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及參考書目 ▎

引用及參考書目：

（法）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喬治．杜比
（Georges Duby）主編：《古代人的私生活》，李群﹑洪慶明﹑
楊家勤等譯，三環出版社 2007。
（英）艾茲赫德（S. A. M. Adshead）：《世界歷史中的中國》，
姜智芹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法）安田樸（Rene Etiemble）：《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
耿昇譯，商務印書館 2000。
（美）詹姆斯．奧唐奈（James J. O'Donnell）：《新羅馬帝
國衰亡史》，夏洞奇﹑康凱﹑宋可卿譯，中信出版社 2013。
（英）班國瑞（Gregor Benton）﹑林春編：《傳記還是杜
撰？— 海外學者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
大風出版社 2008。
柏楊：《醜陋的中國人》，古吳軒出版社 2005。
北京電子管廠﹑廣播學院《商君書評註》小組：《商君書評
註》，中華書局 1976。
（ 德 ） 沃 爾 夫 岡． 貝 林 格（Wolfgang Behrigher）：《 運
動通史：從古希臘羅馬到 21 世紀》，丁娜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
（美）卜凱（John L. Buck）：《中國農家經濟》，張履鸞譯，
商務印書館 1936。
（英）克里斯．布雷瑟（Chris Brazier）：《另類世界史 —
打開歷史廣角》，黃中憲譯，（臺灣）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2002。
（法）弗爾南．布羅代爾（Frenand Braudel）：《世界史綱》，
肖昶等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
（法）弗爾南．布羅代爾（Frenand Braudel）：《15~18 世
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顧良﹑施康強譯，三聯書店
1993。
（美）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文明的
征程》，李靜新﹑周惠來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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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朱迪斯．本內特（Judith M. Bennett）﹑沃倫．霍利斯
特（C. Warren Hollister）：《歐洲中世紀史》10 版，楊寧﹑李韻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7。
（ 美 ） 傑 里． 本 特 利（Jerry Bentley） ﹑ 赫 伯 特． 齊 格 勒
（Herbert Ziegler）：《新全球史 — 文明的傳承與交流》三版，
魏鳳蓮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
（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格力高利．布魯（Gregory
Blue）主編：《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古
偉瀛等譯，新星出版社 2005。
（美）蔡愛眉（Amy Chua）：《起火的世界》，劉懷昭譯，
（香港）泰德出版有限公司 2004。
曹樹基：《大饑荒 — 1959~1961 年的中國人口》，（香港）
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2005。
曹天予主編：《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 中國改革
中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7。
陳伯達：《人民公敵蔣介石》，人民出版社 1962。
陳方正：《繼承與叛逆 — 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三
聯書店 2009。
陳啟雲：《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歷史論析》，北京大學出版
社 2001。
陳守實：《中國古代土地關係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陳啟天校釋：《商君書校釋》，商務印書館 1935。
陳奇猷校註：《韓非子集釋》，中華書局 1974。
陳永發﹑沈懷玉﹑潘光哲﹑周維民：《家事﹑國事﹑天下事：
許倬雲 80 回顧》，（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1。
程念祺：《國家力量與中國經濟的歷史變遷》，新星出版社
2006。
「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課題組：《胡繩論「從
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崔志海：《蔡元培傳》，紅旗出版社 2009。
（英）崔瑞德（Denis Twichett）﹑魯惟一（Michael Loewe）
編：《劍橋中國秦漢史，公元前 221 年至公元 220 年》，楊品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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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加）格溫．戴爾（Gwynne Dyer）：《戰爭》，李霄壟﹑
呂志娟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7。
（美）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
鋼鐵 — 人類社會的命運》，謝延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6。
（英）Raymond Dawson 編輯：The legacy of China（《中
國的遺產》），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美）喬納森．德瓦爾德（Jonathan Dewald）：《歐洲貴族：
1400~1800》，姜德福譯，商務印書館 2008。
《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 1989~1993。
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編：《中國古代經濟
史論叢》，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3。
董曉陽：《俄羅斯利益集團》，當代世界出版社 1999。
〔唐〕杜佑：《通典》，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2005。
（法）杜丹（Jules Toutain）：《古代世界經濟生活》，志揚譯，
商務印書館 1963。
（美）方嵐生（Franklin Perkins）：《互照：萊布尼茨與中國》，
曾小五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美）亨得里克．威廉．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
《美國史事》，姜鴻舒等譯，北京出版社 2001。
樊樹志：《國史 16 講》，中華書局 2006。
（美）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中國：傳統與變遷》，
張沛﹑張源﹑顧思兼譯，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2。
馮天瑜：《「封建」考論》，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6。
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人民公社怎樣實行供給制》，福建
人民出版社 1958。
傅築夫：《中國經濟史論叢》，三聯書店 1980。
傅築夫：《中國經濟史論叢》續集，人民出版社 1988。
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人民出版社 1982。
（德）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銀資本：
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
（ 德 ） 安 德 列． 貢 德． 弗 蘭 克（Andre Gunder Fran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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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吉爾斯（Barry K. Gills）主編：《世界體系：五百年還是
五千年？》郝名瑋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
（美）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貨幣的禍
害 — 貨幣史片斷》，安佳譯，商務印書館 2006。
（美）弗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歷史的終
結》，本書翻譯組譯，遠方出版社 1998。
高亨：《商君書註釋》，中華書局 1974。
高敏：《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探討》，人民出版社 1987。
高王凌：《租佃關係新論 — 地主﹑農民和地租》，上海書
店出版社 2005。
（法）勒納．格魯塞（
Grousset）：《偉大的歷史》，
秦傳安譯，新世界出版社 2008。
（法）勒納．格魯塞（
琪譯，商務印書館 1998。

Grousset）：《草原帝國》，藍

（英）邁克爾．格蘭特（Michael Grant）：《羅馬史》，王
乃新﹑郝際陶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顧准：《希臘城邦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2。
〔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四庫善本叢書》。
顧潮編：《大家國學．顧頡剛》，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郭沫若：《中國史稿》，人民出版社 1976。
郭沫若：《奴隸制時代》，人民出版社 1973。
韓琦：《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及其影響》，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韓國磐：《魏晉南北朝史綱》，人民出版社 1983。
（ 美 ） 芮 樂 偉． 韓 森（Valerie Hansen）：《 開 放 的 帝 國：
1600 前的中國歷史》，梁侃﹑鄒勁風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7。
賀凌虛註譯：《商君書今註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7。
何 齡 修 ﹑ 劉 重 日 ﹑ 郭 松 義 ﹑ 胡 一 雅 ﹑ 鍾 尊 先 ﹑ 張 兆 麟：
《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 — 孔府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1。
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三聯書店 1979。
胡陽﹑李長鐸：《萊布尼茨二進制與伏羲八卦圖考》，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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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 2006。
（美）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
（美）黃仁宇：《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臺灣）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 2001。
（美）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臺灣）時報文化
出版有限公司 2000。
（美）黃仁宇：《地北天南敘古今》，（臺灣）時報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2000。
（美）黃仁宇：《近代中國的出路》，（臺灣）聯經出版事業
公司 1999。
（美）黃仁宇：《資本主義與 21 世紀》，（臺灣）聯經出版
事業公司 1993。
（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
1986。
（英）約翰．霍布森（John M. Hobson）：《西方文明的東
方起源》，孫建黨譯，山東畫報出版社 2010。
侯建新主編：《經濟 ∼ 社會史評論》2 輯，三聯書店 2006。
（英）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羅馬帝國衰亡史》
（D. M. Low 節編本），黃宜思﹑黃雨石譯，商務印書館 1997。
（ 英 ） 安 東 尼． 紀 登 斯（Anthony Giddens）：《 第 三 條
路：社會民主的更新》，鄭武國譯，（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9。
翦伯贊：《翦伯贊歷史論文選集》，人民出版社 1980。
江南：《蔣經國傳》，（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4。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中華書局 1986。
金庸：《金庸散文集》，作家出版社 2006。
金一南：《苦難輝煌》，華夏出版社 2009。
金雁﹑秦暉：《經濟轉軌與社會公正》，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2。
金觀濤﹑劉青峰：《毛澤東思想和儒學》，（臺灣）風雲時
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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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毓黻﹑田餘慶等編：《太平天國史料》，中華書局 1959。
（英）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歷史是什麼？》陳
恆譯，商務印書館 2007。
（美）唐納德．卡根（Donald Kagan）﹑史蒂文．奧茲門特
（Steven Ozment）﹑弗蘭克．特納（Frank M. Turner）：《西
方的遺產》八版，袁永明﹑陳繼玲﹑穆朝娜等譯，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09。
康有為：《大同書》，古籍出版社 1956。
（美）艾爾弗雷德．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哥倫
布大交換 — 1492 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鄭明萱譯，
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2010。
孔經緯：《中國封建經濟史述略》，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1。
（美）凱瑟琳．奎塞（Catherine Keyser）：《體改所與政
策制定 — 毛以後中國的專業化研究》，方冶立譯，（香港）大
風出版社 2008。
（英）傑弗里．勞埃德（Geoffrey E. R. Lloyd）：《古代世
界的現代思考 — 透視希臘﹑中國的科學與文化》，鈕衛星譯，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8。
李零：《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8。
李守實：《中國古代土地關係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李登輝：《臺灣的主張》，（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9。
（新加坡）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新加坡）世界書
局 1998~2000。
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光明日報出版社 2002。
李吉奎：《孫中山與日本》，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6。
（英）李約瑟（Joseph 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中
國科學技術史》翻譯小組譯，科學出版社 1975~2008。
李約瑟文獻中心編：《李約瑟研究》1 輯，上海科學普及出
版社 2000。
（荷蘭）彼得．李伯賡（Peter Riebergen）：《歐洲文化史》，
趙復三譯，（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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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治﹑江太新：《中國地主制經濟論 — 封建土地關係發
展與變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
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
司 2001。
栗勁：《秦律通論》，山東人民出版社 1985。
厲以寧：《羅馬 ∼ 拜占庭經濟史》，商務印書館 2006。
梁曉：《世界是平的嗎？》（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7。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80。
梁啟超：《名人傳記》，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2。
梁啟超：《李鴻章傳》，海南出版社 1993。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 1988。
梁漱溟：《我生有涯願無涯 — 梁漱溟自述文錄》，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13。
廖士祥：《談「喫飯不要錢」》，江西人民出版社 1959。
（俄）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共中
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
1964。
林劍鳴：《秦漢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林劍鳴：《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林博文：《跨世紀第一夫人宋美齡》，（臺灣）時報文化出
版社 2000。
（英）安德羅．林克雷特（Andro Linklater）：《世界土地所
有制變遷史》，啟蒙編譯所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6。
劉源：《劉少奇與新中國》，（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5。
劉巖：《中國文化對美國文學的影響》，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劉海翔：《歐洲大地的中國風》，海天出版社 2005。
劉濟崑編著：《毛澤東詩詞全集》，（臺灣）海風出版社有
限公司 1991。
劉純﹑王揚宗編：《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李約瑟難題及其
255
22

歷史哲學超歷史
相關問題研究論著選》，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2。
劉德增﹑孫明良﹑劉英偉：《亞細亞文明》，山東教育出版
社 1998。
劉小楓﹑林立偉編：《中國近現代經濟倫理的變遷》，（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8。
魯迅：《且介亭雜文》，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3。
（美）羅伯特．路威（Robert H. Lowie）：《文明與野蠻》，
呂叔湘譯，三聯書店 1984；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8。
呂振羽﹑裴文中﹑尹達﹑楊向奎﹑田餘慶﹑唐長儒﹑鄧廣
銘﹑韓儒林﹑吳 ﹑鄭天挺：《大師講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
社 2007。
（英）羅素（William Russell Russell）：《論歷史》，何兆武﹑
肖魏﹑張文傑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英）羅素（William Russell Russell）
：
《中國問題》，秦悅譯，
學林出版社 1996。
羅爾剛：《太平天國史事考》，三聯書店 1979。
（美）丹尼．羅伊（Denny Roy）：《臺灣政治史》，何振盛﹑
杜嘉芬譯，臺灣商務印書館 2004。
（美）羅斯托采夫（M. Rostovtzeff）：《羅馬帝國社會經濟
史》，馬雍﹑厲以寧譯，商務印書館 1985。
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黃山書社 2008。
樓勁﹑劉光華：《中國古代文官制度》，甘肅人民出版社
1992。
（法）馬雷（Malet）：《西方大歷史》，胡祖慶譯，海南出版
社 2008。
馬立誠：《歷史的拐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馬可波羅行紀》，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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