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徵引書目 - 331 -
 

  
  

徵引書目 

 

一、 檔案資料 
 
《上諭檔》，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藏，方本。 

《內閣大庫檔案資料庫》，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年羹堯奏摺專輯》，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71 年。 

《明清史料》，丙編，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72 年。  

《明清史料》，癸編，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75 年。  

《軍機處檔》，臺北：故宮博物院藏。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83 年。 

《宮中檔康熙朝奏摺》，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76 年。 

《起居注冊（康熙朝）》，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藏。 

《起居注冊（雍正朝）》，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藏。 

《乾隆廷寄》，臺北：廣文書局，1974 年。 

《乾隆朝上諭檔》，北京：檔案出版社，1991 年。 

《傳包‧傳稿》，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藏。 

《雍正硃批諭旨》，臺北：文源出版社，1965 年。 

《雍正朝起居注冊》，北京：中華書局，1993 年。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北京：中華書局，199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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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北京：檔案出版社，1984

年。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匯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1 年。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彙編》，桂林：廣西師範大學，199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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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引書目 - 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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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唅輯，《朝鮮李朝實錄中的中國史料》，北京：中華書局，1980 年。 

秦國經主編，《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履歷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

大學出版社，1997 年。 

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86-1995 年。 

 

二、 官書典籍 
 
《天聰朝臣工奏議》，收錄於《清史資料‧第二輯‧開國史料（二）》，臺北：台

聯國風出版社，1969 年。 

《明實錄》，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66 年。 

《皇清道咸同光奏議》，臺北：文海出版社，1969 年。 

《皇朝政典類纂》，臺北：文海出版社，1982 年。 

《皇朝蓄艾文編》，臺北：學生書局，1965 年。 

《康熙帝御制文集》，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66 年。 

《康熙政要》，臺北：華文書局，1969 年。 

《御制文餘集》，收錄於永瑢、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北：臺灣商

務印書館，1986 年，1301 冊。 

《御制詩三集》，收錄於永瑢、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306 冊。 

《清太祖武皇帝實錄》，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藏。 

《清國史（嘉葉堂抄本）》，北京：中華書局，1993 年。 

《清朝文獻通考》，臺北：新興書局，1963 年。 

《清朝通志》，臺北：新興書局，1963 年。 

《清朝通典》，臺北：新興書局，1959 年。 

《清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5－1987 年。 

《掌故叢編》，臺北：國風出版社，1964 年。 

《欽定八旗通志》，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68 年。 

《欽定大清一統志》，收錄於永瑢、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481 冊。 

《欽定六部處分則例》，臺北：文海出版社，1969 年。 

《欽定戶部則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年。 

《欽定吏部則例‧銓選漢官品級考》，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年。 



 
 

徵引書目 - 333 -
 

  
  
《欽定禮物則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年。 

《諸司職掌》，臺北：國立中央圖書館，1980 年。 

《續文獻通考》，臺北：新興書局，1959 年。 

允祿等，《大清會典（雍正朝）》，臺北：文海出版社，1994-1995 年。 

允祹等，《大清會典（乾隆朝）》，收錄於永瑢、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619 冊。 

方大湜，《平平言》，收錄於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官箴書集成》，合肥：黃

山書社，1997 年。 

王又槐，《錢穀備要》，收錄於《四庫未收書輯刊》，北京：北京出版社，2000 年。 

王先謙，《十二朝東華錄》，臺北：文海出版社，1963 年。 

王慶雲，《石渠餘紀》，臺北：文海出版社，1967 年。 

丘濬，《大學衍義補》，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年。 

永瑢、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收錄於永瑢、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2 冊。 

永瑢等修，《歷代職官表》，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年。 

托津等，《欽定大清會典（嘉慶朝）》，臺北：文海出版社，1991 年。 

朱元璋，《明朝開國文獻》，臺北：學生書局，1966 年。 

朱健，《古今治平略》，收錄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年。 

宋濂等，《元史》，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 

李東陽等纂，申時行等重修，《大明會典》，臺北：文海出版社，1984 年。 

李桓輯錄，《國朝耆獻類徵初編》，臺北：文友書店，1970 年。 

杜佑，《通典》，臺北：新興書局，1963 年。 

沈德符，《萬曆野獲編》，臺北：新興書局，1976 年。 

劭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臺北：文海出版社，1980 年。 

伊桑阿，《大清會典（康熙朝）》，臺北：文海出版社，1993 年。 

周振鶴，《地方行政制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年。 

法式善，《陶廬雜錄》，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 

姚士觀等，《明太祖文集》，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年。 

昭槤，《嘯亭雜錄》，北京：中華出版社，1980 年。 

洪亮吉，《卷施閣文》，收錄於洪亮吉撰、劉德權點校，《洪亮吉集》，北京：中華

書局，2001 年。 



 
 

徵引書目 - 334 -
 

  
  
計六奇，《明季北略》，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9 年。 

計六奇，《明季南略》，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3 年。 

剛毅，《牧令須知》，臺北：文海出版社，1966 年。 

夏燮，《明通鑒》，長沙：岳麓書社，1999 年。 

孫承澤，《春明夢餘錄》，香港：龍門書店，1965 年。 

徐孚遠、陳子龍、宋徵璧等編，《皇明經世文編》，臺北：國風出版社，1964 年。 

徐學聚，《國朝典彙》，臺北：學生書局，1965 年。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臺北：中華書局，1966 年。 

崑崗等，《欽定大清會典（光緒朝）》，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 年。 

崑崗等，《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光緒朝）》，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 年。 

張玉書，《張文貞集》，收錄於永瑢、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北：臺

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年，1322 冊。 

張廷玉等，《明史》，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 

張萱，《西園聞見錄》，北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1996 年。 

梁章鉅，《樞垣記略》，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 

脫脫等，《宋史》，臺北：中華書局，1965 年。 

陳其元，《庸閒齋筆記》，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 

章學誠著，葉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北京：中華書局，1985 年。 

麥仲華，《皇朝經世文新編》，臺北：文海出版社，1972 年。 

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臺北：文海出版社，1972 年。 

鄂容安等撰、李致忠點校，《鄂爾泰年譜》，北京：中華書局，1993 年。 

黃六鴻，《福惠全書》，臺北：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 年。 

黃訓輯，《皇明名臣經濟錄》，臺北：文海出版社，1984 年。 

趙爾巽等，《清史稿》，北京：中華書局，1998 年。 

趙翼，《廿二史劄記》，臺北：世界書局，1986 年。 

趙翼，《簷曝雜記》，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 

劉獻廷，《廣陽雜記》，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 

蔣良騏，《東華錄》，北京：學苑出版社，2000 年。 

談遷，《國榷》，臺北：鼎文書局，1978 年。 

鄭玄注、孔穎達疏，《禮記正義》，臺北：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71 年。 

錢儀吉，《碑傳集》，臺北：明文書局，1986 年。 

龍文彬，《明會要》，臺北：世界書局，1972 年。 



 
 

徵引書目 - 335 -
 

  
  
魏源，《聖武記》，臺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2 年。 

顧亭林，《天下郡國利病書》，臺北，老古文化公司，1981 年。 

 

三、 專書著作 
 
牛創平，牛冀青，《清代一二品官員經濟犯罪案件實錄》，北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0 年。 

王安定，《湘軍記》，臺北：文苑出版社，1964 年。 

王興業，《明代行政管理制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年。 

古鴻廷，《清代官制研究》，臺北：五南圖書公司，1999 年。 

朱誠如主編，《清朝通史‧太祖朝》，北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年。 

艾永明，《清朝文官制度》，北京：商務印書館，2003 年。 

何炳著、葛劍雄譯，《明初以降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北京：三聯書

店，2000 年。 

何烈，《釐金制度新探》，臺北：私立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2

年。 

吳兆莘，《中國稅制史》，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年。 

吳廷燮，《明督撫年表》，北京：中華書局，1982 年。 

李宗黃，《中國歷代行政通論》，臺北：中國地方自治協會，1961 年。 

李治亭，《清康乾盛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年。 

周振鶴，《地方行政制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年。 

孟昭信，《康熙皇帝大傳》，長春：吉林文史出版社，1987 年。 

孟森，《明清史講義》，臺北：里仁書局，1982 年。 

韋慶遠，柏樺，《中國官制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1 年。 

唐文基、羅慶泗，《乾隆傳》，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年。 

孫文良，《清帝列傳‧乾隆帝》，長春：吉林文史出版社，1995 年。 

張哲郎，《明代巡撫研究》，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5 年。 

張晉藩，《中國官制通史》，北京：中國人民大學，1992 年。 

張德澤，《清代國家機關考略》，北京：學苑出版社，2001 年。 

梁方仲，《中國歷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年。 

莊吉發，《清世宗與賦役制度的改革》，臺北：學生書局，1985 年。 

莊吉發，《清代奏摺制度》，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79 年。 



 
 

徵引書目 - 336 -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82 年。 

許大齡，《清代捐納制度》，臺北：文海出版社，1977 年。 

郭成康，《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臺北：雲龍出版社，2003 年。 

陳支平，《清代賦役制度演變新探》，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 年。 

陳登原，《國史舊聞》，臺北：明文出版社，1981 年。 

曾仰豐，《中國鹽政史》，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年。 

馮爾康，《雍正傳》，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年。 

黃光亮，《清代科舉制度之研究》，臺北：嘉新水泥公司文化基金會，1976 年。 

楊予六，《中國歷代地方行政區劃》，臺北：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7 年。 

楊啟樵，《雍正帝及其密摺制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年。 

葛金芳、劉澤華，《土地賦役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年。 

劉翠溶，《順治康熙年間的財政平衡問題》，臺北：嘉新水泥公司文化基金會，1969

年。 

稻葉君山著，但濤譯，《清朝全史》，臺北：中華書局，1960 年。 

蕭一山，《清代通史》，臺北：商務印書管，1962 年。 

錢實甫，《清代職官年表》，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 

閻崇年，《努爾哈赤傳》，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2 年。 

戴逸，《乾隆帝及其時代》，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年。 

戴逸、李文海主編，《清通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年。 

織田萬，《清國行政法汎論》，臺北：華世出版社，1979 年。 

魏秀梅，《清代之迴避制度》，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年。 

魏秀梅，《清季職官表》，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年。 

羅玉東，《中國釐金史》，臺北：學海出版社，1970 年。 

關文發、顏廣文，《明代政治制度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年。 

顧炎武，《亭林詩文集》，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年。 

欒成顯，《明代黃冊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年。 

 

四、 期刊論文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乾隆十二年江蘇清理積欠史料〉，《歷史檔案》，1995 年

第 1 期，頁 1－11。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十三年安徽清理積欠史料〉，《歷史檔案》，1995



 
 

徵引書目 - 337 -
 

  
  

年第 2 期，頁 29－37。 

公一兵，〈江南分省考議〉，《中國歷史地理論叢》，第 17 卷第 1 輯(2002 年 3 月) ，

頁 75－84。 

王業鍵，〈清雍正時期（1723-35 的財政改革）〉，《清代經濟史論文集（一）》（台  

北：稻香出版社，2003 年），頁 303－339。 

史五一，劉詠梅，〈略論清初對存留錢糧的裁減〉，《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1997 年第 4 期，頁 505－508。  

申學鋒，〈清代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的演變〉，《河北學刊》，第 22 卷第 5 期(2002

年 9 月) ，頁 84－90。 

白新良，〈康熙朝進摺人員考略〉，《歷史檔案》，2005 年第 2 期，頁 38－53。 

何平，〈論清代定額化賦稅制度的建立〉，《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7 年第 1 期，

頁 1－8。 

何平，〈論清代賦稅徵收工具及其變遷〉，《清史研究》，1998 年第 1 期，頁 28－

38。 

何本方，〈清代戶部諸關初探〉，《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 年第 3 期，

頁 36－43。 

李國祁，〈明清兩代地方行政制度中道的功能及其演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第 3 期上(1972 年 7 月)，頁 150-158。 

邢義田，〈中國皇帝制度的建立與發展〉，《秦漢史論稿》（臺北：東大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1987 年）。 

屈春海，〈乾隆朝甘肅冒賑案懲處官員一覽表〉，《歷史檔案》，1996 年第 2 期，

頁 74-78。 

胡天瓊，〈清代布政使的”廉”與”貪”〉，《職大學報》，2003 年第 3 期，頁 6－8。 

胡天瓊，〈清代布政使初探〉，《四川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 期

(2000 年 7 月)， 頁 1-8。 

胡天瓊，〈錢實甫《布政使年表》之補漏與勘誤〉，《職大學報》，2004 年第 1 期，

頁 99－100。 

徐健竹，〈試論張居正的財政改革〉，收錄於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編，《古

史文存（明清卷上冊）》（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年），頁 375

－397。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研究》〉，《清史論集（二）》（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7

年），頁 413－466。 



 
 

徵引書目 - 338 -
 

  
  
莊吉發，〈清代全史與清史研究〉，《清史論集（四）》（臺北：文史哲出版社，2000

年），頁 1-32。 

莊吉發，〈從奏摺制度的沿革論清代前期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清史論集（七）》

（臺北：文史哲出版社，2000 年），頁 35－96。 

莊吉發，〈德治‧法治‧文治－從奏摺制度的沿革論盛清諸帝的治術〉，《清史論

集（十）》（臺北：文史哲出版社，2002 年），頁 1－34。 

莊吉發，〈知道了－奏摺硃批諭旨常見的詞彙〉，《清史論集（十二）》（臺北：文

史哲出版社，2003 年），頁 7－35。 

陳鋒，〈清代前期奏銷制度與政策演變〉，《歷史研究》，2000 年第 2 期（2000 年

4 月），頁 63-74。 

陳捷先，〈從民族問題的處理看清朝政權的建立〉，《清史論集》（臺北：東大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1997 年），頁 1－40。 

陳捷先，〈從清初中央建置看滿洲漢化〉（臺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年），《清史論集》，頁 119－135。 

陳樺，〈清代人丁編審制度初探〉，收錄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清史研

究集》（北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 年），頁 169－194。 

傅宗懋，〈清代督撫甄補實象之分析〉，收於王壽南、陳水逢編，《清制論文集》

（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年），下冊，頁 243-295。 

傅宗懋，〈清代總督巡撫制度之研究〉，臺北，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論文，1959

年。 

單士元，〈清代檔案釋名發凡〉，《我在故宮七十年》（北京：北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7 年），頁 5－7。 

溫浩堅，〈清朝蒙古的封禁隔離政策〉（臺北：國立政治大學碩士論文，2004 年 6

月）。 

劉鳳雲，〈清代督撫及其對地方官的監察〉，《明清論叢》（北京：紫禁城出版社，

1999 年），頁 280—293。 

劉錚雲，〈「衝、繁、疲、難」：清代道、府、廳、州、縣等級初探〉，《中央研究

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4 本，第 1 分，（1992 年 3 月），頁 175-183。 

魏秀梅，〈從量的觀察探討清季布政使之人事遞嬗現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第 2 期(1971 年 6 月) ，頁 505-533。 

 

五、    外文資料 



 
 

徵引書目 - 339 -
 

  
  

 
Arthur W. Hummel ,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清代名人傳略），臺北：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 年。 

 

六、   工具書 
 

中國歷史大辭典編纂委員會，《中國歷史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

年。 

朱彭壽編，朱鰲、宋苓珠整理，《清代人物大事紀年》，北京：北京圖書館，2005

年。 

呂宗力，《中國歷代官制大辭典》，北京：北京出版社，1994 年。 

張撝之、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