下也特別列出「區域社會」一項。《徐編二十研究》、《吳編

目錄》、《吳賴合編戰後目錄》、《山根編目錄》、《山根新編目錄》收錄文章多集

中 1980年以前，區域研究的文章數也許不夠，因此沒有在目錄上顯現出來。 

                                                      
16

南炳文，《輝煌、曲折與啟示：二十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頁 14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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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目的設置反映了近期學術的潮流。例如目前對環境史的重視，《南編二

十回顧》已經指出「人類活動與自然相互關係方面」是近期的主流，
17

《百年

目錄》則出現「地理與環境」一類。除了吸收《八十目錄》中「歷史地理」項

目下的內容，更增添自然災害以及開發對環境的影響，相關環境議題也可在此

類中找到；除《八十目錄》缺列宗教外，各目錄都有宗教項目。《百年目錄》

更有佛教、道教及民間信仰的分類，並立伊斯蘭教、基督教的分類，可見編者

已經意識到世界宗教在中國的多元發展與研究概況。當前學術強調「全球化」

的議題，編者試圖在《百年目錄》「中外關係」的類目中，以明朝與世界各區

的交流作為主軸來展現西方中心以外的「全球化」過程。議題也就從中日、中

歐以及鄭和下西洋，轉向明朝與全球各地的交流。
18

 

不過《百年目錄》要全面反映當前學術走向卻非易事，例如醫療史的發展

是從社會史中逐漸發展出來，然而在《百年目錄》社會項下卻沒法列出醫療史

的項目，反而醫療史的相關文章皆歸入科技項下「醫藥」的部分。這大概是編

目設定時很難避免的問題，畢竟醫療史與科技史中的醫藥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非要同中求異也是強人所難。 

目錄編纂的變化，不但可以看到一個研究議題逐漸擴展的過程，也可以體

會到歷史研究者因本身的立場不同，對歷史的著眼點將產生不同的興趣與解釋

方式。例如南明與鄭成功（1624-1662）的議題，《八十目錄》、《百年目錄》、《吳

編目錄》、《吳賴合編戰後目錄》都把南明與鄭成功收錄在「政治」一類，《徐

編二十研究》繫於「明朝衰亡與南明抗清之研究」之下。《山根編目錄》則把

「鄭氏および南明」放在「日明關係」之下；《山根新編目錄》則不把南明放在

「日明關係」之下，
19

但無論是《山根編目錄》或《山根新編目錄》都在外交

                                                      
17

南炳文，《輝煌、曲折與啟示：二十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頁 164-165。 
18

改革開放後，中外關係不再緊繃，所以改革開放後有大量作品出現。與 1949年以

前專注於中日、中歐關係上有所不同，此時對於明與世界各地的交流研究紛紛出

現。見南炳文，《輝煌、曲折與啟示：二十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頁 11-13、15-19、

185-201。 
19

鄭成功因其母親為日本人，因此在日本相當受到重視。日本殖民臺灣之時即大力

塑造鄭成功與日本的關係，一直到二次大戰後日本投降，仍執著於鄭成功是日本人

這個說法。此思潮是否影響到《山根編目錄》的分類仍有待觀察，因為在「鄭氏お

よび南明」項目下收有鄭氏乞師日本的研究，不過為數甚少，也許是《山根新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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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軍事分類上展現對「日、明關係」的關懷。 

同樣的情況在民族問題上更為明顯。中國各地的民族複雜，中共建立政權

後，強調民族平等，對中國境內民族進行識別的政策，並在學術上推動民族研

究。因此民族研究本來就是兼具歷史與現實兩方面的考量。
20

《八十目錄》中

以各區各族編纂目錄；《百年目錄》編者則以區域的方式來統合民族的研究，

民族項下分有民族政策、東北、北方、西北、西南以及中南與東南地區。比較

日本學者的目錄，《山根編目錄》與《山根新編目錄》中都放在「周邊史」項

下。仔細閱讀《山根編目錄》與《山根新編目錄》的內容可以發現，其中細項

也有變化。《山根編目錄》中「周邊史」項下為「朝鮮‧滿洲」、「蒙古」、「南

方」、「西方」；《山根新編目錄》則是「朝鮮‧琉球‧臺灣」、「滿州」、「蒙古」、

「南方」、「西域‧西藏」。這個變化也相當有趣，一方面可以理解為從 1960年

到 1993年研究方面的擴大與新論文的成果累積；另一面則從分類中看到日本

的興趣議題仍與明治維新後中日關係的歷史遺產有關，
21

所謂的「周邊史」大

概與現實政治環境都脫不了關係。由此，也可以聯想到《八十目錄》與《百年

目錄》之中，「民族」項下，文章數量甚鉅之因，大概也是政治環境對「民族」

議題的重視所致。 

臺灣編纂的目錄中《吳編目錄》將民族類文章收於「邊陲關係」；《徐編二

十研究》則強調明朝為中心與「周邊各民族」的關係。從現實來看，臺灣政治

經驗沒有經歷大陸深刻的民族問題，也沒有經歷日本對亞洲的想像，反而更能

以收錄文章的視角來設計分類項目。若從收文內容來看，《吳編目錄》與《徐

編二十研究》所收之文多是民國三十八年以前的文章，當時流行的解釋觀點都

是以中原為中心的詮釋角度。綜合這兩項因素，臺灣學者設計收文項目自然偏

向以明王朝為中心的立目方向。 

                                                                                                                                       
錄》調整的原因。日本對鄭成功崇拜的相關問題，參見高致華，《鄭成功信仰》（合

肥：黃山書社，2006），頁 272-285。 
20

南炳文，《輝煌、曲折與啟示：二十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頁 52。 
21

1949 年以前中國明史研究中很熱門的題目有滿清入關前的東北以及明代中日關

係，這其實某方面也是對映日本侵華的背景而出現的研究脈絡。南炳文，《輝煌、

曲折與啟示：二十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頁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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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分類立目要求周全並不容易。中日學界思想文化的文章數量相當龐大，《山

根編目錄》與《山根新編目錄》都以王陽明（1472-1529）及「陽明學派」作為

中心主軸來做為分類界線，兼及日本漢學的發展。臺灣《吳編目錄》處理思想

研究的方式，則以《明儒學案》的編目法則來做為分類標準，這可能是早期學

者研究學術思想時，多數是延續《明儒學案》進行研究的影響。
22

《百年目錄》

在「思想文化與教育」項下囊括了「通論」、「哲學」、「史學」、「教育」、「科舉」、

「語言文字」、「藏書與刻書」、「其他」等項目。這承襲《八十目錄》的分法，

僅增設「教育」、「科舉」兩項。以科舉來說，到底要放在制度、文化或者社會，

確實都值得進一步思考。再說「哲學」一項，明代後期王學雖然相當盛行，但

從宋到明的變化，以及非王學的學術思想該如何歸類到一個大類，則有賴於設

計更細緻的主題類目。但《百年目錄》刪除《八十目錄》以思想家與其群體設

計的主題類目，也因此讀者在檢閱《百年目錄》時，會感覺整個明代的思想籠

統地放在「哲學」之內，分類的意義也就相對減弱。 

《百年目錄》收錄大量臺灣學者的研究。早期胡適研究《水滸傳》以及民

國四十九年時為〈皇明監國魯王壙誌〉作跋的文字，皆收錄在目錄之中。
23

再

檢視《百年目錄》索引所列的臺灣學者，幾乎涵蓋臺灣研究明史的先進與後輩，

可見其對臺灣研究者的掌握是相當詳細的。唯仔細檢閱後，仍發現收錄文章不

全的問題。大型目錄缺漏在所難免，但有些文章失收實在相當可惜。例如：徐

泓教授曾對明史書籍有諸多點評之作，但民國七十二年一篇評論孟森著新校點

本《明史講義》的書評即不見蹤跡。
24

該文指出《明史講義》新校點本的疏漏

與改寫之失，應是學者研究版本相當重要的參考文獻，失收於目錄，是讀者一

大損失。又如何淑宜教授條目下僅收一篇〈岸本美緒教授「明清社會與身分感

                                                      
22

臺灣在社會文化史興盛之前，思想史研究無論在質與量都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中文、哲學等學科也經常討論明代學人、學術，現有的臺灣目錄似乎都還沒有反

應這個趨勢。 
23

胡適的文字在《吳編目錄》與《吳賴合編戰後目錄》皆無收錄。 
24

徐泓，〈評孟森著新校點本《明史講義》〉，《漢學研究》，1：2（1983），頁 7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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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演講側記〉，
25

卻沒有收錄何譯岸本美緒專書序言的內容。
26

讀者若能兩文

對看，更有機會理解「明清社會與身分感覺」這個主題，少了譯文難免覺得有

些未盡之感。
27

 

書目工具書的價值不僅在收錄全否，更重要是某些分類將有助於後學者擴

展學術的眼光。《百年目錄》中最少有五個方面展現此遠見： 

（一）收入國外研究作品的譯文條目。此大有助於學者接觸國外學者的研

究。以臺灣學界相當熟悉的濱島敦俊教授為例，
28

閱讀濱島教授的文章單從日

文入手，初學者頗感困難。筆者記憶所及，〈圍繞均田均役的實施〉的中文譯

本，
29

相信是許多人認識濱島教授作品的敲門磚。所以，《百年目錄》特別收

錄翻譯文獻一類，對學術基礎的入門指引有相當的貢獻。唯獨可惜的是，《百

年目錄》中對於 2005年以前濱島教授著作的中文譯本，只收錄了一半而已，

缺漏之文包括：〈圍繞均田均役的實施〉、〈業食佃力考〉、
30

〈「主佃之分」小

考〉、
31

〈舊中國江南三角洲農村的聚落與社區〉、
32

〈近世江南金總管考〉、
33

〈近

                                                      
25

何淑宜，〈岸本美緒教授「明清時期的身分感覺」演講側記〉，《明代研究通訊》，6

（2003），頁 115-120。 
26

岸本美緒著、何淑宜譯，〈明清地域社會論的反思──「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新

書序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30（2000），頁 164-176。 
27

何淑宜教授著作目錄見：

http://120.126.128.237/joomla/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03&It

emid=262，檢索日期：2013.11.10。 
28

濱島敦俊教授著作目錄見：

http://www.his.ncn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13&It

emid=336，檢索日期：2013.11.10。 
29

濱島敦俊，〈均田均役の実施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33：3（1974），頁 393-423。

中譯：欒成顯譯，〈圍繞均田均役的實施〉，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

史論著選譯》，第 6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192-228。 
30

濱島敦俊，〈業食佃力考〉，《東洋史研究》，39：1（1980），頁 118-155。中譯：陳

柯云譯，〈業食佃力考〉，收入李範文，陳奇猷主編，《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2（西

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 123-163。 
31

濱島敦俊，〈「主佃之分」小考〉，收入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編集委

員會編，《東洋史論叢：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東京：刀水書房，1986），頁

392-412。中譯：收入趙毅、林鳳萍主编，《第七屆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長

春：東北師範大學，1999），頁 1-8。 
32

濱島敦俊，〈明清時代、江南農村の「社」と土地廟〉，收入明代史研究會明代史

論叢編集委員會編，《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汲古書院，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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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江南李王考〉、
34

〈農村社會：研究筆記〉
35

以及中文論著〈日本靜嘉堂文庫

所藏《朱文肅公集》和朱國禎〉、
36

〈江南角洲的聚落和共同體：「村界」、「產

權」問題商榷〉等文。
37

 

（二）重視「文獻與檔案文書」、「文物考古」的編目。「文獻與檔案文書」

中收錄甚多文獻資料的評述，其中關於地方志、地方文獻以及公私藏尺牘的介

紹與研究，許多都是藏於大陸圖書館的善本，這些都有助於臺灣學者開拓資料

以及研究的視角。「文物」的編目收入明代的考古報告與相關研究，這是臺灣

學者較少注意的層面。眾所周知，文物能與文字互證歷史，但由於過去取得考

古資訊不易，甚少見到學者專門討論文物與文字的關係，這個項目的介紹或許

將來能使臺灣學界討論明史議題時有更多互相發明的可能。 

（三）收錄報紙上所登的明史專文。報刊明史專文向來甚少為臺灣學者引

用。隨機檢閱下發現有不少名家都曾在報紙上發表明史的專論。這部分的資

料，除了讓今日學者見到專業史學家面對大眾時書寫的特色外，也可以看到史

學家受到政治影響，創作「古為今用」的時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研究明末

歷史必讀的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這篇文章原先發表在《新華日報》。當時

為民國三十三年歲次甲申，郭沫若意有所指，把國民政府比做崇禎朝，而毛澤

                                                                                                                                       
頁 1325-1357。中譯：〈舊中國江南三角洲農村的聚落與社區〉，《歷史地理》，10

（1992），頁 91-101。 
33

濱島敦俊，〈近世江南李王考〉，收入梅原郁編，《中國近世の法制と社會》（京都：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3），頁 511-542。中譯：〈近世江南海神李王考〉，

收入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 6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7），頁 217-248。 
34

濱島敦俊，〈近世江南金總管考〉，收入小野和子編，《明末清初の社會と文化》（京

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頁 375-413。中譯：〈近世江南金總管考〉，

收入鄭振滿、陳春聲主編，《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頁 183-221。 
35

濱島敦俊，〈農村社會：覺書〉，收入森正夫等編，《中國史學の基本問題 4•明清

時代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7），頁 155-180。中譯：沈中琦譯，〈農

村社會：研究筆記〉，收入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近代

中國的鄉村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255-279。 
36

濱島敦俊，〈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朱文肅公集》和朱國禎〉，收入中國明代研究

學會主編，《明人文集與明代硏究》（臺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1），頁 13-27。 
37

濱島敦俊，〈江南角洲的聚落和共同體：「村界」、「產權」問題商榷〉，《東吳歷史

學報》，14（2005），頁 10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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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的紅軍則類比為李自成的部隊。透過檢討李自成的歷史來鼓舞中共士氣，

創造必能打敗國民政府的氣氛，並借鑑李自成失敗之因，以免中共重蹈覆

轍。這篇文章在中共內部一直是相當重要的文獻，是中共黨人史學古為今用

的代表作之一。
38

自郭沫若後，討論李自成、張獻忠的文字多見於報章之

上。
39

1949年之後，更是屢見報刊上出現明末動亂、李自成與張獻忠魂歸何處

的報導（頁 85-101）。這些不只是明史的重要資料，更是當代史的見證。
40

這些

都會是將來討論當代明史研究時，史學史上不可缺少的材料。 

（四）收錄「書評」與「研究綜述與資訊」之文。將此類列為目錄收編標

準是相當有遠見的。書評是可以快速理解重要著作的途徑；而現代學術會議上

經常有許多精彩的文章與爭鋒的討論，但不見得會出版，而討論的交鋒更少在

研討會後的論文集中出現。唯有紀實能讓讀者理解到當時學術討論的焦點，這

對後學者在研究角度的開拓，方法上的提升都是非常有幫助的文類。 

（五）各類中增列「其他」項目。「其他」項目原為編者難以歸類時的權宜

之計，然而細讀這些「畸零」的文章卻也相當有啟發，例如軍事項下的其他類

中，南炳文、湯綱所著〈明代軍屯士卒的地位〉、盧仲維著〈明代奮勇禦外寇

的廣西士兵〉、范植清著〈永保士兵在明代歷史上的活動軌跡〉、黃翥平〈棚兵

抗清略述〉（頁 157-158），幾篇文章似乎都在說明軍事制度下無名士卒的狀況，

這也許是社會史可以繼續關注的議題。另外在經濟項下的其他主題，收錄了關

於消費以及旅遊的文字（頁 301），似乎也顯示收錄項目設定仍有擴大的空間。

明代消費以及旅遊的研究在臺灣已經累積了相當的研究成果，或許在將來的目

錄中可以見到議題的更新。 

                                                      
38

徐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頁 135。 
39

郭沫若文出版之後，國民黨即在《中央日報》發表〈糾正一種思想〉來抨擊郭文。

1949 年以前李文治、殷海光都曾在《中央日報》上討論李自成、張獻忠的問題。

詳見徐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頁 141。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

研究室編纂，《百年明史論著目錄》，頁 85。 
40

目前已有學者從毛澤東對明史的運用與吸收來解釋明史於當代中國政治上的重要

性。見翟志成，〈毛澤東對明代歷史文化的吸取和應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76（2012），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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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部大型工具書最重要的就是方便閱者查找，本書以製作作者索引，正與

目錄以主題作為分類，相互為用。只是索引仍有美中不足之處：《八十目錄》

採取筆畫檢索，但《百年目錄》卻採取拼音檢索。漢字不論繁簡都以象形為基

礎，以筆畫檢索似乎比較便利。世界對漢字的拼音本來存在不同的系統，而《百

年目錄》並未交代採行的拼音系統，實造成不同地區使用者的困擾。在編目上，

《八十目錄》中在大項目下繫有小主題，再按照文章出版年分依序排列。《百年

目錄》雖依照這個邏輯編纂，但在《百年目錄》中小主題卻不見於編目中。

在文章量大增之下，讀者檢索《百年目錄》時卻少了《八十目錄》中一目了

然的便捷。 

此外，同作者不同名的處理，並未統一條目，反而分立在不同項目，例如

岸本美緒與中山美緒實為同一人，卻有兩個條目存在。書目中也有錯植的情

況。臺灣明史大老張哲郎教授即誤植為「張哲誠」（頁 1726）。而簡體與繁體

互換時也造成一些錯誤，已故的鄭樑生教授轉成簡體時變成「鄭梁生」，這些

都是造成使用者誤解的地方。目錄收文中也偶見誤收與明代無關的文章。例如

王孝廉著〈血櫻──關於霧社事件（上）〉、〈以血寫在山崗的名字──關於霧

社事件（下）〉（頁 70）。不過這麼大量的資訊，要全然無誤也是苛求，但將

所見一二小疵著錄訂正。 

目錄的編纂不僅是論文條目的累積，更重要的是從各目錄分類的過程理解

到學術演進的變化，以及史學家不停透過新觀點審思過去研究的價值與地位，

同時也顯示出各地學者投注明史研究的心力與時代精神的關懷。由此觀之，《百

年目錄》無疑是一部既能鑑古也能知今的工具書，更讓人期待的是編者於書後

所言：「原意將國外學者的著作同時收入，但未盡全功。」更待來日，能有機

會見到更新一版的明史論著目錄以及國外明史研究目錄的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