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檔案資料     
1.《起居注冊‧康熙朝》，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藏。 
2.《宮中檔硃批奏摺》，農業類‧屯墾耕作，北京，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藏。 
3.《宮中檔硃批奏摺》，民族事務類‧蒙古，北京，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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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0.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譯，《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北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9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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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雍正朝起居注冊》，北京，中華書局，1993 年。 
14.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

1998 年。 
15.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上諭檔》，北京，檔案出版社，1991 年。 
16.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滿文部等譯編，《滿文土爾扈特檔案譯編》，北京，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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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關係檔案史料匯編》，北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 年。 
20.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清初五世達賴喇嘛檔案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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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1988 年 4月），1988 年第 2期，頁 36—41﹑50。 
25.季永海等翻譯點校，《年羹堯滿漢奏摺譯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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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勒德洪撰，吳豐培輯補，《平定察哈爾方略校補》。 
4.    《大清一統輿圖》（乾隆二十五年銅版），北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

中心，2003 年。 
5.    不著撰人，《衛藏通志》，北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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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年。 
7.    王在晉著，《三朝遼事實錄》，北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2
年。 
8.    包文漢整理，《清朝藩部要略稿本》，哈爾濱，黑龍江教育出版社，1997
年。 
9.    包文漢、奇‧朝克圖整理，《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一輯，呼和浩特，內

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 年。 
10.    何秋濤著，《朔方備乘》，台北，文海出版社，1964 年。 
11.    呂一燃、馬大正主編，《清代理藩院資料輯錄》，北京，全國圖書館文獻

縮微中心，1988 年。 
　    《康熙朝《大清會典》中的理藩院資料》。 
　    《雍正朝《大清會典》中的理藩院資料》。 
　    《乾隆朝《大清會典》中的理藩院資料》。 
　    《乾隆朝內府抄本《理藩院則例》》。 
　    《嘉慶朝《大清會典》中的理藩院資料》。 
12.    佚名撰，《蒙古律例》，台北，廣文書局，1972 年。 
13.    明亮等修，納蘇泰等纂，《欽定中樞政考》，台北，學海出版社，1968 年。 
14.    林從炯纂，《承德府志》，台北，成文出版社，1968 年。 
15.    沈師徐、席裕福輯，《皇朝政典類纂》，台北，文海出版社，1982 年。 
16.    金志節著，黃可潤增修，《口北三廳志》，東京，滿蒙叢書發行會，1919
年。 
17.    昆岡等撰，《大清會典理藩院事例》，北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 年。 
18.    沈之奇註，懷效鋒、李俊點校，《大清律輯註》，北京，法律出版社，2000
年。 
19.    法式善著，《陶廬雜錄》，北京，中華書局，1959 年。 
20.    祈韻士撰，《西陲要略》，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 年。 



21.    昭槤著，《嘯亭雜錄》，北京，中華書局，1980 年。 
22.    馬大正、成崇德主編，《清末蒙古史地資料薈萃》，北京，全國圖書館文

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 年。 
　    倭哩賀、慶林纂，奕湘修，《定邊紀略》。 
　    不著撰人，《烏里雅蘇台志略》。 
23.    徐世昌撰，《東三省政略》，台北，文海出版社，1965 年。 
24.    梁章鉅撰，《浪跡叢談》，北京，中華書局，1981 年。 
25.    邢亦塵編，《清季蒙古實錄》，呼和浩特，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蒙古史研究

所，1981 年。 
26.    乾隆官修，《清朝通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年。 
27.    乾隆官修，《清朝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年。 
28.    乾隆官修，《清朝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年。 
29.    章開沅主編，《清通鑑》，南昌，岳麓書社，2000 年。 
30.    張壽鏞等編，《皇朝掌故彙編》，台北，文海出版社，1964 年。 
31.    張穆著，《蒙古游牧記》，台北，蒙藏委員會，1980 年。 
32.    張榮錚等編，《欽定理藩部則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年。 
33.    傅恒等纂，《平定準噶爾方略》，蘭州，古籍書店，1990 年。 
34.    傅恒等纂，《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台北，文海出版社，1970 年。 
35.    賀長齡、魏源等編，《清經世文編》，北京，中華書局，1992 年。 
36.    阿桂等編，《皇清開國方略》，台北，成文出版社，1968 年。 
37.    阿桂等纂修，《盛京通志》，瀋陽，遼海出版社，1997 年。 
38.    莊吉發校注，《滿漢異域錄校注》，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3 年。 
39.    楊選第、金峰校注，《理藩院則例》，海拉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
年。 
40.    雍和宮編委會編，《乾隆御筆喇嘛說》，北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

1998 年。 
41.    溫達等撰，《親征平定朔漠方略》，北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 年。 
42.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北京，中華書局，1998 年。 
43.    福格著，《聽雨叢談》，北京，中華書局，1984 年。 
44.    齊木德道爾吉、巴根那編，《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錄蒙古史史料抄》，

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 年。 
45.    談遷撰，《北游錄》，北京，中華書局，1960 年。 
46.    劉錦藻撰，《清朝續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年。 
47.    編輯部編，《清實錄藏族史料》，拉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年。 
48.    編輯部編，《清代藏事輯要》，拉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年。 
49.    編寫組編，《清實錄準噶爾史料摘編》，烏魯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年。 
50.    潘喆等編，《清入關前史料選輯》，第一輯，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4 年。 
　    《清太祖武皇帝實錄》。 
　    方孔炤著，《全邊略記》。 
　    沈國元著，《兩朝從信錄》。 
　    苕上愚公著，《東夷考略》。 
51.    陳田、吳懷清纂輯，《食貨志‧戶口十一冊》，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藏。 
52.    蔣良騏原纂，王先謙改修，《十二朝東華錄》，台北，文海出版社，1963
年。 
53.    魏源著，《聖武記》，台北，世界書局，1980 年。 
54.    鄂爾泰等修，《八旗通志》，長春，東北師大出版社，1985 年。 
55.    薛允升著，黃靜嘉編校，《讀例存疑重刊本》，台北，成文出版社，1970
年。 
56.    薄音湖、王雄編輯點校，《明代蒙古漢籍史料匯編》，第二輯，呼和浩特，

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0 年。 
　    方逢時著，《雲中處降錄》。 
　    王士琦著，《三雲籌俎考》。 
　    佚名撰，《趙全讞牘》。 
　    俺答著，《北狄順義王俺答謝表》。 
　    張鼐著，《遼夷略》。 
　    馮璦著，《開原圖說》。 
　    馮時可著，《俺答後志》 
　    焦竑著，《通貢傳》。 
　    鄭洛著，《撫夷紀略》。 
　    蕭大亨著，《北虜風俗》。 
三﹑專書著作 
1.    中國通史教學研討會編，《中國通史論文選集》，台北，聖輯美術廣告事業

有限公司，1991 年。 
2.    中國邊政協會編，《蒙古民族與周邊民族關係學術會議論文集》，台北，蒙

藏委員會，2000 年。 
3.    王戎笙等主編，《清代全史》，瀋陽，遼寧人民出版社，1991 年。 
4.    王鍾翰主編，《滿族歷史與文化》，北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 年。 
5.    王明珂著，《華夏邊緣—歷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北，允晨文化，1997
年。 
6.    王玉海著，《發展與變革—清代內蒙古東部由牧向農的轉型》，呼和浩特，
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9 年。 
7.    札奇斯欽著，《北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易之關

係》，台北，正中書局，1972 年。 
8.    札奇斯欽著，《蒙古文化與社會》，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 年。 



9.    包桂芹編著，《清代蒙古官吏傳》，北京，民族出版社，1995 年。 
10.    白音查干主編，《內蒙古民俗概要》，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9
年。 
11.    白拉都格其等撰，《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

版社，2002 年。 
12.    色音著，《蒙古游牧社會的變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年。 
13.    成崇德、張世明著，《清代西藏開發研究》，北京，北京燕山出版社，1996
年。 
14.    成崇德著，《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邊疆民族卷》，瀋陽，遼海出版社，

1999 年。 
15.    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論叢》，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2003
年。 
16.    （俄）伊‧溫科夫斯基著，（俄）尼‧維謝洛夫斯基編，宋嗣喜譯，《十

八世紀俄國砲兵大尉新疆見聞錄》，哈爾濱，黑龍江教育出版社，1999 年。 
17.    何耀彰著，《滿清治蒙政策之研究》，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

所，1978 年。 
18.    李毓澍著，《蒙事論叢》，台北，永裕印刷廠，1990 年。 
19.    呂一燃主編，《中國邊疆史地論集》，哈爾濱，黑龍江教育出版社，1991
年。 
20.    （法）伯希和著，耿昇譯，《卡爾梅克史評注》，北京，中華書局，1994
年。 
21.    （伊朗）志費尼著，何高濟譯（據波伊勒英譯本），《世界征服者史》，呼

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年。 
22.    李世濤主編，《知識份子立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長春，

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年。 
23.    （俄）沙斯季娜著，北京師範大學外語系七三級工農兵學員、教師譯，《十

七世紀俄蒙通使關係》，北京，商務印書館，1977 年。 
24.    孟森撰，《明清史論著集刊》，台北，世界書店，1980 年。 
25.    孟森著，《明清史講義》，台北，里仁書局，1982 年。 
26.    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歷史學會編印，《蒙古史論文選集》，呼和浩特，蒙

古語文歷史學會，1983 年。 
27.    （日）和田清著，潘世憲譯，《明代蒙古史論集》，北京，商務印書館，

1984 年。 
28.    林恩顯著，《清朝在新疆的漢回隔離政策》，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
年。 
29.    林恩顯主編，《中國邊疆研究理論與方法》，台北，渤海棠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1992 年。 



30.    林幹著，《中國古代北方民族通論》，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年。 
31.    林士炫著，《清季東北移民實邊政策之研究》，台北，國立政治大學歷史

學系，2001 年。 
32.    周清澍主編，《內蒙古歷史地理》，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4
年。 
33.    周清澍著，《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 年。 
34.    奇格著，《古代蒙古法制史》，瀋陽，遼寧民族出版社，1999 年。 
35.    （德）帕拉斯著，劭建東、劉迎勝譯，《內陸亞洲厄魯特歷史資料》，昆

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 年。 
36.    （俄）帕拉莫夫著，許淑明譯，《卡爾梅克族在俄國境內時期的歷史概況》，

烏魯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年。 
37.    金啟孮著，《清代蒙古史札記》，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 年。 
38.    孟廣耀撰，《蒙古民族通史》，第一卷，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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