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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1-12月）海外中國法律史研究論著目錄 

（臺灣出版） 

劉欣寧 

 

一、通代 
（具有概論性質，跨域不同斷代的作品） 

（一）專書 

岡本隆司著，郭清華譯，《日中關係 1500年：從朝貢、勘合到互市，政冷經熱交

錯影響下的東亞歷史》，臺北：麥田，2019年 3月。 

 

（二）論文 

方瀟，〈天災與人禍：傳統中國對地震的政府問責機制及其現代啟鑒〉，《法制史

研究》35，2019年 7月。 

 

二、先秦 

（一）專書 

陳炫瑋，《考古發現與《左傳》文獻研究》，臺北：萬卷樓，2019年 7月。 

劉芮方，《周代爵制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8年 3月。 

 

（二）論文 

李念祖，〈從〈洪範〉到憲法典──天命哲學的典範轉移〉，《法制史研究》35，

2019年 7月。 

林育瑾，〈以韓非思想反思人權的本質與爭議〉，《臺大文史哲學報》91，2019年

5月。 

洪巳軒，〈誰能制定較好的法律？論《韓非子》法治理論的根本困難〉，《政治科

學論叢》81，2019年 9月。 

楊勝傑，〈談儒家對法治社會的省思──以「是否贊成廢除死刑政策」為例〉，《中

國語文》125：6，2019年 12月。 

 

三、秦漢魏晉南北朝 

（一）專書 

王萌，《北魏北部邊疆與民族政策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 3月。 

彭豐文，《魏晉南北朝時期邊政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 3月。 

                                                 
 本目錄由陳品伶小姐協助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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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家驥，《中古大軍制度緣起演變史論（上、中、下）》，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

年 3月。 

 

（二）論文 

水間大輔，〈秦漢時期的死刑與暴屍、埋葬〉，收錄於法律史研究室主編，《中華

法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情、生命刑》，臺北：中研院史

語所，2019年 12月。 

佐佐木滿實，〈從簡牘資料看秦代的夫妻關系及其建立〉，收錄於黃人二等著，《出

土文獻與中國經學、古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高文，2019

年 9月。 

何有祖，〈里耶秦簡綴合札記（二則）〉，《中國文字》新 44，2019年 3月。 

沈培，〈嶽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和北大秦簡《教女》「莫親於身」及相關問

題簡論〉，《中國文字》2019：夏＝1，2019年 6月。 

林宏哲，〈西漢西域的軍政管理──西域都護、戊己校尉拾零〉，《中正歷史學刊》

22，2019年 12月。 

林益德，〈秦代律令中的黃金與銅錢問題──以岳麓秦簡、里耶秦簡為中心〉，《法

制史研究》35，2019年 7月。 

林獻忠，〈百年來漢代戍卒研究──以漢簡為中心〉，收錄於中國中古史研究編輯

委員會編，《中國中古史研究（十八）》，臺北：蘭臺，2019年 12月。 

高震寰，〈試論秦律中的「君子」及其在爵制發展史上的意義〉，《早期中國史研

究》11，2019年 12月。 

莊正沅，〈東漢「經明行修」策略下的士風與禮法衝突──以示範效應、道德困

境為論〉，《雲漢學刊》38，2019年 10月。 

許惠琪，〈論法律之價值精神──《史記》「張釋之執法」意旨新探〉，《淡江中文

學報 》41，2019年 12月。 

陳中龍，〈秦法與秦國父系家庭的形成〉，《早期中國史研究》11，2019年 12月。 

楊耀文，〈《嶽麓秦簡（伍）》簡 198/1620「不聽父母笱若與父母言」試釋〉，收錄

於黃人二等著，《出土文獻與中國經學、古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中：高文，2019年 9月。 

劉欣寧，〈秦漢律令中的婚姻與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0：2，

2019年 6月。 

劉欣寧，〈秦漢律令中的婚姻與奸〉，收錄於法律史研究室主編，《中華法理的產

生、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情、生命刑》，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19

年 12月。 

鄭雅如，〈漢制與胡風：重探北魏的「皇后」、「皇太后」制度〉，《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0：1，2019年 3月。 

 

 



3 

 

（三）評論與回應 

顏世鉉，〈《秦簡牘研究》評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9：1，2019年 3月。 

 

四、隋唐五代 

（一）專書 

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桃園：昌明文化，2019年 3月。 

齊陳駿，《敦煌學與古代西部文化》，桃園：昌明文化，2019年 3月。 

劉進寶，《敦煌文書與中古社會經濟》，桃園：昌明文化，2019年 3月。 

嚴茹蕙，《唐日文化交流探索：人物、禮俗、法制作為視角》，臺北：元華文創，

2019年 11月。 

 

（二）論文 

古怡青，〈試論唐代皇帝巡幸的乘輿制度〉，《法制史研究》36，2019年 12月。 

白照傑，〈官方身份認證下的數字統計──再論唐代「合法道士」人數〉，收錄於

釋妙江主編，《身份認同及群體建構：第四屆五臺山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臺北：新文豐，2019年 6月。 

吳麗娛，〈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代地方機構行用的狀〉，《禮俗之間：敦煌書儀

散論》，桃園：昌明文化，2019年 3月。 

李猛，〈貞觀十一年「道前佛後」詔與僧團回應──兼談此詔對長安僧團身份認

同的刺激〉，收錄於釋妙江主編，《身份認同及群體建構：第四屆五臺山信仰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2019年 6月。 

李猛，〈原則與例外：武德中後期「偽亂地」廢省寺僧之實施〉，《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0：3，2019年 9月。 

林冠群，〈解析吐蕃變法圖強與《史記》之間的關連性〉，《法制史研究》35，2019

年 7月。 

施萍婷，〈本所藏敦煌唐代奴婢買賣文書介紹〉，《敦煌石窟與文獻研究（下）》，

桃園：昌明文化，2019年 3月。 

施萍婷，〈延祐三年奴婢買賣文書跋〉，《敦煌石窟與文獻研究（下）》，桃園：昌

明文化，2019年 3月。 

洪銘吉，〈唐代中、日兩國官學經學教育之關聯──以《唐六典》、《令義解》之

記載為例〉，《弘光人文社會學報》22，2019年 6月。 

陳俊強，〈唐代死刑發展的幾個轉折〉，收錄於法律史研究室主編，《中華法理的

產生、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情、生命刑》，臺北：中研院史語所，

2019年 12月。 

馮培紅，〈歸義軍官吏的選任與遷轉──唐五代藩鎮選官制度之個案〉，《敦煌學

與五涼史論稿（上）》，桃園：昌明文化，2019年 3月。 

黃正建，〈新舊《唐書‧刑法志》的比較研究〉，收錄於法律史研究室主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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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法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情、生命刑》，臺北：中研院

史語所，2019年 12月。 

劉竣承，〈評《唐代高層文官》〉，《中正歷史學刊》22，2019年 12月。 

聶順新，〈元和元年長安國忌行香制度研究──以新發現的《續通典》佚文為中

心〉，收錄於湛如主編，《淑世超邁出世、紐帶多過界分：佛教與東亞宗教寺

院的多重社會作用與功能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2019年 2月。 

 

五、遼宋金元 

（一）專書 

周峰，《五代遼宋西夏金邊政史》，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 9月。 

徐昱春，《元代法定刑考辨》，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 3月。 

葛仁考，《元代直隸省部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 3月。 

 

（二）論文 

田雲昊，〈宋代禁妓法令初探〉，《史穗》10，2019年 11月。 

朱浩毅，〈《折獄龜鑑》「尚德緩刑」思想芻議──以「宥過」、「矜謹」兩門為例〉，

《史學彙刊》38，2019年 12月。 

李如鈞，〈宋人對西漢名法官張釋之的評價〉，《史學彙刊》38，2019年 12月。 

洪金富，〈元代姦非案疑題試解〉，收錄於法律史研究室主編，《中華法理的產生、

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情、生命刑》，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19年

12月。 

高婉瑜，〈宋代檢驗書的身體認知及語言初探──以《洗冤集錄》下肢詞為例〉，

《淡江中文學報》40，2019年 6月。 

趙晶，〈論宋太宗的法律事功與法制困境──從《宋史‧刑法志》說起〉，《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0：2，2019年 6月。 

趙晶，〈論宋太宗的法律事功與法制困境──從《宋史‧刑法志》說起〉，收錄於

法律史研究室主編，《中華法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情、

生命刑》，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19年 12月。 

劉曉，〈元代法律形式與法律體系的構建〉，收錄於法律史研究室主編，《中華法

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情、生命刑》，臺北：中研院史語

所，2019年 12月。 

羅仕龍，〈從律法價值的推崇到文學位階的確立：《竇娥冤》在法國的傳譯與接受〉，

《戲劇研究》23，2019年 1月。 

 

（三）評論與回應 

黃寬重，〈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評述〉，收錄於《藝文中的

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人際關係》，新北：臺灣商務，2019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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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寬重，〈陶希聖的中國社會史研究歷程〉，收錄於《藝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

的文化活動與人際關係》，新北：臺灣商務，2019年 7月。 

 

六、明清 

（一）專書 

卜鍵，《天有二日？：禪讓時期的大清朝政》，臺北：三民，2019年 5月。 

于之倫，《清朝中前期正式法律淵源研究（1644-1840）》，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

年 3月。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增訂版）》，臺北：國

立臺灣大學，2019年 9月。 

周忠，《明代南京守備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 3月。 

屈春海，《清宮檔案》，臺北：海鴿文化，2019年 2月。 

張凱特，《重構人間秩序：明代公案小說所示現之文化意蘊》，臺北：臺灣學生書

局，2019年 7月。 

許毓良，《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以武力控制為核心的討論》，新北：花木蘭文

化，2019年 3月。 

陳志豪，《清代北臺灣的土地開墾與「邊區」社會（1790-1895）》，臺北：南天，

2019年 5月。 

陳殷宜，《清朝回疆伯克制度研究（上）》，臺北：文史哲，2019年 7月。 

陳殷宜，《清朝回疆伯克制度研究（下）》，臺北：文史哲，2019年 8月。 

瞿見，《言出法隨：《採運皇木案牘》校箋與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

3月。 

 

（二）論文 

王日根，〈由《備邊司謄錄》看清代東亞海域北段沿海貿易實態〉，《淡江史學》

31，2019年 9月。 

王志亮、王淑華，〈晚清監獄之亂象〉，《矯政》8：3，2019年 7月。 

王泰升、曾文亮、吳俊瑩，〈清治時期傳統中國的審案機制〉，收錄於王泰升編，

《多元法律在地匯合（台灣史論叢‧法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

年 8月。 

吳大昕，〈明初的雜職官制度〉，《明代研究》32，2019年 6月。 

吳靜芳，〈穿鄉越境：清代檔案所見賣藥人的活動與行銷手法〉，《長庚人文社會

學報》12：1，2019年 4月。 

吳靜芳，〈藥物與犯罪：清代刑案所見麻藥的使用及其風險〉，《故宮學術季刊》

36：3，2019年 11月。 

李文良，〈從「客仔」到「義民」：清初南台灣的移民開發與社會動亂（1680-1790）〉，

收錄於李文良編，《成為台灣客家人（台灣史論叢‧客家篇）》，臺北：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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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2019年 9月。 

李翹宏，〈清代番地治理與族群地權關係：以鳳山溪流域的竹塹社與客家佃戶為

例〉，收錄於徐正光等編，《臺灣客家研究論文選輯 3：客家聚落與地方社會》，

新竹：國立交通大學，2019年 1月。 

邱怡靜，〈試論清朝前期文化政策對宗教政策的影響〉，《華岡史學》6，2019年 3

月。 

張華克，〈建州女真將士獎功實例考析（上）〉，《中國邊政》218，2019年 6月。 

張華克，〈建州女真將士獎功實例考析（下）〉，《中國邊政》219，2019年 9月。 

張筱梅，〈嘉道時期國家權力與社會秩序的重整──以道光七年南匯京控案為主〉，

《史匯》22，2019年 12月。 

張群，〈也談清代犯罪存留養親的現代價值──一個學術史的回顧與思考〉，《法

制史研究》36，2019年 12月。 

陳志豪，〈隘糧與大租：清代竹塹地區合興莊的隘墾事業與閩粵關係〉，收錄於陳

麗華等編，《臺灣客家研究論文選輯 2：客家形成與社會運作》，新竹：國立

交通大學，2019年 1月。 

陳志豪，〈清代臺灣的番屯制度與墾莊建構：以竹塹地區的九芎林莊為例〉，收錄

於李文良編，《成為台灣客家人（台灣史論叢‧客家篇）》，臺北：國立臺灣

大學，2019年 9月。 

陳韻如，〈「刁婦／民」的傳統中國「（非）法」秩序──預測論、潛規則與淡新

檔案中的姦拐故事〉，《中研院法學期刊》2019：1，2019年 10月。 

鹿智鈞，〈風俗與法律──以清朝之「安科禮」為討論中心〉，《法制史研究》36，

2019年 12月。 

傅想容，〈清代禁令桎梏下的《金瓶梅》傳播〉，《國文天地》35：7＝415，2019

年 12月。 

楊奇霖，〈「佛法」與「王法」：佛教在清帝國身份認同中的作用──以康熙朝喀

爾喀蒙古一世哲布尊丹巴為中心〉，收錄於釋妙江主編，《身份認同及群體建

構：第四屆五臺山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2019年 6

月。 

葉高樹，〈實營伍而濟兵艱：清朝的養育兵制度〉，《法制史研究》36，2019年 12

月。 

劉芳亭，〈清乾隆時期臺灣「娶番婦佔番業」的歷史意義再探──以岸裡大社為

例〉，《新北大史學》25，2019年 6月。 

鄭維中，〈帶入西方法律的荷蘭統治者〉，收錄於王泰升編，《多元法律在地匯合

（台灣史論叢‧法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 8月。 

鄭螢憶，〈清代臺灣官員「番界」認識與番人分類的演變〉，《國史館館刊》60，

2019年 6月。 

鄭螢憶，〈從屬與分立：十八世紀「北港」社群的形成與番社行政〉，《臺北文獻》

208，2019年 6月。 



7 

 

謝曉輝，〈當直接統治遭遇邊疆風俗：十八到十九世紀湖南苗疆的令典、苗俗與

「亂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4，2019年 6月。 

 

（三）評論與回應 

王學深，〈書評：評 Shuang Chen, State-Sponsored Inequality: The Banner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Northeast China〉，《漢學研究》37：3，2019年 9月。 

馬超然，〈劉錚雲《檔案中的歷史：清代政治與社會》 評介〉，《法制史研究》36，

2019年 12月。 

蔡亞龍，〈評介李新峰《明代衛所政區研究》〉，《明代研究》33，2019年 12月。 

闞緒強，〈超越概念之外：評陳亞平《尋求規則與秩序：18-19世紀重慶商人組織

的研究》〉，《法制史研究》36，2019年 12月。 

 

七、近現代（1840-1949） 

（一）專書 

王慧婷，《黨同伐異：「反革命罪」及其爭議（1927-1931）》，新北：花木蘭文化，

2019年 3月。 

和田春樹著，易愛華、張劍譯，《日俄戰爭：起源與開戰》，新北：廣場，2019年

7月。 

黃自進、陳佑慎、蘇聖雄主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一九三 O年代的華北

特殊化（共三冊）》，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年 10月。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九一八事變的發生與中

國的反應》，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年 12月。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華

的破壞與侵逼》，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年 12月。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國民政府北伐後中日外

交關係》，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年 12月。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國民政府北伐後中日直

接衝突》，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年 12月。 

吳宇凡，《從存史到資政：民國以來檔案管理政策與制度變革（1912-1987）》，臺

北：國史館，2019年 10月。 

吳豪人，《「野蠻」的復權：臺灣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與現代法秩序的自我救贖》，

臺北：春山，2019年 5月。 

岡本真希子著，郭婷玉等譯，《殖民地官僚政治史：朝鮮、臺灣總督府與日本帝

國（上、中、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 10月。 

宮崎聖子著，郭婷玉譯，《殖民地臺灣之青年團與地域變貌（1910-1945）》，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 3月。 

栗原純著，徐國章譯，《日本帝國主義與鴉片：臺灣總督府的鴉片政策（增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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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 6月。 

《國史館現藏總統副總統檔案目錄──蔣中正》編輯委員會編，《國史館現藏總

統副總統檔案目錄──蔣中正》第三編（17-22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2019年 7月。 

《國史館現藏總統副總統檔案目錄──蔣中正》編輯委員會編，《國史館現藏總

統副總統檔案目錄──蔣中正》第四編（23-32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2019年 11月。 

常雲平等主編，《中國戰時首都檔案文獻‧戰時交通》，臺北：崧燁文化，2019年

12月。 

畢凌雪，《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農業融資法制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 3

月。 

許峰源，《南京國民政府參與國際聯盟的歷程（1928-1937）》，新北：致知學術，

2019年 12月。 

陳小沖，《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關係史研究：1895-1945》，臺北：崧燁文化，2019

年 1月。 

陳隼東等主編，《臺灣省政府糧食處檔案清冊目錄》，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19年 5月。 

陳鋕雄，《日治時期的臺灣法曹》，臺北：元照，2019年 5月。 

臺灣憲兵隊著，宋建和譯，《臺灣憲兵隊史》，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

7月。 

歐素瑛等編，《國史館現藏總統副總統檔案目錄──陳誠》，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2019年 11月。 

鄭洪泉等編，《中國戰時首都檔案文獻‧黨派活動》，臺北：崧燁文化，2019年 3

月。 

魯靜如、王宜強編著，《溺女、育嬰與晚清教案研究資料匯編》，新北：花木蘭文

化，2019年 9月。 

戴天昭，《臺灣政治社會變遷史》，臺北：前衛，2019年 5月。 

邊文鋒，《「東亞通」薩道義與庚子和談》，新北：花木蘭文化，2019年 3月。 

 

（二）論文 

尤重道，〈日據時期臺灣繼承制度暨爭議問題之探討（上）〉，《全國律師》23：7，

2019年 7月。 

尤重道，〈日據時期臺灣繼承制度暨爭議問題之探討（下）〉，《全國律師》23：8，

2019年 8月。 

王宏志，〈「著名的第十三款」之謎：圍繞 1843年中英《善後事宜清冊附粘和約》

的爭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3，2019年 3月。 

王泰升，〈日治時期刑事司法與台灣社會的變遷〉，收錄於王泰升編，《多元法律

在地匯合（台灣史論叢‧法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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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泰升，〈近代西方憲政體制的到來〉，收錄於王泰升編，《多元法律在地匯合（台

灣史論叢‧法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 8月。 

王泰升，〈原住民族相關法制的回顧及省思〉，收錄於王泰升編，《多元法律在地

匯合（台灣史論叢‧法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 8月。 

王泰升，〈戰後初期新內地的再延長與法律現代化〉，收錄於王泰升編，《多元法

律在地匯合（台灣史論叢‧法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 8月。 

王泰升，〈戰後的繼受當代歐美日本法制及法學〉，收錄於王泰升編，《多元法律

在地匯合（台灣史論叢‧法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 8月。 

王泰升，〈臺灣法律史的提出及學科化〉，《中研院法學期刊》2019：1，2019年 10

月。 

王麒銘，〈臺灣總督府與對岸的日本領事：領事兼任總督府事務官之考察〉，收錄

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十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 5月。 

王麗香，〈日治時期臺灣中學校的課後監督者──「教護聯盟」研究〉，收錄於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十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

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 5月。 

末武美佐，〈日治初期臺灣家畜疫病預防政策之試行──以海港獸類檢疫為中心

（1896-1911）〉，《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2，2019年 12月。 

安西真理子，〈日本統治期台湾の警察官‧鈴木清一郎と出版検閲：『臺灣出版關

係法令釋義』刊行の背景〉，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十屆臺

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 5月。 

安西真理子著，洪幸音譯，〈臺灣日治時期警察鈴木清一郎與出版檢閱：《臺灣出

版關係法令釋義》刊行之背景〉，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十

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

5月。 

何義麟，〈戰後在日臺灣人的國籍轉換與居留問題〉，收錄於許雪姬編，《來去台

灣（台灣史論叢‧移民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 10月。 

何燿光，〈十九世紀末中日對地緣威脅認知的建構、理解與回應──以海權為中

心的差異詮釋〉，《通識教育學報》5，2019年 12月。 

吳有道，〈日據臺灣不動產物權變動之研究──以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944

號為例〉，《中國地方自治》72：8，2019年 8月。 

吳俊瑩，〈臺灣法律專業社群的研究史回顧（1992-2017）〉，《中研院法學期刊》

2019：1，2019年 10月。 

李君山，〈七七事變之前的冀察政務委員會〉，《臺大歷史學報》63，2019年 6月。 

李佩蓁，〈制度變遷與商業利益──以中英商人在臺灣樟腦貿易的行動為中心

（1850-1868）〉，《新史學》30：1，2019年 3月。 

沈靜萍，〈多元鑲嵌的日治時期台灣人家族法〉，收錄於王泰升編，《多元法律在

地匯合（台灣史論叢‧法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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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志隆，〈臺灣清領、日治時期的神明會買賣契約文書──以嘉義溪口曾家古文

書為例〉，《中正歷史學刊》22，2019年 12月。 

東山京子，〈台湾総督府専売局文書のアーカイブズ的研究〉，收錄於國史館臺灣

文獻館編輯組編，《第十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 5月。 

東山京子著，陳妙娟譯，〈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文書的檔案性研究〉，收錄於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十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 5月。 

東山京子，〈臺灣總督府文書管理體制的建構與崩解〉，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編，《總督府檔案與臺灣統治》，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 5月。 

林文凱，〈清帝國在台灣的早期現代統治理性：對東、西方現代性演變的再思考〉，

收錄於湯志傑編，《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台灣出發的反省》，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2019年 2月。 

林文凱，〈清代到日治時代臺灣統治理性的演變：以生命刑為中心的地方法律社

會史考察〉，收錄於法律史研究室主編，《中華法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

刑法志、婚外情、生命刑》，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19年 12月。 

林佩欣，〈臺灣總督府的統計情報流通體系：以鶯歌庄為中心的探討〉，《臺北文

獻》209，2019年 9月。 

林政佑，〈近三十年臺灣刑事司法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研院法學期刊》2019：

1，2019年 10月。 

林慶弧，〈戰後初期臺灣省立圖書館的接收與營運──以《山范交接檔案》為例

之觀察（1945-1947）〉，《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刊》23/24，2019年 4月。 

金子肇，〈不服從民意的代表──新國會的「議會專制」〉，收錄於深町英夫主編，

《中國議會百年史──誰代表誰？如何代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

年 11月。 

金觀濤、劉青峰、邱偉雲，〈中國現代主權觀念形成的數位人文研究〉，《二十一

世紀》172，2019年 4月。 

侯嘉星，〈中研院近史所《農林部檔案》介紹及其相關議題討論〉，《檔案半年刊》

18：2，2019年 12月。 

姜子浩，〈1918-1923年間日本對華文化政策的形成、傳播與落實──以留學政策

為切入點〉，《新北大史學》25，2019年 6月。 

施應犢等著，〈日治初期臺灣警察權行使實況之分析──以 1898-1899 年《臺灣

日日新報》為中心〉，《新北大史學》24，2019年 2月。 

洪廣冀等著，〈從「本島森林的主人翁」到「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臺灣森林計

畫事業區分調查的再思考（1925-1935）〉，《臺灣史研究》26：2，2019 年 6

月。 

胡孝忠，〈民國廣州光孝寺之侵佔、發還所見國家和佛教身份認同研究〉，收錄於

釋妙江主編，《身份認同及群體建構：第四屆五臺山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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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臺北：新文豐，2019年 6月。 

胡家瑜、林欣宜，〈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問題的再檢視〉，收錄於徐正光、

陳板主編，《臺灣客家研究論文選輯 3：客家聚落與地方社會》，新竹：國立

交通大學，2019年 1月。 

苗延威，〈軍閥政權與身體政治：馮玉祥主政時期的河南省放足運動及其反挫

（1927-29）〉，《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1：2，2019年 6月。 

姬凌輝，〈醫療、法律與地方社會：民國時期「劉梁醫訟案」再探〉，《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4，2019年 6月。 

孫宏雲，〈區域代表或職業代表？──國民黨對職業代表制的理解和運用〉，收錄

於深町英夫主編，《中國議會百年史──誰代表誰？如何代表？》，臺北：國

立臺灣大學，2019年 11月。 

孫家紅，〈他山之玉：鞏濤先生與他的中國法律史研究〉，《法制史研究》35，2019

年 7月。 

徐世博，〈科舉制度與清末上海書業市場：以崇德公所和書業公所為中心的探討〉，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5，2019年 9月。 

高木友規，〈日治後期臺中州季節保育所的發展──以政策施行為主〉，《師大臺

灣史學報》12，2019年 12月。 

張力，〈江南造船所承造美船之追討欠款交涉（1917-1936）〉，《國史館館刊》61，

2019年 9月。 

張安琪，〈日治初期殖民地舊慣溫存下的官廟政策〉，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

輯組編，《第十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2019年 5月。 

張泰蘇著，肖煒霖譯，〈比較法在現代中國的發展〉，《法制史研究》36，2019年

12月。 

許佩賢，〈戰爭時期街庄的教育行政與教育實況──以《臺北州檔案》為中心的

探討〉，《臺北文獻》209，2019年 9月。 

許蕙玟，〈從標頭到商標──以施錦玉香鋪為例〉，收錄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

組編，《第十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2019年 5月。 

陳姃湲，〈一場以失敗收場的殖民地實驗：1910年代臺灣對娼妓就業契約的公證

義務化及其廢除〉，《臺灣史研究》26：2，2019年 6月。 

陳宛妤、王泰升，〈日治初期資本主義財產法制的確立〉，收錄於王泰升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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