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ésentation des archives et des collections documentaires publiées
(Fonds CECMC, 12-03-2018)
Nous avons un fonds riche en chinois dans la bibliothèque de CECMC. C’est une base
importante pour les études chinoises.
A, Archives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部分原件复印件) AG 2280 (1-70)
Matériaux pour les études sur la République de Chine (1911-1948)
https://cecmc.hypotheses.org/1793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1993。本丛书系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 (Comité
préparatoire de l’Academia historica) 编篡的未刊书稿，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
辑，收录的是从1911年到1948年间的每日大事史料，涉及到全国的政治、军事、经
济、财政、外交、民族、文化、教育以及政策法令等。史料来源多取材于当时的报
刊、公报、档案及私家有关记载，原文摘录，并注有出处，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
研究民国史必不可缺的珍贵资料。

«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部分原件复印件) AG 2371(1-100)
Matériaux pour les études sur la République de Chine et les relations sino-japonaises
http://cecmc.hypotheses.org/17945
季啸风，沈友益主编，1997。前日本末次(Suetsugu Institut) 研究所搜集的资料有中文、
日文、英文三个部分。本《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为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中的
中文部分，共100卷，来源于1912年至1940年期间国内外重要的报纸，经剪辑整理而
成，共755辑，15万多篇资料，内容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中日关系和中日战争为主线，
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各个主要阶段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等方面，以及中日关
系、国际关系的多个方面的重要情况，为近现代史的研究从另一个侧面提供新的丰富
的材料。本丛书资料包括“南京政府十年”部分资料，是研究1924年后国民党党治体制
的重要情报资料。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原件复印件）AG 2281(1-44)
Matériaux pour les études sur la République de Chine et le Guomind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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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cmc.hypotheses.org/1836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2000。国民党自1926年二届一中全会起设立中央常务委员会
(Comité permanent du bureau politique) ，至1949年离开大陆止，历届例会共计近千次，
其大部分记录均收藏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等全宗内。本丛书收
录自1926年4月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二届二十一次会议至1948年12月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六
届一百七十四次会议的议事日程、会议记录 (纪要) 及其附件，共整理编辑富有实质
性内容的600余次会议资料，全四十四册。本丛书是研究国民党历史以及中华民国史的
第一手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 (有少数原件复印件) AM 6346（3本）；
AM 6347（4本）；AM 6348（4本）；AM 6349（3本）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秦孝仪主编，1981-1988，共26卷。这是研究中
日战争期间的中国所不可缺少的原始资料，涉及到战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军
事等各个方面以及战后收复日占区重建经济、外交的相关文件，其中有些复印件，但
数量不多。内容有前方战场、作战行动、官方公报、通信电文、法律法规、工作报
告、战时战后外交、战后复员计划，等等。
第一编
第二编 作战经过
第三编 战时外交AM 6349（3本）
第四编 战时建设
第五编 中共活动真相
第六编 傀儡组织AM 6348（4本）；
第七编 战后中国AM 6347（4本）；
续 编 AM 6346（3本）；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AG 2608 (1-8)
Matériaux pour les études sur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de 1911.
https://cecmc.hypotheses.org/21346
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本丛书与1957年出版的资料丛
刊本《辛亥革命》在体例上有所不同。《辛亥革命》的不足之处是原始材料经过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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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往往损害其前后连续性与完整全貌。而《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的编辑工作特
别注意保持史料自身的完整与本来面目，以免渗入编辑者自觉或不自觉的预设判断。
本书大体上按文献类别结集，尽可能地依照时间循序编排。其中第七卷是辛亥革命前
后法国政府有关中国问题的档案文件选辑，由Madame Marie-Claire Bergère协助提供。
全卷分两部分，上篇为法国外交部档案，下篇为法国陆军部档案，所收文件时间范围
为1903-1913，内容包括: (1) 法国驻华外交官员，军事情报人员与法国外交部，陆军
部之间来往信函; (2) 法国驻安南总督及驻日，英等国使节有关中国问题的函电; (3)
法国有关机构所收集的有关中国时局的报刊摘要等资料。这些文件涉及中国的政局；
中国的经济形势和中外关系，为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AG 2374（1-28）（原件复印+中文翻译）
Minutes des réunions du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de 1854 à 1943.
https://cecmc.hypotheses.org/21360
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中英文对照，中文译文达700多万字，是迄
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上海史档案文献资料。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是公共租界的最
高决策机构，从1854年上海英租界租地外侨会议选出7人组成工部局董事会，作为租界
管理机构接替原道路码头委员会管理租界，直至1943年租界结束，历时将近90年。工
部局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会议记录时间为1854年7月17日，此后形成制度，从最初每月
一次到后来每周一次的例会，都有会议记录存留。董事会每年改选1次。这些会议记录
详细地记录了董事会对公共租界内税收、警务、市政建设、环境卫生管理及工部局机
构设置、人事安排、经费开支和财政预决算等重大事项的决策经过。从这些为海内外
上海史研究者所瞩目的珍贵史料中，也可以看到历届董事会对上海公共租界内有关政
治、经济、市政、文化等事务讨论和决策的全过程。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
件，诸如辛亥革命、五卅运动、四一二政变、抗日战争等，会议录里均有反映。对研
究租界史和近现代上海史来说，会议录是极有价值的原始宝藏。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 AM 7526 （第二辑，BULAC有第一辑）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 AM 5692（1-4）（1903-1945，9 vol.）
https://cecmc.hypotheses.org/28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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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 AG 2603（1-2）https://cecmc.hypotheses.org/27923
«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汇编» AG 2605
«山西票号史料» AG 2425 https://cecmc.hypotheses.org/34931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AM 254 (1-4)
«荣家企业史料» AM 2072（1-2）
«刘鸿生企业史料» AM 2273 (1-2)
史敬棠，«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 AM 155

«北京档案史料» AM 7188 https://cecmc.hypotheses.org/26286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AM 7121（1-19）https://cecmc.hypotheses.org/27049
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N° 7 – 13）AM 4412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AM 2512 (1-2)
«河北减租减息档案史料选编» AM 7300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 AM 2109 (1-4)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AM1760
«清实录山东史料选» AM 2544 (1-3)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AM 2050 (1-12)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AM3900（1-12）
国家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 AM 672（1-2)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 AM 2049

台湾研究：
«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二辑，N° 9-N°30）AM 7690
Compilation d’archives de Taiwan des dynasties Ming et Qing
https://cecmc.hypotheses.org/21703
本叢書為《臺灣史料集成》中的一種，共分為五輯，本圖書館收藏了第二輯，起迄年
代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明清臺灣檔案彙編》是《臺
灣史料集成》中篇幅最長的叢書，多達110冊，於2009年全部編製完成，是研究台灣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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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最有系統的國家史料。《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二輯)》收錄了清康熙二十三年清帝國
占領台灣以後論及台灣本島及鄰近海域的行政公文史料，但書信、議論以及具有社會
規範作用的公文原則上不收錄。資料來源以已刊文獻為主，收集範圍及於各種明清檔
案彙編、方志、碑刻以及文集等。

增强对台湾档案收藏的了解：
«国史馆现藏史料概述» AM 7572 https://cecmc.hypotheses.org/30653
«故宫档案述要» AM 2932
«台湾所藏中华民国经济档案» AG 2597 https://cecmc.hypotheses.org/28153
«蒋中正总统档案目录» AG 2599 https://cecmc.hypotheses.org/28242
«经济档案函目汇编» AG 2600（2-3）https://cecmc.hypotheses.org/27616
B, Collection documentaire
«民国法律集成» AG 2372（1-100）（影印版)
https://cecmc.hypotheses.org/18349
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是中华民国时期各类政府所颁布法律、法令、条例、规
则、章程等法律文件之重要典章制度的汇集，也是纂修各种史书志书的原始基础资
料。 中华民国的第一个中央政权―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始于 1911 年 10 月辛亥创
立的湖北军政府。该丛书的纂辑上限起于 1911 年 10 月，下限止于 1949 年 9 月
30 日，前后共38 年。本丛书汇集各类政府政权的法规资料, 均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馆藏档案和档案书刊与政府公报等原始资料为依据。这些法规资料保持资料原貌，
影印出版。全书按民国时期各类政府政权分为六大部分, 各类法规按其性质分为根本
法, 国会议会, 官制官规, 行政, 立法, 司法, 考试, 监察, 党务等九大类, 其中行
政类又分为内政社会, 军政国防, 财政金融, 实业经济, 文教卫生, 交通邮电, 外交
侨务等项, 以便检索。

«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1930年代）AM 3273 - AM 3473（200册）
上海中国地政学院编纂，萧铮主编，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
1930年代中日战争之前，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黄金时代。1932年，为了解农
村土地问题，蒋介石决定成立地政学院。该学院招考大学毕业生前往各重要地区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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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调查三个月，结束后交调查报告。先后九年中发出调查报告178份，其中论文八类共
168种，调查报告158篇，涉及19个省180多县，内容包括农村各方面，对研究中国20世
纪早期社会经济、地方政治制度而言，无疑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调查资料。这些第
一手资料极为丰富，议论精湛，除了披露社会情况外，还报道了各地方政府机构组
织、城市乡村生活及农业统计等。这些具有独特历史性的土地问题资料的出版，为研
究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时期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1949年到1953年台湾的土地改革
中的许多措施和理念来自这些调查。

«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 ，AM 2640（1-4）
https://cecmc.hypotheses.org/16768
Enquête sociologique sur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cinq villages du Nord de la Chine.
魏宏运等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魏宏运和日本学者三谷孝合作，对有代表性的华北五个村庄长达五年的调查访问，获
取第一手资料，主编这套调查记录。本书涉及的五个村庄是抗战期间日本“满铁” 调
查机构曾经考察过的村落，编者在20世纪30年代满铁的调查资料基础上，把考察的时
段向后延续至1990年代。他们对近百位村民进行口述访问，积累了大量口述与文字资
料。制定这一研究项目的目的在于通过与日本满铁调查资料的衔接，构建20世纪华北
农村社会变迁与民众生活、心理变化的实态。与传统的文本研究不同的是，本书旨在
“让农民叙说他们的20世纪史”。本调查记录对研究了解中国农村的状况和改革开放
后发生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AM 6493（1-1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AM 6494（N°10-20）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 AM 89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 AM 7652 ; AM 866（1-2）
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AM 2396；AM 7121（1840-1927）（4册）
https://cecmc.hypotheses.org/25065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1863-1911）AM 2002（3册）
陈真，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AM129；AM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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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1840-1949）AM 2332 （1-4）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AM 155
«晋商史料全览» AM 7852（1-11）https://cecmc.hypotheses.org/18294
«晋商研究当代文库» AM 7886（1-12）https://cecmc.hypotheses.org/33071
«晋商研究经典文库» AM 7862（1-5）https://cecmc.hypotheses.org/33936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AM 7144（1949-1951，3册）https://cecmc.hypotheses.org/24834
«北京商业契书集 （清代-民国）» AG 2632（1-2）https://cecmc.hypotheses.org/27628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 AG 2495（1-8）https://cecmc.hypotheses.org/20719
«中国历代战争史» AM 3474（18册）
国防部史政局，«中日战史» （46册）AM 1005（介绍战争时期各战役详细情况）
国防部史政局，«中日战争史略»（6册）AM 1004 （介绍战争时期各方面情况，包括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等）
蒋纬国，«国民革命战争史：第一部 建立民国»，AM 3761（3册）
蒋纬国，«北伐统一» AM 3475（1—4）
蒋纬国，«抗日御侮» AM 3476；AM 1935（1—10）

«大陆地下刊物汇编» AM 3871 (N°6 – 20)

C, 回忆录—文史资料
«文史资料选辑» AM 7123（1-122）；AM 6976-6978（144-146）；AM 7091-7094
（147-150）
Documents culturels et historiques pour les é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https://cecmc.hypotheses.org/1870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Commission des documents
historiques du Comité national de la Conférence consultative politique du Peuple chinois
(CCPPC)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60年—
本丛书的作者不乏名人，以其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详尽地全面地叙述了中国近
现代的历史	
  。	
  绝大部分文章由事件的亲历者执笔或者叙述。时过境迁，其中许多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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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叙述者已经作古，这些记载几成绝唱，	
  使得这套史料更加具有保存价值	
  ，是不可多
得的参考资料，可以从中获得大量知识和信息。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AG 2411（1-26）（1898-1949）
Documents culturels et historiques pour les é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https://cecmc.hypotheses.org/21577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该丛书共有4000多篇文稿，按不同内容分门别类整理编辑而
成。在每一卷目下均围绕中心内容分别列出不同的栏目，并根据每篇史料的内容精心
挑选历史照片，图文并茂。这些资料的主体部分为全国政协收藏的尚未公开发表的文
稿，也采用了地方政协的部分稿件,内容上起1898年，下迄1949年，是综合性的史料集
成。

«文史资料精华丛书» AM 7229（1-10）
https://cecmc.hypotheses.org/26371
自1959年周恩来倡导开展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起，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和地方政
协出版的文史资料共达十多亿字。为了展示全国文史资料工作的成果，并使重要的史
料得以流传后世，第八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各省、市、自治区政协文史部
门竭力合作，于1995年编纂出版了3000万字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为了满足读者
的需求，第九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决定对《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的文章进行
筛选，加入一部分新的史料，编辑出版《文史资料精华丛书》。编者对收入本丛书的
文章再次进行复审、核对和校正，并注明文章作者的身份，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方
便。

«老照片» AM7616（1-100）
Collection spécialisée sur les photos anciennes.
https://cecmc.hypotheses.org/17557
«老照片»是一部陆续出版的丛书，注重刊发有意义的老照片和相关文章，关注一百多
年来历史的演变和发展，以及社会百姓的生存。该丛书由山东画报出版社于1996年12
月创始。 «老照片»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旧事重温，故时风物，名人一瞬，私
人相簿和秘闻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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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回忆录» AM 2535 （13册）
顾维钧，1888年1 月生于上海，赴美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进入外交界，是北
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1912年，任袁世凯秘书，从事外交工
作，此后在北洋历届政府担任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公使。1919年和1921年，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和华盛顾会议，担任过国际联盟行政委员。1922年
至1926年先后任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
加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1932年至1956年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及驻法、
英、美大使，驻国联及联合国代表。1956年转海牙国际法院任大法官，其中后三年任
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1967年79岁时，全身而退。1985年去世，享年98岁。

«张治中回忆录» AM 2548 (1-2)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二级陆军上将。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黄埔建军到共同建国，真诚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张
治中回忆录》是他生前留下的一份自述，记下了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种种活动。
由于他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之列，自述中留下很多重要史料，对研究中国近代
历史特别是国共关系问题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D，大事记，年谱，日记，文集
«中华民国史: 大事记（1905-1945）» AM 7893（1-12）
https://cecmc.hypotheses.org/16877
Chronologie de la République de Chine, de 1911 à 1949
李新主编, 中华书局，2011
本书采用编年体裁，记述了自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至1949年9月中华民国历史时
期结束共44年间的重要史事，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了一部可供查考的 参考资料。本书所
记内容，不仅包括政治、军事、外交，还涉及经济、文化，甚至天灾地变；不仅包括
统治阶级及其政权的活动，还涉及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自发反 抗；世界大事，与我国相
关者也适当列条，内容充实，包容量大，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了一部可供查考的参考资
料。

«盛宣怀年谱长编» AM 7514 https://cecmc.hypotheses.org/2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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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AG 2619（1- 8） (8卷共13册）
https://cecmc.hypotheses.org/22973
«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 AM 3479（1-12）

«胡适日记» AM 6948（1 - 8）https://cecmc.hypotheses.org/26014
«张元济日记» AM 7216（1 - 2）https://cecmc.hypotheses.org/25886
«黄炎培日记» AM 2620（1 - 8）https://cecmc.hypotheses.org/21333

«李鸿章全集» AM 2734 (1-3)
«傅斯年全集» AM 7270（1 - 7）https://cecmc.hypotheses.org/23748
«潘光旦文集» AM 7145（1 - 14）https://cecmc.hypotheses.org/23810
«费孝通文集» AM 7016（1 - 14）https://cecmc.hypotheses.org/20489

«1949年以后张君劢言论集» AM 3961（5册）

E，大部通史
«中华民国史（1894 - 1949）» AM 7894 (1-16)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 Chine» à partir de matériaux des Archives N°2 de Nankin sur la
période de 1911 à 1949.
https://cecmc.hypotheses.org/16875
李新主编，中华书局，2011。本书是目前国内民国史学科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
叙述中华民国1911-1949间三十八年兴亡的历史。作者搜集和利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所藏民国档案、有关地方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收集的有关
历史资料，以及国内收藏的大量民国书籍报刊，还尽可能地参考了台湾地区和国外出
版的相关资料、著作、文章，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力图还原民国历史的原貌。
本书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把这段历史分为“中华民国的创立和南京临时政府统治
时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三个阶段。全书分为十
二卷，每卷后附有本卷人名索引和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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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通史» AM 7324（1 - 12）
https://cecmc.hypotheses.org/24012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économie en Chine
赵德馨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本丛书由30多位教授和研究员合作撰写，历时6年多，按朝代的起讫年代分期为10卷共
12册，始于先秦时期，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本丛书的特点在于：一，放弃经济史研
究的惯例，不作经济状态性质的结论，也不对各历史阶段的经济现象作社会经济形态
性质的分析；二，鉴于大批出土文物使得先秦史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本丛书的上
限定于先秦时期。而下限则奉行昨天就是历史的观点，定于1991年；三，处理本书主
编和作者之间关系的准则是主编只要求最低限度的统一，给予各卷作者最大限度的思
考和撰写自由。本丛书采用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经济史学分析和叙述方法，按时
序把事实叙述清楚，并进行经济学分析。其中各卷表达形式多样，但内容能够融合一
体，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

«重修台湾省通志» AM 2621-2628
https://cecmc.hypotheses.org/27419
Collection de l’histoire générale de Taiwan
林洋港等監修，高育仁等主修，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9-1998。
《重修臺灣省通志》是宋楚瑜任臺灣省省長時，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根據《臺灣通志
稿》、《整修臺灣省通志》編制而成的全面記錄臺灣的大型權威文獻叢書，收錄了大
量资料，尤其是1945年至1990年代，以及明清時期和臺灣史前考古的资料。叢書內容
丰富，涉及土地、住民、經濟、武備、文教、政治、職官、人物、藝文等，恰似一部
百科全書，彙臺灣的政治經濟制度，社會經濟發展，文化教育，風土民情以及地質博
物等典章經籍于一體。此叢書彙集了臺灣政治制度，展示了臺灣社會變遷及經濟發
展，記錄臺灣文化教育及人文地理資料，為臺灣史研究提供了可貴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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