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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評論

台灣選民的歷史抉擇 朱雲漢 81-4

台灣選舉中的扁式雙層「懦夫遊戲」 劉宏、李紅 81-9

陳水扁選舉行為之根源及其溢出效應 丁松泉 81-15

抗衡多於順從——選舉政治下香港與台灣 王家英 81-20

　對中國大陸因素的回應

最後的士大夫，最後的豪傑 許紀霖 82-4

　──紀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一周年

告別九十年代 嚴　瑜 82-14

中國的「溫和權威主義」改革之路 包瑞嘉 83-4

試論改革與「二次改革」 吳國光 83-11

原罪意識、財產權以及法治的道德性 季¡東 83-21

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展望 劉遵義 84-4

從全球戰略視角看中國當前的宏觀緊縮 王　建 84-11

國家社會主義之後——中國企業改制的 戴慕珍 84-15

　政治約束

解體與恢復——從戈爾巴喬夫到普京 拉特蘭 85-4

後共產黨時代的艱難旅程 馬　什 85-18

普京的俄國向何處去？ 格沃斯捷夫 85-29

俄羅斯與中國聯邦制度之比較 季米特洛夫 85-38

正確理解中國：世界史視域中的東亞 戈德斯通 86-5

解釋東亞的復興 趙永佳 86-8

代謝的裂隙：東方和西方？ 穆　爾 86-12

東亞的復興：我的回應 阿里吉 86-17

近代化經驗與東亞儒教──以日本為例 黑住真 86-21

百年中國與世界

清末江浙諮議局議員選舉的個案研究 傅懷鋒 81-28

清末諮議局選舉中的資格調查 瞿　駿 81-39

韓國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 1960-1990年代 王建平 81-46

五四新青年群體為何放棄「自由 金觀濤、劉青峰 82-24

　主義」？──重大事件與觀念

　變遷互動之研究

《新青年》與中國現代性的轉向 張寶明 82-36

1920-1940年代莫斯科為中共提供 楊奎松 83-34

　財政援助情況概述

中共鄉村動員1927-1928 黃　琨 83-49

自由與自治——梁啟超政治思想中 楊貞德 84-26

　的「個人」

「個人主義」的翻譯問題——從嚴復談起 黃克武 84-40

中國個人觀念的起源、演變及 金觀濤、劉青峰 84-52

　其形態初探

鄉村建設運動中的《農民》報 曹立新 85-54

晏陽初與定縣平民教育實驗 李金錚 85-64

從開埠五十年慶典看上海華洋關係 王　敏 86-30

《馬關條約》的中日英文本異同考 權赫秀 86-38

政治與法律

中外選舉制度的類別及特點 牛銘實 81-54

論哈貝馬斯對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 童世駿 81-62

　的不同態度

從懲罰到權利的法律正義 徐　賁 83-109

廢除我國選舉法中的四分之一條款 趙曉力 83-117

族群認同——「台獨」的主要動力 薛　力 84-88

民進黨的對美作為（2000-2004） 梁　忠 84-93

　——游擊式的外交操作

談近幾年兩岸與美國的軍事交往 王俊生 84-99

後冷戰時代中美俄三角關係的演變 鄭　羽 85-101

俄中關係中的「領土要求」和 岡察洛夫、李丹慧 85-110

　「不平等條約」

流放車臣人：原因、事實與後果 侯艾君 85-118

當代中國政治研究訪談 許慧文、任軍鋒 86-45

經濟、社會與傳媒

中文網路論壇的資訊流動 吳　玫 81-113

視線的偏差 方維規 81-124

中國計劃經濟的起源與資源委員會 程麟蓀 82-88

四十年代自由主義學人理想中的經濟制度 ¡春回 82-101

　──以《新路》周刊為例

九十年代以來的農民維權抗爭 于建嶸 86-53

中國「非政府組織」的治理 康曉光、馮利 86-62

日本傳媒視野中的中國──以「亞洲杯」 內藤康 86-74

　事件為例

景　觀

在科學與藝術之間——從達文西到畢加索 陳方正 81-72

二十世紀的藝術與政治 高天民 82-76

文化衫的喜劇 余世存 83-95

家、居、物、事——繪畫札記 司徒立 84-85

藝術的第二種態度——論當代藝術與 楊勁松 85-92

　教育的轉型

公共空間中的藝術發展 皮力、何兆基 86-80

科技文化

專　論

現代科學中的非中心化思維 李建會 82-109

愛因斯坦對二十一世紀理論物理學的影響 楊振寧 83-101

古代中國的自然觀念與宇宙論 亨德森 84-103



題　目 作　者 期-頁 題　目 作　者 期-頁

訊　息

納米比亞高原上的敏銳天文複眼 85-91

人文天地

《申報．自由談話會》——民初政治與 陳建華 81-87

　文學批評功能

臧否清華——來自老清華刊物中的 張玲霞 81-101

　另一種聲音

公共知識份子的社會角色——法國的歷史 白　夏 81-108

　與現實

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對日人權外交的啟示 陶德民 82-47

　——寫在日本開國150周年之際

浮出水面的北一輝 盛邦和 82-58

伊本．提米雅的神學哲學與當代激進 何偉業 82-67

　伊斯蘭主義

「漢奸」：想像中的單一民族國家話語 王　柯 83-63

竹內好的中國觀 鈴木將久 83-74

美國電影中華人形象的演變 張英進 83-85

卓越而速朽的思想家——紀念波普爾 劉　擎 84-68

　逝世十周年

《和你在一起》與不要和你在一起 孫隆基 84-76

激情與反思——斯圖盧威與三次俄國革命 張建華 85-75

《路標》與二十世紀初的俄國思想 朱建剛 85-84

岳飛�述、公共記憶與國族認同 孫江、黃東蘭 86-88

孫中山崇拜與民國政治文化 李恭忠 86-101

讀蔣南翔 唐少傑 86-112

批評與回應

黎民偉的若干經歷和評價 周承人、李以莊 82-127

　──勘誤與質疑

國民政府的三峽工程 智效民 83-132

另一種「景觀」——與幽蘭商榷 姚　寧 84-122

拒絕成為自己，也拒絕成為他人 賀照田 84-131

我們的危機還沒有到來 鄧　廣 86-129

聯邦制的司法中心主義精神 秋　風 86-130

如何看待俄羅斯變革 余世存 86-133

分裂變遷模式與中國未來 李朝暉 86-134

關於中國電影先驅黎民偉 黎　錫 86-135

　──答周承人、李以莊

隨筆•觀察

自魯而胡——李慎之思想衰變的意義與局限 邵　建 82-116

「愛國」與「賣國」 秦　暉 82-123

腐敗成因難探討──章乃器與梁漱溟往事之一 章立凡 83-125

保護方言為哪般？ 毛　翰 83-128

西南土改發諍言——章乃器與梁漱溟往事之二 章立凡 84-113

福山與德里達的「歷史終結論」之辯 朱紅軍 84-117

「同志」的言說——對比閱讀《品花寶鑑》 張　體 85-128

　和《東宮．西宮》

寫在韋伯誕辰一百四十周年之際 段　煉 86-122

讀書：評論與思考

斯大林為甚麼支持朝鮮戰爭？ 楊奎松 81-130

　——讀沈志華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

聯邦主義與歐洲的未來 任軍鋒 82-137

　──讀西登托普《民主在歐洲》

從《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談起 潘光哲 83-138

張壽安著《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 王爾敏 84-136

　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評介

拯救與自由——評《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 孫傳釗 85-133

探尋德川儒教的真面目 韓東育 86-142

　——讀黑住真：《近世日本社會 儒教》

書介與短評

Tianjian Shi,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祁玲玲 81-145

賽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 董國強 81-148

宋敘五：《西漢貨幣史》 趙善軒 81-152

哈耶克：《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萬　丹 81-155

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 李明歡 82-144

　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

敬文東：《失敗的偶像：重讀魯迅》 王曉漁 82-147

布萊克：《社會學視野中的司法》 王靜怡 82-151

張志揚：《一個偶在論者的覓蹤：在絕對與 陳劍瀾 82-155

　虛無之間》

史景遷：《天安門：知識份子與 侯杰、姜海龍 83-145

　中國革命》

傑維斯：《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 丁松泉 83-148

柏楊：《中國人史綱》 楊際開 83-152

米克爾約翰：《表達自由的法律限度》 聶　露 83-155

錢永祥：《縱慾與虛無之上——現代情境p的 張皖明 84-144

　政治倫理》

彭小瑜：《教會法研究》 秋　風 84-147

劉子健：《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 吳　v 84-151

　文化內向》

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 張興成 84-155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 侯杰、姜海龍 85-143

　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 趙鼎新 85-147

　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

莫斯：《禮物》 秦文佳 85-151

史華茲：《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 岳宗偉 85-155

陳奉林：《戰後日台關係史（1945-1972）》 劉　宏 86-150

許文榮：《南方喧嘩——馬華文學的 朱崇科 86-154

　政治抵抗詩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