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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郭跃斌 〔日〕吉永匡史

〔韩〕金 珍 〔法〕梅 凌 寒

一 通代

( 一) 日文

【专著】

1. 谷川道雄，《谷川道雄中国史論集》上·下巻，汲古書院，2017 年。

【论文】

1. 岸本美緒，《地域論·時代区分論の展開》，歴史学研究会編《第 4 次

現代歴史学の成果と課題〈2〉世界史像の再構成》，績文堂出版，2017 年。

2. 渡辺信一郎 ，《伝統中国の国家体制》，渡辺信一郎·西村成雄編

《中国の国家体制をどうみるか: 伝統と近代》，汲古書院，2017 年。

3. 渡辺信一郎 ，《中国における第一次古代帝国の形成: 龍山文化期

から漢代にいたる聚落形態研究から》，渡辺信一郎·西村成雄編 《中国

の国家体制をどうみるか: 伝統と近代》，汲古書院，2017 年。

【书评】

1. 飯塚靖，《塚瀬進 『マンチュリア史研究』》 ，《歴史学研究》954，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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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韩文

【论文】

1. ( 张伟 ) ，《

( 我国西藏古代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硏究) 》，《中國史硏究》108，2017

年。

2. ( 全永燮) ，《唐宋元·高麗 典 具顯 謀反罪 構成要件

刑罰體系 ( 唐宋元与高丽律典所体现的谋反罪的构成要件及刑法体系) 》

，《 ( 历史与世界) 》51，2017 年。

3. ( 郑肯植) ，《 ( 吸收中国

律令与韩国传统社会 ) 》，《 ( 正义) 》158 － 2，2017 年。

4. ( 崔 碧 茹) ，《13 － 18 ‘檢 驗 ( 檢 屍 ) ’

( 13 － 18 世纪东亚 “检验 ［检尸］”知识的传承与变

化) 》 ，《 ( 历史文化研究 ) 》61，2017 年。

( 三) 英文

【专著】

1. Zhang Taisu，The Laws and Economics of Confucianism: Kinship and

Property in Pre-Industrial China and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论文】

1. Frédéric Constant ( 梅 凌 寒 )，“Accusation and Social Hierarchies :

Legal Coherenc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ategories in Chinese Legal Science”，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11 － 2，2017，pp. 51 － 74.

2. Maxim Korolkov，“Legal Process Unearthed: A New Source of Legal

History of Early Imperial China”，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37 － 2，2017，pp. 383 － 391.

3. Zhang Xiuhua，Yao Tianyu，Xu Wenjun，and Zhai Yujia，“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ncient China and Its Ｒelevance Today”，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76 － 5，2017，pp. 1191 －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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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法文

【论文】

1. Pierre-Etienne Will ( 魏丕信)，“Constitutions virtuelles et constitutions

réelles: l’encadrement du pouvoir en Chine，de la dynastie des Ming à la

Ｒépublique de Chine”( 虚拟和事实的宪法: 在中国明朝至民国对于权力的

限制) ，Mireille Delmas-Marty，Ｒobert Guillaumond，La constitutionnalisation

du droit en Chine et en France ( 中国和法国法律的宪法化) ，Pedone，2017，

pp. 31 － 69.

二 先秦

( 一) 日文

【专著】

1. 野間文史訳注 ，《春秋左傳正義譯注 〈第 1 冊〉: 序·隱公·桓公

篇》，明徳出版社，2017 年。

2. 野間文史訳注 ，《春秋左傳正義譯注 〈第 2 冊〉: 莊·閔·僖公

篇》，明徳出版社，2017 年。

【论文】

1. 王震中 ( 小祝大輝翻訳 ) ，《中国王権の誕生: 夏·商·西周の王

権研究における新たな理論的視座》，中国社会科学院歴史研究所·東方

学会·早稲田大学総合人文科学研究センター編 《中国史学の方法論》，

汲古書院，2017 年。

2. 柏倉優一，《清華簡 『楚居』に関する試論》，《出土文献と秦楚文

化》10，2017 年。

3. 佐々木研太，《周王の諸国統治の方策とその展開の形態》 ，《中

国出土資料研究》21，2017 年。

4. 若江賢三，《『菅子』軽重甲篇に於ける資料学》 ，《資料学の方法

を探る》16，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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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韩文

【论文】

1. ( 方允美 ) ，《包山楚簡 司法文書 戰國 楚 文書

行政體系 ( 以包山楚简司法文书论战国楚国的文书行政体系) 》 ，《東洋史

學硏究》139，2017 年。

三 秦汉魏晋南北朝

( 一) 日文

【专著】

1. 岡部毅史，《魏晋南北朝官人身分制研究》，汲古書院，2017 年。

2. 窪添慶文，《墓誌を用いた北魏史研究》，汲古書院，2017 年。

3. 田中一輝，《西晉時代の都城と政治》，朋友書店，2017 年。

4. 松崎つね子，《睡虎地秦簡と墓葬からみた楚·秦·漢》，汲古書

院，2017 年。

【论文】

1. 青木俊介，《漢代肩水地区 A32 所在機関とその業務関係: 肩水金

関と肩水東部を中心に》，髙村武幸編《周縁領域からみた秦漢帝国》，六

一書房，2017 年。

2. 安部聡一郎 ，《走馬楼呉簡からみる三国呉の郷村把握システム》，

窪添慶文編 《魏晋南北朝史 の い ま》 ( ア ジ ア 遊学 213 ) ，勉誠出版，

2017 年。

3. 阿部幸信，《漢初の天下秩序に関する一考察》 ，《中央大学文学

部紀要》史学 62，2017 年。

4. 阿部幸信，《魏晋南北朝皇帝璽窺管: 玉璽·金璽と 「伝統」の虚

像》 ，《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41，2017 年。

5. 池田雄一，《里耶秦簡の治獄について》，中國古代史研究会編《中

國古代史研究〈第 8〉: 創立七十周年記念論文集》，研文出版，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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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石原遼平，《漢 代 更 卒 輪 番 労 役 の 各 県 に お け る 不 均 一 と 均 一

化》 ，《日本秦漢史研究》18，2017 年。

7. 伊藤敏雄，《日本における楼蘭研究 100 年》 ，《歴史研究》54，

大阪教育大学歴史学研究室，2017 年。

8. 伊藤敏雄，《楼蘭出土漢文文字資料中の簿籍と公文書について:

殘紙の簿籍と公文書を中心に》，土肥義和·氣賀澤保規編 《敦煌·吐魯

番文書の世界とその時代》，汲古書院，2017 年。

9. 内田昌功，《魏晋南北朝の長安》，窪添慶文編 《魏晋南北朝史の

いま》 ( アジア遊学 213 ) ，勉誠出版，2017 年。

10. 王素 ( 河内桂翻訳 ) ，《高昌王令形式総論》，土肥義和·氣賀澤

保規編《敦煌·吐魯番文書の世界とその時代》，汲古書院，2017 年。

11. 太田幸男，《秦漢簡牘史料再考二題》，中國古代史研究会編 《中

國古代史研究〈第 8〉: 創立七十周年記念論文集》，研文出版，2017 年。

12. 大知聖子，《魏晋南北朝期の官爵による刑の減免: 秦漢時代の削

爵および唐代の官当·除名·免官の比較からみた》 ，《学習院大学国際

研究教育機構研究年報》3，2017 年。

13. 岡田和一郎 ，《征服から専制へ: 中国史上における北魏国家の形

成》，渡辺信一郎·西村成雄編 《中国の国家体制をどうみるか: 伝統と

近代》，汲古書院，2017 年。

14. 小野響，《前燕国家体制考: 慕容儁称帝以後を中心として》 ，

《史滴》39，2017 年。

15. 于振波 ( 關尾史郎翻訳 ) ，《走馬楼呉簡に見える郷の行政》，藤

田勝久·關尾史郎編 《簡牘が描く中国古代の政治と社会》，汲古書院，

2017 年。

16. 楠山修作，《中国古代国家論》，中國古代史研究会編 《中國古代

史研究〈第 8〉: 創立七十周年記念論文集》，研文出版，2017 年。

17. 窪添慶文，《北魏後期の門閥制》，窪添慶文編 《魏晋南北朝史の

いま》 ( アジア遊学 213 ) ，勉誠出版，2017 年。

18. 侯旭東 ( 永木敦子翻訳 ) ，《湖南長沙走馬楼三国呉簡の性格に

ついての新解釈》，藤田勝久·關尾史郎編 《簡牘が描く中国古代の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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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社会》，汲古書院，2017 年。

19. 小林伸二，《戦国封君: 王権構造の一側面》，中國古代史研究会

編《中國古代史研究 〈第 8〉: 創立七十周年記念論文集》，研文出版，

2017 年。

20. 佐川英治，《鄴城に見る都城制の転換》，窪添慶文編 《魏晋南北

朝史のいま》，勉誠出版，2017 年。

21. 佐藤達郎，《保塞蛮夷小考》 ，《関西学院史学》44，2017 年。

22. 柴田昇，《最初期漢王朝の一性格》 ，《愛知江南短期大学紀要》

46，2017 年。

23. 蔣非非 ( 畑野吉則翻訳 ) ，《秦統一後の法令 「書同文字」と古

代社会における 「史学」について: 里耶秦簡の公文書を中心として》，

藤田勝久·關尾史郎編《簡牘が描く中国古代の政治と社会》，汲古書院，

2017 年。

24. 陶安あんど ，《嶽麓秦簡司法文書集成 『為獄等状等四種』訳注

稿———事案四》 ，《法史学研究会会報》20，2017 年。

25. 末永高康，《前漢廟制論議と 『礼記』祭法篇》 ，《東洋史研究》

76 － 3，2017 年。

26. 關尾史郎，《簡帛と紙石の世紀》 ，《歴史学研究》964，2017 年。

27. 關尾史郎，《「貲簿」の周辺: 北涼時代の簿籍と税制》，土肥義

和·氣賀澤保規編 《敦煌·吐魯番文書の世界とその時代》，汲古書院，

2017 年。

28. 關尾史郎，《出土史料からみた魏晋· 「五胡」時代の教》，藤田

勝久·關尾史郎編 《簡牘 が 描 く 中国古代 の 政治 と 社会》，汲古書院，

2017 年。

29. 孫聞博 ( 吉田章人·關尾史郎翻訳 ) ，《商鞅県制の推進と秦にお

ける県·郷関係の確立: 出土史料と伝世文献による再検討》，藤田勝久·

關尾史郎編《簡牘が描く中国古代の政治と社会》，汲古書院，2017 年。

30. 髙村武幸，《肩水金関を往来した人々と前漢後半期の辺郡·内

郡》 ，《東洋学報》99 － 3，2017 年。

31. 髙村武幸，《前漢後半期以降の河西地域に対する物資供給: 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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辺郡の存在意義を考える手がかりとして》，髙村武幸編 《周縁領域から

みた秦漢帝国》，六一書房，2017 年。

32. 仲山茂，《地理志の誕生: 漢志·班固自注の作者をめぐって》 ，

《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41，2017 年。

33. 畑野吉則 ，《漢代辺郡の文書逓伝と管理方式》，藤田勝久·關尾

史郎編《簡牘が描く中国古代の政治と社会》，汲古書院，2017 年。

34. 畑野吉則 ，《漢代辺郡の文書逓伝と肩水金関漢簡》 ，《資料学の

方法を探る》16，2017 年。

35. 廣瀬薫雄 ，《青川郝家坪秦墓木牘補論》，藤田勝久·關尾史郎編

《簡牘が描く中国古代の政治と社会》，汲古書院，2017 年。

36. 藤田勝久 ，《『史記』と出土資料の方法論》，中国社会科学院歴

史研究所·東方学会·早稲田大学総合人文科学研究センター編 《中国史

学の方法論》，汲古書院，2017 年。

37. 藤田勝久 ，《『史記』平準書の歴史観: 八書の意図をめぐって》，

中國古代史研究会編 《中國古代史研究 〈第 8〉: 創立七十周年記念論文

集》，研文出版，2017 年。

38. 藤田勝久 ，《中国古代の情報システムと社会: 簡牘から紙·木簡

の選択》，藤田勝久·關尾史郎編 《簡牘が描く中国古代の政治と社会》，

汲古書院，2017 年。

39. 藤田忠，《漢代の救恤政策について: 『罷癃』を中心として》，

中國古代史研究会編 《中國古代史研究 〈第 8〉: 創立七十周年記念論文

集》，研文出版，2017 年。

40. 町田隆吉 ，《河西出土五胡時代 「板」 ( 官吏辞令書) 小攷》，土

肥義和·氣賀澤保規編《敦煌·吐魯番文書の世界とその時代》，汲古書

院，2017 年。

41. 松島隆真 ，《前漢郡国廟の設置とその意義》 ，《古代文化》69 －

3，2017 年。

42. 水間大輔 ，《張家山漢簡 「奏讞書」と嶽麓書院蔵秦簡 「為獄等

状四種」の形成過程》 ，《東洋史研究》75 － 4，2017 年。

43. 宮澤知之 ，《財政貨幣の確立: 前漢の通貨政策》 ，《唐宋変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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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通訊》8，2017 年。

44. 山口正晃，《将軍から都督へ: 都督制に對する誤解》 ，《東洋史

研究》76 － 1，2017 年。

45. 山口正晃，《曹魏および西晋における都督と将軍》 ，《大手前大

学論集》17，2017 年。

46. 吉田浤一，《中国における国家の形成と 「公私」イデオロギ

ー》，渡辺信一郎·西村成雄編 《中国の国家体制をどうみるか: 伝統と

近代》，汲古書院，2017 年。

47. 吉本道雅，《睡虎地秦簡年代考》 ，《中国古代史論叢》9，2017 年。

【书评】

1. 柿沼陽平，《髙村武幸著 『秦漢簡牘史料研究』》 ，《東洋史研究》

75 － 4，2017 年。

2. 金子修一，《川本芳昭著 『東 ア ジ ア 古代 に お け る 諸民族 と 国

家』》 ，《歴史評論》802，2017 年。

3. 陶安あんど ，《鷹取祐司著 『秦漢官文書の基礎的研究』》 ，《法制

史研究》66，2017 年。

4. 角谷常子，《藤田勝久著 『中国古代国家と情報伝達: 秦漢簡牘の

研究』》 ，《史学雑誌》126 － 9，2017 年。

5. 福永善隆，《楯身智志著 『前漢国家構造の研究』》 ，《史学雑誌》

126 － 2，2017 年。

6. 堀毅，《若江賢三著『秦漢律と文帝の刑法改革の研究』》 ，《法制

史研究》66，2017 年。

7. 村元健一，《佐川英治著『中国古代都城の設計と思想』》 ，《唐代

史研究》20，2017 年。

8. 目黒杏子，《福島大我『秦漢時代における皇帝と社会』》 ，《歴史

学研究》962，2017 年。

( 二) 韩文

【论文】

1. ( 金珍佑 ) ，《秦漢代 奏讞文書 被告

896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十二辑】



實相 ( 从秦汉奏谳文书的被告陈述看基层社会的真相) 》 ，《中國古

中世史硏究》43，2017 年。

2. ( 林炳德 ) ，《『岳麓書院藏秦簡』· 「爲獄等狀四種」案

例七識劫 案考》 ，《中國史硏究》110，2017 年。

3. ( 林炳德 ) ，《秦·漢 官吏 休假 ( 秦汉时期官吏的

休假) 》 ，《 ( 历史与话语) 》84，2017 年。

【书评】

1. ( 林炳德 ) ，《『秦簡牘合集』 ( 陳偉主編，武漢大學出版

社，2014) 》 ，《中國史硏究》106，2017 年。

四 隋唐五代

( 一) 日文

【专著】

1. 氣賀澤保規編 ，《新編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明治大学東アジア

石刻文物研究所·汲古書院，2017 年。

【论文】

1. 荒川正晴，《通行證としての公驗と牒式文書》，土肥義和·氣賀澤

保規編《敦煌·吐魯番文書の世界とその時代》，汲古書院，2017 年。

2. 石野智大，《武周時代の村落制度と基層社会の人的結合: 河南省

輝県市文物管理局蔵「百門陂碑」の分析を中心に》 ，《法律論叢》90 －

2·3，2017 年。

3. 市大樹，《日本古代交通制度の法的特徴: 日唐令文の比較を通じ

て》，鷹取祐司編 《古代中世東アジアの関所と交通制度》，汲古書院，

2017 年。

4. 榎本淳一，《中日書目比較考: 『隋書』經籍志の書籍情報を巡っ

て》 ，《東洋史研究》76 － 1，2017 年。

5. 大西磨希子，《奈良時代における文物の移入と唐関市令: 『天聖

令』関市令を中心に―》 ，《唐代仏教美術史論攷: 仏教文化の伝播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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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交流―》，法藏館，2017 年。

6. 河野保博，《唐代厩牧令の復原からみる唐代の交通体系》 ，《東

洋文化研究》19，2017 年。

7. 川村康·唐律疏議講読会 ，《『唐 律 疏 議』捕 亡 律 現 代 語 訳 稿

( 下) 》 ，《法と政治》68 － 3，2017 年。

8. 神戸航介，《律令官衙財政の基本構造: 民部省·主計寮の職掌を

中心に》 ，《史学雑誌》126 － 11，2017 年。

9. 武井紀子，《古代日本の農事慣行と地方官人》，吉川真司·倉本一

宏編《日本的時空観の形成》，思文閣出版，2017 年。

10. 田中則行 ，《唐代後半期 に お け る 勲官》 ，《立正史学》121，

2017 年。

11. 趙晶 ( 辻正博翻訳 ) ，《唐令復原における典拠史料の検証: 『大

唐開元禮』を中心に》 ，《東方学》133，2017 年。

12. 土肥義和，《唐代における均田法施行の史料雜抄》，土肥義和·氣

賀澤保規編《敦煌·吐魯番文書の世界とその時代》，汲古書院，2017 年。

13. 鳥居一康，《唐前期節度使の権力構造: 唐宋時代の軍制と行政

( Ⅱ) 》 ，《唐宋変革研究通訊》8，2017 年。

14. 松本保宣，《宋人を中心とする唐代朝儀制度理解について: 「入

閤」とは何か?》 ，《唐代史研究》20，2017 年。

15. 姚晶晶，《『諸道勘文 神鏡』所引『唐暦』新出逸文の紹介と検

討: 唐代の銅魚符制度を中心に》 ，《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50，

2017 年。

16. 劉安志 ( 速水大翻訳 ) ，《唐代解文初探: 敦煌吐魯番文書を中

心に》，土肥義和·氣賀澤保規編 《敦煌·吐魯番文書の世界とその時

代》，汲古書院，2017 年。

【书评】

1. 江川式部，《礪波護著 『隋唐仏教文物史論考』》 ，《唐代史研究》

20，2017 年。

2. 岡野誠，《新見まどか著 「唐武宗期における劉稹の乱と藩鎮体制

の変容」》 ，《法制史研究》66，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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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瀬奈津子，《礪波護著 『隋唐都城財政史論考』》 ，《唐代史研

究》20，2017 年。

( 二) 英文

【论文】

1. Norman P. Ho， “ The Legal Thought of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 618 －907) ”，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12 －4，2017，pp. 584 －625.

2. Tony D. Qian，“Classical Learning and the Law: Erudition as Persuasion

in the Dragon Sinews，Phoenix Marrow Judgements of Zhang Zhuo”，Tang

Studies，35 － 1，2017，pp. 20 － 50.

五 辽宋金元

( 一) 日文

【专著】

1. 土肥祐子，《宋代南海貿易史の研究》，汲古書院，2017 年。

【论文】

1. 赤木崇敏，《地方行政を仲介する文書たち: 賭博に関する賞金の

こと》，赤木崇敏他著《元典章が語ること: 元代法令集の諸相》，大阪大

学出版会，2017 年。

2. 遠藤総史，《未完の 「統一」王朝: 宋朝による天下理念の再構築

とその 「周辺」》 ，《史学雑誌》126 － 6，2017 年。

3. 河辺隆宏，《日宋貿易の制度》，荒野泰典他編 《前近代の日本と

東アジア: 石井正敏の歴史学》 ( アジア遊学 214 ) ，勉誠出版，2017 年。

4. 清水浩一郎 ，《北宋徽宗期の 「公相制」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尚書

令廃止とその意図》，《集刊東洋学》116，2017 年。

5. 高橋弘臣，《南宋の上供米制度運用の実態と臨安における米不足

について》 ，《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人文学 42，2017 年。

6. 高橋弘臣，《『咸淳臨安志』所載の財政関連史料について》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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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学の方法を探る》16，2017 年。

7. 高橋文治 ，《戸籍と 〈本俗〉: 弟·妹を兄は他家に養子に出して

はならない》，赤木崇敏他著 《元典章が語ること: 元代法令集の諸相》，

大阪大学出版会，2017 年。

8. 高橋文治 ，《宣徽院の人びと: ニセの薬を販売することを禁じ

る》，赤木崇敏他著《元典章が語ること: 元代法令集の諸相》，大阪大学

出版会，2017 年。

9. 高橋文治 ，《律令と典章: 『元典章』はいかに編まれたか》，赤木

崇敏他著《元典章が語ること: 元代法令集の諸相》，大阪大学出版会，

2017 年。

10. 松井太 ，《トゥルファン = ウイグル人社会の連保組織》，土肥義

和·氣賀澤保規編 《敦煌·吐魯番文書の世界とその時代》，汲古書院，

2017 年。

11. 宮澤知之 ，《北宋交子論》，三木聰編 《宋―清代の政治と社会》，

汲古書院，2017 年。

12. 山崎覚士 ，《帝国の中世: 中華帝国論のはざま》，渡辺信一郎·

西村成雄編《中国の国家体制をどうみるか: 伝統と近代》，汲古書院，

2017 年。

13. 山本健太郎 ，《「祖宗の法」と宋代の国都》 ，《中国: 社会と文

化》32，2017 年。

14. 與座良一 ，《宋代兵籍考》 ，《唐宋変革研究通訊》8，2017 年。

【书评】

1. 青木敦，《大澤正昭著 『南宋地方官の主張: 『清明集』 『袁氏世

範』を読む』》 ，《法制史研究》66，2017 年。

2. 梅村尚樹 ，《大澤正昭著『南宋地方官の主張: 『清明集』『袁氏世

範』を読む』》 ，《歴史学研究》958，2017 年。

3. 川邉貴伸 ，《大澤正昭著『南宋地方官の主張: 『清明集』『袁氏世

範』を読む』》 ，《七隈史学》19，2017 年。

4. 近藤一成 ，《大澤正昭著『南宋地方官の主張: 『清明集』『袁氏世

範』を読む』》 ，《史学雑誌》126 － 9，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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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純夫，《劉琳·刁忠民·舒大剛·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輯稿』》 ，

《洛北史学》19，2017 年。

( 二) 韩文

【论文】

1. ( 金贤罗 ) ，《高麗 元 奸非律 ( 高

丽与元的奸非律比较及女性地位) 》 ，《 ( 历史与世界) 》51，

2017 年。

2. ( 徐銀美 ) ，《 ( 宋代茶法

的处罚規定及其变化)》 ，《中國史硏究》108，2017 年。

3. ( 赵阮 ) ，《元 『經世大典』 六典體制 ( 元后期

〈经世大典〉的编纂与六典体制 )》 ，《東洋史學硏究》141，2017 年。

六 明清

( 一) 日文

【专著】

1. 岡本隆司，《中国の誕生: 東アジアの近代外交と国家形成》，名古

屋大学出版会，2017 年。

2. 川越泰博，《明朝档案が開く新地平: 明代軍事·変乱史研究の新

階梯》，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7 年。

3. 新宮学，《明清都市商業史の研究》，汲古書院，2017 年。

【论文】

1. 新井崇之，《明代における景徳鎮官窯の管理体制: 工部と内府に

よる2つの系統に着目して》 ，《明大アジア史論集》21，2017 年。

2. 殷晴，《提塘からみた清朝中央と地方の情報伝達》 ，《東洋学報》

99 － 3，2017 年。

3. 王天馳，《順治朝 に お け る 旗人 の 法 と 刑 罰: 內 閣 題 本 を 中 心

に》 ，《東洋史研究》76 － 3，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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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長青，《清代モンゴルの 「会盟に下した命令書」: 作成の経緯

を中心に》 ，《日本モンゴル学会紀要》47，2017 年。

5. 王東平 ( 櫻井智美翻訳 ) ，《清代天山南路地区における刑法の研

究》 ，《明大アジア史論集》21，2017 年。

6. 海丹 ，《「官は官を庇う」か: 淸代後期における地方官の 「上控」

をめぐる 連絡·交渉》 ，《東方学報》91，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2017 年。

7. 伍躍，《『順天府档案』に見える清代国家基礎権力の実現: 宝坻

県の官僚配置と社会組織の役割を例に》 ，《東アジア研究》66，2017 年。

8. 謝祺，《中国清代咸豊以前の四川塩の湖北進出について》 ，《名

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45，2017 年。

9. 谷口規矩雄 ，《乾隆期、災害救済活動における官·吏·諸役の不

法行為について》 ，《愛大史学》26，2017 年。

10. 陳穎，《明代の考察制度について: 在京四品以上の大臣の自陳致

仕を中心として》 ，《集刊東洋学》117，2017 年。

11. 辻大和，《朝鮮の対明朝貢使節が携帯した文書: 符験と勘合》 ，

《韓国朝鮮文化研究》16，2017 年。

12. 土居智典，《清朝末期の省財政》 ，《九州歴史科学》45，2017

年。

13. 娜鶴雅，《清朝末期の覆判制度について》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

要》172，2017 年。

14. 中村正人，《清代贖刑制度に関する初歩的考察: 捐贖·納贖に焦

点を当てて》 ，《金沢法学》59，2017 年。

15. 年旭，《明初朝貢体制の確立と日本の位置》 ，《東アジア文化交

渉研究》10，2017 年。

16. 荷見守義，《明代遼東武官の罪と罰: 明初から宣徳年間までを中

心に》 ，《人文研紀要》88，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7 年。

17. 堀地明，《清代北京の食糧流通》 ，《七隈史学》19，2017 年。

18. 三木聰，《雍正五年「抗租禁止条例」再考》，三木聰編 《宋―清

代の政治と社会》，汲古書院，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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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宮崎聖明，《明末広東における吏員の人事·考課制度: 顔俊彦

『盟水斎存牘』を手がかりに》，三木聰編 《宋―清代の政治と社会》，汲

古書院，2017 年。

20. 劉恋 ( 新井崇之翻訳 ) ，《清初における旗人婦女の旌表制度確

立に関する初歩的考察》 ，《駿台史学》159，2017 年。

【书评】

1. 赤城美恵子 ，《村上正和著 「清代北京の捕り手: 番役·捕役とそ

の社会関係について」》 ，《法制史研究》66，2017 年。

2. 荒武達朗，《『近現代中国における社会と国家: 福建省での革命，

行政の制度化，戦時動員』》 ，《中国研究月報》71 － 9，2017 年。

3. 稲田清一 ，《三木聰著 『伝統中国と福建社会』》 ，《社会経済史

学》82 － 4，2017 年。

4. 上田裕之，《加藤直人 『清代文書資料の研究』》 ，《歴史学研究》

960，2017 年。

5. 喜多三佳，《水越知著 「清代後期における重慶府巴県の寺廟と地

方社会: 『巴県档案』寺廟関係档案の基礎的考察」》 ，《法制史研究》

66，2017 年。

6. 鈴木秀光，《小野達哉他著「『巴県檔案』に見る清代社会と地方

行政」》 ，《法制史研究》66，2017 年。

7. 高遠拓児，《太田出著 『中國近世の罪と罰: 犯罪·警察·監獄の

社会史』》 ，《東洋史研究》75 － 4，2017 年。

8. 村上信明，《加藤直人著『清代文書資料の研究』》 ，《中国研究月

報》71 － 2，2017 年。

9. 森田成満，《太田出著 『中國近世の罪と罰: 犯罪·警察·監獄の

社会史』》 ，《法制史研究》66，2017 年。

10. 山本英史，《三木聰著 『伝統中国と福建社会』》 ，《史学雑誌》

126 － 3，2017 年。

( 二) 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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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 ( 寺田浩明 ) ，《明淸中國 民事裁判 實態 性

格 ( 明清时期民事审判的实态与特点) 》 ，《法史學硏究》56，2017 年。

2. ( 李永玉 ) ，《 － 『淸實錄』 命案 ，

1875 － 1908 ( 惩罚与指示 － 〈清实录〉命案案例分析，1875 － 1908 ) 》 ，

《明淸史硏究》47，2017 年。

3. ( 张景俊 ) ，《『大明律直解』，『大明律講解』，『律解辯疑』

洪武律 試論 ( 试论 〈大明律直解〉、 〈大明律讲解〉、 〈律解辩

疑〉与洪武律) 》 ，《 ( 民族文化) 》49，2017 年。

( 三) 法文

【论文】

1. Pierre-Emmanuel Ｒoux ( 胡白石 ) ， “Un empire en marche contre la

secte des Européens ? La politique des Qing face au catholicisme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 与欧洲邪教斗争的发展中的帝国? ———十

九世纪前叶清朝对着天主教的政策) ，Dejanirah Couto，Franois Lachaud，

Empires en marche : Ｒencontres entre la Chine et l’Occident à l’ge moderne

( XVIe － XIXe siècle) ( 发展中的帝国: 近代世纪 ［16 ～ 19 世纪］ 中国与西

方的相遇) ，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2017，pp. 291 － 319.

2. Claude Chevaleyre ( 施振高)，“La nature pénale du statut d’ esclave

dans la Chine des Ming” ( “奴婢者，罪人也”———从明代的法律规则来探

讨奴婢身分及其根本特性) ，Extrême-Orient，Extrême-Occident ，41，2017，

pp. 93 － 117.

3. Jérme Bourgon ( 巩涛 )，“ Fictions légales et réalités militaires : les lois

de la partie‘Armées’dans le code pénal des Qing” ( 法律上的假设与军事事

实: 《大清律例》里的兵律) ，Jean Bchler，Pierre Delvové，Guerre et droit

( 战争与法律) ，Hermann，pp. 43 － 56.

( 四)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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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

1. Mark McNicholas，Forgery and Impersonation in Imperial China: Popular

Deceptions and the High Qing Stat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6.

【论文】

1. Frédéric Constant ( 梅凌寒)， “Compensation of Injuries and Homicide

in Ming and Qing Law”，Law and History Ｒeview，35 － 4，2017，pp. 977 －

1016.

2. Du Yue，“Concubinage and Motherhood in Qing China ( 1644 － 1911) :

Ｒitual，Law，and Custodial Ｒights of Property”，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42 － 2，2017，pp. 162 － 183.

七 近现代( 1840 ～1949)

( 一) 日文

【专著】

1. 宮古文尋，《清末政治史の再構成: 日清戦争から戊戌政変まで》，

汲古書院，2017 年。

【论文】

1. 王貴松 ( 松井直之翻訳 ) ，《中国における 「法律による行政」の

原理の継受と変容》 ，《北大法学論集》68 － 3，2017 年。

2. 何娟娟，《清末江西省における日本製紙幣の導入》 ，《東アジア

文化交渉研究》10，2017 年。

3. 金子肇，《中国の憲法制定事業と日本》，水羽信男編 《アジアから

考える: 日本人が 「アジアの世紀」を生きるために》，有志舎，2017 年。

4. 川尻文彦，《『万国公法』の運命: 近代における日中間の 「思想

連関」の観点から》， 『愛知県立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言語·文学 49，

2017 年。

5. 韓大元 ( 松井直之翻訳) ，《マグナ·カルタと中国憲法学の伝

統》 ，《北大法学論集》68 － 4，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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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久保茉莉子 ，《南京国民政府時期における刑事上訴制度》 ，《史

学雑誌》126 － 9，2017 年。

7. 久保茉莉子 ，《南京国民政府時期における刑事訴訟法改正と自訴

制度》 ，《法制史研究》66，2017 年。

8. 呉迪，《近代中国の法制整備と岡田朝太郎》 ，《法学政治学論究》

114，2017 年。

9. 孔穎，《清末法部郎中韓兆蕃の 『考察監獄記』について》 ，《東

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10，2017 年。

10. 小西豊治 ，《中国立憲君主政国家構想: 制限された皇帝権と三権

分立体制》 ，《社会経済史学》608，2017 年。

11. 田口宏二朗 ，《永租と登記: 重畳する制度》，日本孫文研究会編

《孫文とアジア太平洋: ネイションを越えて》，汲古書院，2017 年。

12. 譚娟，《「満洲国親属継承法」立法過程における女性財産相続権

の問題》 ，《東洋学報》99 － 3，2017 年。

13. 張暁紅，《「満洲国」の綿業統制と土着資本》 ，《歴史と経済》

234，2017 年。

14. 中川太介，《中華民国北京政府期における雲南の塩政改革》 ，

《社会経済史学》83 － 1，2017 年。

15. 林幸司，《近代中国における経済制度の再検討: 重慶における手

形交換を中心に》 ，《成城大学経済研究》218，2017 年。

16. 夫馬進，《清末 『申報』に見る律師観の進展と訟師観の推移:

訟師から律師へ ( 1) 》 ，《東方学》134，2017 年。

17. 森川裕貫 ，《「五五憲草」解釈から見る五権憲法: 雷震と薩孟武

の所論をめぐって》，日本孫文研究会編《孫文とアジア太平洋: ネイショ

ンを越えて》，汲古書院，2017 年。

18. 杜崎群傑，《中国の議会制度から見たロシア革命》 ，《研究中

国》124，2017 年。

19. 鷲尾浩幸 ，《民国初期の江南における水利事業と地方自治: 1914

年の地方自治停止を基点にして》 ，《東洋学報》98 － 4，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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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1. 大野太幹，《陳來幸著 『近代中国の総商会制度: 繋がる華人の世

界』》 ，《現代中国》91，2017 年。

2. 廖赤陽，《陳來幸著 『近代中国の総商会制度: 繋がる華人の世

界』》 ，《東洋史研究》76 － 1，2017 年。

3. 金子肇，《陳來幸著 『近代中国の総商会制度: 繋がる華人の世

界』》 ，《アジア経済》58 － 3，2017 年。

( 二) 韩文

【论文】

1. ( 孙家红 ) ，《

( 西方·日本·中国法 － 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讲义

录考论) 》 ，《中國史硏究》106，2017 年。

( 三) 英文

【论文】

1. Jonathan Chappell，“Maritime Ｒaiding，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Suppression of Piracy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 1842 － 1869．”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Ｒeview ，40 － 3，2018，pp. 473 － 492．

2. Peter Thilly，“Opium and the Origins of Treason in Modern China: The

View from Fujian”，Late Imperial China，38 － 1，2017，pp. 155 －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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