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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源流》第 38 期 96 年 3 月 
 
1. 尋根修譜記/ 許明鎮 
2. 臺灣陳姓族譜目錄/ 陳永瑞 
3. 臺灣地名產生的歷史淵源/ 孫英龍 
4. 臺灣閩客族群的血緣與修譜新觀念/ 林瑤棋 
5. 1980 年代以來閩臺的媽祖研究/ 陳碧 
 

《臺灣風物》第 57 卷 1 期 96 年 3 月 
 
1. 鹿港布袋戲師--圳師的軼事/ 李繼賢 
2. 國家與民俗節日的關係--以清明節為例/ 蔡佩娥 
3. 王朝道德與族群慣習之間--試論清代臺灣竹塹社「異姓宗族」的形成 -下-/ 李季樺 
4. 清季搶船事件與臺灣沿海地區民眾風俗/ 許進發 
5. 日治時代小運送業與臺灣倉庫株式會社/ 王珊珊 
6. 細說「西北颱」吹翻火車慘案/ 周明德 
7. 「曾文農民組合」中領導分子的角色探討/ 陳景峰 
 

《臺灣風物》第 57 卷 2 期 96 年 6 月 
 
1. 基隆八斗子漁業發展與漁村生活/ 卓佳芳 
2. 論日治時期新學會之發展與時代意義/ 謝崇耀 
3. 論日治時期新學會之發展與時代意義/ 謝崇耀 
4. 基隆八斗子漁業發展與漁村生活/ 卓佳芬 
5. 臺北洲美里龍舟文化祭--屈原宮觀光化的期待/ 黃麗雲 



 

 
107

 最 新 期 刊 目 次

6. 談 1900 年代出生的一群鹿港人/ 林莊生 
7. 臺北三中末代學生記/ 賴麟徵 
8. 日治時期小學校臺灣學生的教育實態 -上-/ 許毓凌 
 

《臺灣文學學報》第 10 期 96 年 6 月 
 
1. 村上春樹裡面的中國：以〈雪朵的綠街〉、〈開往中國的慢船〉、〈聽風的歌〉三篇小

說為主/ 藤井省三 
2. 「那些地方的忠實再現」 --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眼中的福爾摩沙風景

（1868～1875）/ 費德廉 
3. 目的地臺灣！--日本殖民時期旅行書寫中的臺灣建構/ 阮斐娜 
4. 吳濁流《胡志明》研究/ 河原功 
5. 從一九三○年代之貧困描寫閱讀複數的現代性/ 星名宏修 
6. 戰爭、同化與階段--〔周金波著〕〈志願兵〉與公民身分的追尋/ 莫素微 
7. 東京郊外浪人街--翁鬧與一九三○年代的高圓寺界隈/ 黃毓婷 
8. 神話的詮釋與運用--從姑目•荅芭絲〔Kumu Tapas〕《部落記憶--霧社事件的口述

歷史》中三則神話傳說談起/ 劉育玲 
 

《臺灣史研究》第 14 卷第 1期 96 年 3 月 
 
1. 清代地方訴訟空間之內與外：臺灣淡新地區漢墾莊抗租控案的分析/ 林文凱 
2. 從隘勇線到駐在所：日治時期李東山地區理蕃設施之變遷/ 林一宏、王惠君 
3. 日治時代臺灣佃耕地租期長短之訂定/ 葉淑貞 
4. 「美麗島大逮捕」前後國內於輿論情勢之發展---以主流平面媒體為主的分析/ 陳佳宏 
 

《臺灣文獻》第 58 卷 1 期 96 年 3 月 
 
1. 臺灣民間祀神主從關係的形成與特質/ 林承緯 
2. 鹽水城垣調查探討/ 陳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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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早起樂園--基隆天鵝洞/ 陳青松 
4. 荷蘭改革宗臺灣教會殖民背景下的宣教（一六二七至一六六二）/ Kuepers, J. J. A. M. 
5. 尋訪哆囉嘓社群/ 許清保 
6. 石門鄉尖山湖日本海軍飛行員殉難紀念碑踏查/ 陳文添 
7. 日治時期基隆市的公共汽車業/ 王俊昌 
8. 日治時期臺中林氏宗祠的創建/ 黃秀政 
9. 略談鹿港老街春聯特色/ 李孟君 
10. 土牛劉屋夥房重建落成儀式/ 聞健 
11. 戰後大甲鎮瀾宮的發展(1946-2005)--以管理人員為中心的討論/ 洪瑩發 
12. 「臺灣凋零中的行業--傳統醬油釀製業」訪談 
13.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服飾及文物賞析(8)--童帽/ 鄭惠美 
 

《臺灣研究集刊》（大陸） 2007 年第 2期（總第 96 期） 
 
1. 臺灣南部的社會政治環境與民進黨的政治版圖--兼對“南方政治”定義的探討/ 王茹 
2. 後扁時代臺灣主要政黨的品牌危機與轉型/ 吳春來 
3. 美國國會涉臺提案的發展/ 張光、刁大明 
4. 冷戰後美國東亞霸權護持與臺灣問題/ 黃一映 

5. 臺灣製造業投資大陸的產業集群分析/ 段小梅 
6. “海峽旅遊區”的構建及其對臺灣旅遊業的影響/ 鄧利娟、黃智略 
7. 臺灣經濟：2006 年的回顧與 2007-2008 年的展望--亞洲開發銀行 2007 年報告書/ 江
慕恒譯 

8. 中國新文學思潮脈絡在當代臺灣的延續/ 朱雙一 

9. 臺灣後現代女性詩歌綜論/ 王者凌 
10. 淺析陳儀對二二八事件的危機處理/ 王玉國 
11. 臺灣共產黨成立之研究/ 宋幫強 
12. 試論清末臺灣鐵路的修建--以經費籌措為中心的探討/ 蔣宗偉 
13. 連橫生平若問題考訂/ 張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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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歷史“細描”對閩臺關係研究的拓新--汪毅夫《閩臺緣與閩南風》評論/ 郭志超 
 

《臺灣文獻》第 58 卷 2 期 96 年 6 月 
 
1. 謝浩「清初臺灣方志『明鄭故物』說」述評--兼述陳烶章《皇清新修臺灣府志》引

起的推想/ 鄭喜夫 
2. 《臺灣省通志稿》與《臺灣省通志》「藝術篇」之比較/ 李昭容 
3. 《臺灣省通志稿》與《臺灣省通志》「人口篇」之比較/ 李巧雯 
4. 《臺中縣志•自治篇》與《臺北縣志•自治志》之比較/ 王靜儀 
5. 論戰後臺灣方志的發展—以鄉鎮志為例/ 蕭明治 
6. 關於臺灣的酬神劇/ 劉枝萬 
7. 臺灣南北地區客家婦女大襟衫比較研究—以清末民初至光復初期之傳世實物分析為

例/ 鄭惠美 
8. 隱遁東瀛的臺灣原住民石雕板考據/ 高業榮 
9. 河南籍噶瑪蘭廳通判閻炘事略/ 陳進傳 
10. 日治時期臺灣的西洋型帆船/ 松浦章 著/ 卞鳳奎譯 
11. 臺灣近代消防制度之萌芽—以日治初期臺北地區在臺日人消防組之試行為中心

（1895~1904）/ 蔡秀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