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lected Library Resources List 書目資料選輯

1. Selected Subject Headings 相關主題




China -- History -- Revolution, 1911-1912
China -- History -- Revolution, 1911-1912 -- Anecdotes
China -- History -- Revolution, 1911-1912 -- Bibliography
China -- History -- Revolution, 1911-1912 -- Biography
China -- History -- Revolution, 1911-1912 -- Congresses
China -- History -- Revolution, 1911-1912 -- Exhibitions
China -- History -- Revolution, 1911-1912 -- Fiction
China -- History -- Revolution, 1911-1912 -- Historiography
China -- History -- Revolution, 1911-1912 -- Maps.
China -- History -- Revolution, 1911-1912 -- Periodicals.
China -- History -- Revolution, 1911-1912 -- Personal Narratives.
China -- History -- Revolution, 1911-1912 -- Pictorial Works.
China -- History -- Revolution, 1911-1912 -- Sources.
辛亥革命, 1911-



中國 -- 歷史 -- 辛亥革命, 1911-1912



中國 -- 歷史 -- 辛亥革命, 1911-1912 -- 傳記



中國 -- 歷史 -- 辛亥革命, 1911-1912 -- 畫册



中國 -- 歷史 -- 辛亥革命, 1911-1912 -- 小說



中國 -- 歷史 -- 辛亥革命, 1911-1912 -- 書目



中國 -- 歷史 -- 辛亥革命, 1911-1912 -- 會議



中國 -- 歷史 -- 辛亥革命, 1911-1912 -- 資料



中國 -- 歷史 -- 辛亥革命, 1911-1912 -- 軼聞














2. Audio-visual Materials 視聽資源
邵氏兄弟(香港)公司, 中央電影事業公司, 丁善璽, & 小野 (2004). 辛亥雙十 = The battle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中影經典國片系列 = Goldenward series of Chinese movies. 台北市: 中央電影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av] PN1997 .X5587 2004 DVD
香港電台電視部, 香港(中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李業華, & 何慧瑩 (2011). 說故事聽歷史. 情迷博物
館. II ; [2011-0518]. . 香港: 香港電台. e-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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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iography 傳記資料
Price, D. C., & 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1991). 辛亥革命先驅家族背景與個人解放的

關係. [武昌: 著者自刊]. 中 628.10099 17, 10227911
丁新豹 (2011). 香江有幸埋忠骨 : 長眠香港與辛亥革命有關的人物. (第 1 版). 香港: 三聯書店(香港)有
限公司. HK 951.079 D58
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硏究會, & 武昌辛亥革命硏究中心 (1991). 辛亥風雲與近代中國. (第 1 版). 貴陽:
貴州人民出版社. 中 628.1 0407, 10174715,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北省黃冈市委员会, & 学习文史委员会 (2001). 黄冈籍辛亥革命名人录 .
(第 1 版). [黃冈市: 政协黃冈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中] DS797.48.H834 H845 2001
冯自由 (1981). 革命逸史. (第 1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 DS773 .F452 1981 v.1-v.6
劉泱泱 (1991). 辛亥風雲人物鈎奇. 長沙: 湖南文藝出版社. [中] DS773.22 L57 1991, 10379912;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卞孝萱, & 唐文權 (1991). 辛亥人物碑傳集. (第 1 版). 北京: 團結出版社 :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中 782.38 04, 10186762,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吳慶坻, & 金梁 (1968). 辛亥殉難記. 淸末民初史料叢書; 第 26 種. 臺北: 成文出版社. X 中 782.38 260,
A30185707
孫元超 (1981). 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譜. 文獻叢書. (第 1 版). 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
所發行. 中 782.38 121, 10186775,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宣建人, & 近代中國叢書 (1982). 凛烈萬古 : 彭家珍, 楊禹昌, 張先培, 黄之萌合傳.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近代中國叢書. 臺北市: 近代中國出版社: 總經銷 中央文物供應社. X 中 323.18099 301, 20100269
尚明轩 (2001). 孙中山及辛亥人物论丛. (第 1 版). [香港]: 東方紅書社. [中] DS773.22 .S43 2001
成都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 (1991). 辛亥四川風雷. 成都: 成都出版社. [中] DS773.55.S93 H77 1991,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曹業英 (1993). 辛亥風雲人物. 中國近代愛國人物故事叢書. (第 1 版).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中] DS773.4 .H7128 1993
李新, & 任一民 (1983). 辛亥革命時期的歷史人物. (第 1 版).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 新華書店北京
發行所發行. 中 782.38 400, 10186810,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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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 & 鎮江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 (1997). 辛亥鎮江將軍錄. 江蘇文史資料;

第 103 輯. 鎮江文史資料; 第 30 輯. [南京: 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 中 628.1099 04-3 v.1,
[中] DS797.56.Z446 X56 1997 v.2
湖北省檔案館檔案資料編輯室, & 湖北省地方志辦公室資料室 (1983). 辛亥革命湖北人物傳 : 資料選

編. [武漢]: 湖北省檔案館檔案資料編輯室, 湖北省地方志辦公室資料室. 中 628.1099 04-2, 10174751
紹興市政協文史資料組. (1981). 辛亥革命紹興史料. [紹興市: 紹興市政協文史資料組].
[中] DS773.32 .X55 1981
葉成林, & 李蓉 (1994). 辛亥烈士. 中華驕子. (第 1 版). 北京: 龍門書局. 中 628.1099 040, 10174750,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賀覺非 (1982). 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 北京: 中華書局. [中] DS773.22 .H6 1982 v.1-v.2, Chinamaxx
Digital Library
鄧文來, & 近代中國雜誌社 (1983). 霹靂行 : 溫生才, 林冠慈, 陳敬岳, 鍾明光合傳.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近代中國叢書. (初版). 臺北市: 近代中國出版社: 總經銷中央文物供應社. X 中 323.099 17, 20103700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地方史研究室. (1986). 重庆辛亥革命时期人物 : 辛亥革命暨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七

十五周年纪念专辑. [重庆: 重庆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总编室: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重庆师
范学院重庆地方史研究室]. [中] DS796.C59253 A25 1986
黄真, 姚维斗, & 陈致宽 (1984). 辛亥革命北方英烈小传. (第 1 版). 北京: 北京出版社.
[中] DS773.22 .H8 1984

4. English Books 西文書籍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1982). [Collected
papers].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X 951.08 A849, 30134776
Fung, E. S. K. (1980).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X 322.50951 F9,
A30037593
Prazniak, R. (1986). 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rural China : tax resistance and county-village
politics on the ev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951.079 P92
Shinkichi, E., & Schiffrin, H. Z. (1984).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 interpretive essays.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951.079 S55
Xue, J. (1986).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 new perspectives. Hong Kong: Joint Publ. Co.
951.08 H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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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hinese Books 中文書籍
Esherick, J., 周錫瑞, & 楊慎之 (1982).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Chinese. 改良與革命 : 辛

亥革命在兩湖. (第 1 版). 北京: 中華書局 :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中] DS773.55.H8 E7612
Johnston, R. F. S., 陈时伟, & 马小军 (1989).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Chinese. 紫禁城的黄

昏. [北京]: 求实出版社 : 新华书店经销. [中] DS774 .J612 1989
上地茂 (1988). 日本與中國革命, 一八九四-一九一二.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硏究所].
中 628.1 21, 10227908
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 (1981). 春秋之筆照耀千秋 : 中國國民黨與辛亥革命. [臺北]: 該會.
[中] DS773.4 .C528 1981
中國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 (1947). 黃花節特刊. 香港: 該支部. HKP 951.079 H874
中國近代史叢書編寫組 (1972). 辛亥革命. 中國近代史叢書 (上海, 中國). (第 1 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
版社: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X 山 628.1 50, 20010676,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冯兆基, & 郭太风 (1994).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hinese. 军事近代化与中

国革命 =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第 1 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華書
店上海發行所经销. [中] UA837 .F8612 1994; X 中 355.4092 31, 20092487
劉建強, & 羅歆宏 (2011). 追尋辛亥革命之路. 香港: 旅遊學庫 (香港) 有限公司.
[中] DS773.4 .L586 2011
劉蜀永 (1991). 香港與辛亥革命運動. [北京: 中國文史出版社]. HKP 951.079 L78
呂芳上 (1978). 朱執信與中國革命. 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叢書; 79. 臺北: 私立東吳
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中 329.299 25-3
周佳榮, & 林啓彦 (1992). 共和國的追求與挫折 : 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的成立. (第 1 版). 香港: 商務印
書館. [中] DS773.4 .C46 1992
廣東省文史研究會, 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 劉斯翰 (1983). 辛亥革命詩歌專集. (第 1 版).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中] PL2543 .H782 1983,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張朋園 (1983). 立憲派與辛亥革命.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24. 中國學術著作奬助委員會叢

書; 40. (再版). 臺北市: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 DS773.4 .Z46 1983,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張朋園 (1999). 梁啓超與淸季革命. 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專刊; 11. (2 版). 臺北: 中央硏究院近代
史硏究所. [中] DS764.23.L52 Z4364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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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法,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1975). 淸季的革命團體.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32. 臺
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 DS773 .C483 1975, X 中 329.17 12-2, 20098387
志杰 (1956). 武昌起義的故事. 武昌: 群益堂. X 山 628.13 40, 20010691
李時岳 (1980). 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的革命運動.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編; 13. (香港第 1 版). 香港: 大
東圖書公司. 中 628.108 46, 10174742, [中] DS773.4 .L5 1980, 20078065
李金強 (2008). 一生難忘: 孫中山在香港的求學與革命 = Sun Yat-sen's school life and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香港]: 孫中山紀念館. [中] DS777 .L4236 2008, HK 951.08 S95 L693
林增平 (1980). 辛亥革命史. 中國近代史研究叢書. (第 1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中] DS773.4 .H75 1980 v.1-v.3, X 中 628.1 04 v.1-v.3, 20078049-20078051, Apabi e-book,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林家有 (2007).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审视. (第 1 版). 广州市: 广东教育出版社.
[中] DS777 .L542 2007
林淸井 (1977). 國父領導國民革命的組織與策略之硏究. (初版). 臺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X 中] JQ1519.A5 K96L7, 30034955
江蘇省歷史學會 (1983). 一次反封建的偉大實踐. [南京]: 江蘇人民. 中 628.1 10
汤永才, 魏长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91).

新疆辛亥革命史料选编. (第 1 版). 乌鲁木齐市: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 DS793.S62 H76656 1991,
10382207,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湖北省博物館 (1991). 武昌起義檔案資料. 續編. [北京]: 中國文史. 中 628.1308 13, 10174763
湖北省圖書館 (1981). 辛亥革命武昌首義. 史料辑录. (第 1 版). 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 : 新华书店北京
发行所发行. 中 628.1 31, 10174725;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王俊彦 (1994). 浪人与孙中山. 日本侵华系列纪实. (第 1 版).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中 628.1 102,
10174719,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王先明 (2000). 中國．1911. [歷史焦點時刻].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 DS761 .W35 2000,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王杰, &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硏究所 (2001). 辛亥革命与中囯民主进程. (第 1 版). 北京市: 燕山出
版社. [中] DS773.45 .X57 2001
柴德賡, & 中國史學會 (1957). 辛亥革命.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上海,中國).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 DS773.4 .H73 1981 v.1-v.8,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謝東閔 (1980). 國民革命運動與臺灣. 臺北: 中央文物供應社. [中] DS799.7 .G84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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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捷 (1996). 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與淸末民初的廣東. 孫中山基金會叢書. 論集. [廣州]: 廣東
人民. [中] DS777 .C548 1996; X 中 628.1 775, 20078058,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郝平 (2000). 孫中山革命與美國.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中] DS777 .H37 2000,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金沖及 (1996). 孫中山和辛亥革命. 孫中山基金會叢書. 論集. [廣州]: 廣東人民.
[中] DS777 .C544 1996; X 中 628.1 80-3, 20078063
香港大學學生會中文學會 (2001). 新文化之開啓 : 辛亥革命 : 中文學會第廿五屆中國文化周. 香港: 香
港大學學生會中文學會. [中] DS773.45 .X55 2001
黃季陸, & 中華民國史料硏究中心 (1981). 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 民國史硏究叢書; 6. 新店市, 台北
縣: 中華民國史料硏究中心. [中] DS777 .S845 1981 v.1-v.3
龔霞初 (1967). 武昌兩日記. 臺北: 著者自刊. 中 628.11 01, 10174752

6. Japanese Books 日文書籍
中村義 (1979). 辛亥革命史研究. 東京: 未来社. 中 628.109 5048, 10174749
今井駿 (1997). 中国革命と对日抗戦 : 抗日民族統一戦線史硏究序說. 東京: 汲古書院.
[中] DS773.42 .I63 1997, 10379923
俞辛焞 (1989). 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 東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歷史; 9. 東京: 六興.
[中] DS835 .H53 1988 v.9
孫江 (2007). 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秘密結社 : 中国革命の社会史的研究, 1895-1955. 汲古叢書; 72.
東京: 汲古書院. [中] HS310 .S86 2007
小島淑男 (1989). 留日学生の辛亥革命. 東京: 青木書店. [中] DS773.4 .K65 1989, 10174735
小野川秀美, & 島田虔次 (1978). 辛亥革命の硏究. 東京: 筑摩書房. [中] DS773.4 S477 1978,
10379922
山根幸夫 (1998). 大正時代における日本と中国のあいだ. 硏文選書; 73. 東京: 硏文出版.
[中] DS773.4 .Y35 1998
李廷江 (2003). 日本財界と近代中国 : 辛亥革命を中心に (第 2 版). 東京: 御茶の水書房.
[中] HF1604.Z4 J3656 2003, 20188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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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誠 (1983). 孫文と中國革命. 京都市: 法律文化社. [中] DS773.42 .I38 1983
矢野仁一 (1944). 淸朝末史硏究. 大市: 大和書院. X 山 627.8 80, 20010575
池田誠 (1983). 孫文と中國革命. 京都市: 法律文化社. [中] DS773.42 .I38 1983
藤岡喜久男 (1985). 張謇と辛亥革命. 札幌市: 北海道大學圖書刊行會.
[中] DS763.63.C48 F85 1985

7. Congresses 學術會議
Gasster, M., & 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1991:武漢市,中國) (1991). 辛亥革命之消失.
[武昌: 著者自刊]. 中 628.109 60
Lee, P.-h. M., & Conference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27
(1983:Taipei) (1983). Chang Ping-lin's concept of self and society : questions of constancy and
continuity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P 951.082 C45 L
Li, C.-c., &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of Hong Kong (1987). A brief report on conferences
on China's 1911 Revolution : two important issues 1961-1982. Modern China papers; no. 1. Hong
Kong: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of Hong Kong. 951.079 L47
Suryadinata, L., & Tongmenghui 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2006:Singapore) (2006). 再读同盟会, 孙中山与东南亚华人 = Tongmenghui, 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 a revisit. (第 1 版). 新加坡: 華裔馆. [中] DS523.4.C45 T73 2006
中华书局编辑部, & 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武汉,中国) (1994). 辛亥革命与近代

中国 : 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第 1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中] DS773.4 .C5153 1994 v.1-v.2
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China), & 湖南省歷史學會 (1983). 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學術討論

會論文選. (第 1 版). 北京: 中華書局 :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X 中 628.109 5040 v.1-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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