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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卷

第2號

第4卷

第4號

4 論文 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 北京大學日刊 4月17日-23日 1918

5 啟札 傅君斯年致校長函：論哲學門隸屬文科之流弊 北京大學日刊 8月10日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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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

第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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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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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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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

第2號

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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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

第2號

第1卷

第3號

第1卷

第3號

第1卷

第3號

第1卷

第3號

第1卷

第3號

第1卷

第3號

第1卷

第3號

第1卷

第3號

第1卷

第3號

第1卷

第3號

第1卷

第4號

第1卷

第4號

第1卷

第4號

第1卷

第4號

第1卷

第4號

第1卷

第4號

第1卷

第5號

第1卷

第5號

第1卷

第5號

傅斯年先生論著目錄

1 論文 文學革新申義 新青年 1918

2 文言合一草議

後收入1935年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中國

新文學大系》第1集

論文 新青年 1918
後收入1935年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中國

新文學大系》第1集

後收入1935年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中國

新文學大系》第1集

7 論文 再論戲劇改良 新青年 1918

新青年 1918

6 論文 戲劇改良各面觀 新青年 1918

3 論文 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誤謬

9 論文 人生問題發端 新潮 1919

8 序跋 新潮發刊旨趣書 新潮 1919

11 時論 萬惡之原（一） 新潮 1919 後有傅先生〈附白〉

10 時論 去兵！ 新潮 1919

13 雜著 出版界評 新潮 1919

12 時論 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 新潮 1919

「出版界評」專欄

15 書評 莊子札記 馬敍倫撰 北京大學出版部刊 新潮 1919 「出版界評」專欄

14 書評 宋元戲曲史 王國維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潮 1919

「出版界評」專欄

17 雜著 故書新評 新潮 1919

16 書評 論理學講義 蔣維喬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潮 1919

「故書新評」專欄

19 書評
樂府詩集一百卷 宋郭茂倩撰 汲古閣本 湖北崇文書局

本
新潮 1919 「故書新評」專欄

18 書評 史記志疑三十六卷 清梁玉繩撰 新潮 1919

「故書新評」專欄

21 書評 顧誠吾〈對於舊家庭的感想〉附啟 新潮 1919

20 書評
評“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 A Treatise on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 ” by w. Stanley Jevons.
新潮 1919

後收入1935年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中國

新文學大系》第1集

23 詩 深秋永定門城上晚景 新潮 1919

22 論文 怎樣做白話文？ 新潮 1919

25 時論 心氣薄弱之中國人 新潮 1919

24 論文 中國文學史分期之研究 新潮 1919

27 時論 自知與終身之事業 新潮 1919

26 時論 中國文藝界之病根 新潮 1919

29 時論 社會的信條 新潮 1919

28 時論 社會──羣眾 新潮 1919

31 書評 傅斯年啟事 新潮 1919

30 時論 破壞 新潮 1919

後收入1935年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中國

新文學大系》第1集

33 詩 老頭子和小孩子（並序） 新潮 1919

32 論文 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 新潮 1919

35 論文 譯書感言 新潮 1919

34 啟札 答《時事新報》記者 新潮 1919

「書報介紹」專欄

37 啟札 致同社同學讀者 新潮 1919

36 書評 《失勒博士的形式邏輯》 新潮 1919

39 啟札 答余裴山 新潮 1919

38 啟札 答誠吾 新潮 1919

41 時論 一段瘋話 新潮 1919

40 啟札 答史志元 新潮 1919

43 雜著 故書新評 新潮 1919

42 時論 朝鮮獨立運動中之新教訓 新潮 1919

「故書新評」專欄

45 書評 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 新潮 1919 「故書新評」專欄

44 書評 宋朱熹的《詩經集傳》和《詩序辯》 新潮 1919

47 論文 對於中國今日談哲學者之感念 新潮 1919

46 啟札 答誠吾 新潮 1919

49 雜著 仲密〈背槍的人〉、〈京奉車中〉兩詩附語 新潮 1919

48 書評 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附識 新潮 1919



第1卷

第5號

第1卷

第5號

第1卷

第5號

第1卷

第5號

第1卷

第5號

第1卷

第5號

第2卷

第1號

第2卷

第2號

第2卷

第2號

第6卷

第6號

60 雜著 新生活是大家都有一份的 新生活 第2期 1919

61 專書 《心理分析導引》
擬編印《新潮叢書》時所撰寫，未

刊稿。
1919 後收入聯經版《傅斯年全集》第4冊

62 啟札 討論「的」字的用法 晨報 11月29、30日 1919

63 論文 再申我對于「的」字用法的意見 晨報 12月5日 1919

64 雜著 時代與曙光與危機 未刊稿 1919
後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版《傅斯年全集》第

一卷

65 雜著 歐遊途中隨感錄 未刊稿 1919
後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版《傅斯年全集》第

一卷

第2卷

第3號

第2卷

第3號

第2卷

第4號

第7卷

第2號

70 雜著 青年的兩件事業 晨報 7月3日-5日 1920

71 雜著 美感與人生 晨報 7月7日-10日 1920

72 雜著 留英紀行 晨報 8月6日-7日 1920

73 雜著 要留學英國的人 先要知道的事 晨報 8月12日-15日 1920

74 啟札 致蔡元培 北京大學日刊 10月30日 1920

第3卷

第4期

76 序跋 《四聲實驗錄》序 《四聲實驗錄》 1924 上海 : 群益書社, 民13[1924] 該書為劉復所撰；此文於1923年1月

第1集

第2期

第1集

第6期

第1集

第7期

80 專書 詩經講義稿
傅先生1927-1928年間任教國立中

山大學時編寫的講義稿
1928 後收入聯經版《傅斯年全集》第1冊

81 專書 戰國子家敍論
傅先生1927-1928年間任教國立中

山大學時編寫的講義稿
1928 後收入聯經版《傅斯年全集》第2冊

82 專書 史記研究
傅先生1927-1928年間任教國立中

山大學時編寫的講義稿
1928 後收入聯經版《傅斯年全集》第2冊

83 專書 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
傅先生1927-1928年間任教國立中

山大學時編寫的講義稿
1928 後收入聯經版《傅斯年全集》第1冊

第1集

第10期

第2集

第13期

第2集

第14期

第1本

第1分

第1本

第1分

第1本

第1分

第1本

第1分

91 序跋 中山大學民國十七年屆畢業同學錄序 1928 後收入聯經版《傅斯年全集》第7冊

92 時論 「建設」和「建官」 中央日報 9月11、12日 1928

第1本

第2分

第2本

第1分

第2本

第1分

第2本

第1分

97 啟札 附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君來函 史學雜誌 2卷3、4期 1930 致《史學雜誌》編輯先生函

甲編

第1冊

甲編

第1冊

100 論文 考古學的新方法 史學 第1期 1930

101 啟札 本所發掘安陽殷墟之經過
安陽發掘報告（國立中央硏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1）
第2期 1930

北平 ; 上海 : 中央硏究院歷史語

言硏究所, 民18-22[1929-1933]

102 序跋 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
安陽發掘報告（國立中央硏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1）
第2期 1930

北平 ; 上海 : 中央硏究院歷史語

言硏究所, 民18-22[1929-1933]

103 啟札 致蔣夢麟 北京大學日刊 3月4日 1931

104 論文 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 未刊稿 1931
後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版《傅斯年全集》第

三卷

105 論文 戲論一 未刊稿 1931
後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版《傅斯年全集》第

三卷

106 時論 郵政罷工感言 獨立評論 第3號 1932

51 詩 咱們一伙兒 新潮 1919

50 詩 前倨後恭 新潮 1919

後收入1935年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中國

新文學大系》第1集

53 時論 隨感錄 新潮 1919

52 論文 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 新潮 1919

55 啟札 答覆對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見 新潮 1919

54 啟札 因明答諍 新潮 1919

57 詩 心悸 新潮 1919

56 啟札 新潮之回顧與前瞻 新潮 1919

59 時論 中國狗和中國人 新青年 1919

58 詩 心不悸了！ 新潮 1919

67 詩 自然（以書為序） 新潮 1920

66 詩 陰歷九月十五夜登東昌城 新潮 1920

69 雜著 山東底一部分的農民狀況大略記 新青年 1920

68 啟札 寄同社諸兄 新潮 1920

77 啟札 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

刊
1927

75 啟札 國內與國外求學問題：傅斯年先生致蔡孑民先生書 新教育 1921

79 啟札 評「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

刊
1927

78 啟札 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于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

刊
1927

撰於1924年

85 啟札 與顧頡剛論古史書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

刊
1928

84 啟札 評丁文江的「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繫」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

刊
1928

87 序跋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
1928

86 啟札 與顧頡剛論古史書（續）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

刊
1928

89 啟札 所務記載：造像徵集啟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
1928 顧頡剛、傅斯年提議

88 論文 周頌說──附論魯南兩地與詩書之來源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
1928

傅斯年提議

93 論文 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一個短記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
1930

90 啟札 本所對於語言學工作之範圍及旨趣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
1928

95 論文 論所謂「五等爵」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
1930

94 論文
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後

乃東遷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
1930

98 序跋 明清史料發刊例言 明清史料 1930
[出版地不詳] : 中央硏究院歷史

語言硏究所, 民19-20[1930-1931]
共8條，第7條為徐中舒先生所加

96 論文 姜原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
1930

撰於1929年11月，傅斯年先生講；王培棠筆

記
99 雜著 明隆慶元年至清乾隆三十年年表 明清史料 1930

[出版地不詳] : 中央硏究院歷史

語言硏究所, 民19-20[1930-1931]



107 時論 監察院與汪精衛 獨立評論 第4號 1932

108 時論 中國現在要有政府 獨立評論 第5號 1932

109 時論 法德問題一勺 獨立評論 第8號 1932

110 時論 教育崩潰之原因 獨立評論 第9號 1932

111 時論 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 獨立評論 第10號 1932

112 時論 教育崩潰的一個責任問題──答邱椿先生 獨立評論 第11號 1932

113 時論 日寇與熱河平津 獨立評論 第13號 1932

114 時論 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 獨立評論 第14號 1932

115 時論 「九一八」一年了！ 獨立評論 第18號 1932

116 時論 再談幾件教育問題 獨立評論 第20號 1932

117 時論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一瞥 獨立評論 第22號 1932

118 時論 陳獨秀案 獨立評論 第24號 1932

119 時論 多言的政府 獨立評論 第30號 1932

120 時論 這次的國聯大會 獨立評論 第31號 1932

第2本

第4分

122 專書 東北史綱（初稿） 1932

北平 : 傅斯年出版 : 國立中央硏

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發行, 民

21[1932]-

與多人合編，該書第一卷為傅先生所撰述

123 專書 史學方法導論
傅先生1933年間任教國立北京大學

時編寫的講義稿
1933 後收入聯經版《傅斯年全集》第2冊

124 論文 夷夏東西說

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外編第1種）

1933
北平 : 國立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

硏究所, 民22-24[1933-1935]
撰於1931年春

125 時論 中國人做人的機會到了！ 獨立評論 第35號 1933

126 時論 國聯態度轉變之推測 獨立評論 第39號 1933

127 序跋 《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編輯人附識

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外編第1種）

1934
北平 : 國立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

硏究所, 民22-24[1933-1935]
撰於1934年11月

第4本

第3分

129 專書
城子崖 : 山東歷城縣龍山鎮之黑陶文化遺址（中國考

古報告集 1）
1934

南京市 : 國立中央硏究院歷史硏

究所, 民23[1934]
與多人合編

130 序跋 《城子崖》序
城子崖 : 山東歷城縣龍山鎮之黑陶

文化遺址（中國考古報告集 1）
1934

南京市 : 國立中央硏究院歷史硏

究所, 民23[1934]

131 時論 「不懂得日本的情形」！？ 獨立評論 第88號 1934

132 時論 今天和一九一四 大公報星期論文 2月18日 1934

133 雜著 所謂「國醫」 大公報星期論文 3月5日 1934
亦刊於同年《獨立評論》第115號；亦刊於

同年《文化月刊》第1卷第9期

134 時論 政府與對日外交 大公報星期論文 6月10日 1934

135 時論 溥逆竊號與外部態度 獨立評論 第91號 1934

136 時論 大學研究院設置之討論 獨立評論 第106號 1934

137 時論 睡覺與外交 獨立評論 第114號 1934

138 時論 日俄衝突之可能 獨立評論 第116號 1934

139 雜著 再論所謂「國醫」（上） 獨立評論 第115號 1934

140 雜著 再論所謂「國醫」（下） 獨立評論 第118號 1934

141 時論 答志雲〈談談所謂國醫〉 獨立評論 第120號 1934

142 時論 答劉學濬〈我對於西醫及所謂國醫的見解〉 獨立評論 第121號 1934

143 時論 青年失業問題 大公報星期論文 9月30日 1934 亦刊於同年《國聞週報》第11卷第40期

144 時論 政府與提倡道德 大公報星期論文 11月25日 1934

145 專書 傅斯年先生史學論文集 1935
[南京] : 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

究所, 民18-24[1929-1935]
集刊抽印本合訂本

146 論文 論編製劇本 《中國新文學大系》 第1集 1935
上海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民

24[1935]
撰於1918年10月2日

147 時論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問題 文化建設月刊 1卷5期 1935

148 時論 「中日親善」？？！！ 獨立評論 第140、141號 1935

149 雜著 論伯希和教授 大公報 2月19、21日 1935

150 時論 論學校讀經 大公報星期論文 4月7日 1935
亦刊於同年《獨立評論》第146號；亦刊於

同年《文化月刊》第1卷第16號

151 時論 中學軍訓感言 大公報星期論文 6月2日

152 時論 近百年來的三個時期 文化建設月刊 1卷8期 1935

153 時論 醫生看護的職業與道德的勇氣 獨立評論 第157號 1935

154 時論 一夕雜感 大公報星期論文 8月11日 1935 亦刊於同年《國聞週報》第12卷第32期

155 時論 一喜一懼的國際局面 大公報星期論文 10月7日 1935

156 時論 國聯與中國 獨立評論 第174號 1935 亦刊於同年《國聞週報》第12卷第40期

157 時論 地方制度改革之感想 未刊稿 1935 後收入聯經版《傅斯年全集》第5冊

158 時論 中華民族是整個的 獨立評論 第181號 1935

159 時論 北方人民與國難 獨立評論 第181號 1935

160 雜著 閑談歷史教科書 教與學 第1卷第4期 1935

161 時論 公務員的苛捐雜稅 大公報星期論文 2月9日 1936

162 雜著 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 獨立評論 第188號 1936

163 雜著 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彩 獨立評論 第189號 1936

164 雜著 追憶王光祈先生 王光祈先生紀念冊 1936
[上海市] : 王光祈先生紀念委員

會, 民25[1936]

第6本

第1分

第6本

第1分

第6本

第4分

第7本

第2分

169 時論 國聯之淪落和復興 大公報星期論文 5月3日 1936 亦刊於同年《獨立評論》第200號

第1卷

第1期

乙編

第1冊

172 時論 北局危言 獨立評論 第208號 1936

173 時論 歐洲兩集團對峙之再起 獨立評論 第215號 1936

174 時論 論張賊叛變 中央日報 12月16日 1936 後刊於1937年《新聞雜誌》第1卷第17期

175 時論 討賊中之大路 中央日報 12月21日 1936 後刊於1937年《新聞雜誌》第1卷第17期

176 時論 西安事變之教訓 國聞週報 14卷7期 1937

177 時論 波蘭外交方向之直角轉變 中央日報 11月29、30日 1938

178 詩 悼山東省專員范築先戰死聊城 1938
撰於1938年12月，後收入聯經版《傅斯年全

集》第7冊

第1卷

第3期

第1卷

第5期

121 論文 明成祖生母記疑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
1932

165 序跋 跋「明成祖生母問題彙證」並答朱希祖先生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
1936

128 論文 周東封與殷遺民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
1934

167 論文 誰是「齊物論」之作者？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
1936 後刊於1937年《文摘》第1卷第2期

166 論文 說「廣陵之曲江」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
1936

170 時論 國際組織與世界和平 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月刊 1936

168 序跋 〈春秋「公矢魚于棠」說〉跋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
1936

179 時論 英美對日採取經濟報復之希望 今日評論 1939

171 序跋 明清史料復刊誌 明清史料 1936
民國二十五年(1936)上海商務排

印本

180 時論 政治之機構化 今日評論 1939



181 時論 地利與勝利 大公報（昆明） 4月 1939

第2卷

第3期

183 專書 性命古訓辨證 1940 長沙 : 商務印書館, 民29[1940]
後有民國三十六年（1947）上海商務印書館

排印本

184 序跋 《中國音韻學研究》序
中國音韻學硏究（中華教育文化基

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特刊）
1940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民29[1940]

該書為高本漢(Karlgren Bernhard)著；此文撰

於1939年8月

185 時論 汪賊與倭寇──一個心理的分解 中央日報（重慶） 2月13、14日 1940 亦刊於同年《今日評論》第3卷第8期

186 雜著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 中央日報（重慶） 3月24日 1940
亦刊於同年《福建教育》新1卷第4期；後刊

於1945年《龍鳳月刊》第1期

187 雜著 手批「史記」全文 1940
此文為周法高先生輯錄，後收入聯經版《傅

斯年全集》第4冊

188 論文 誰是「後出師表」之作者？ 文史雜誌 1卷8期 1941

189 時論 護士職業與女子生活理想
中央日報（重慶）（南丁格爾女士

誕辰紀念特刊）
5月12日 1941

190 論文 再釋圅皇父 說文月刊 第2卷第10期 1941

191 序跋 《亟廬詩鈔》序 亟廬詩鈔 1942
[出版地不詳] : 自力股份有限公

司, 民31[1942]
該書為鍾致和撰

192 序跋 大明嘉靖三十三年《大統曆》跋 1942
撰於1942年12月16日，後收入聯經版《傅斯

年全集》第7冊

193 雜著 本所刊物淪陷港滬情形及今後出版計劃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

擬刊於第10本第1分

，後因抗戰未出刊。
1942 後收入聯經版《傅斯年全集》第4冊

194 論文 論性命說之語學及史學的研究 讀書通訊 56期 1942

195 雜著
向達〈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

個問題〉案語
大公報（重慶） 12月27日-30日 1942

196 論文 論李習之在儒家性論發展中之地位 讀書通訊 57期 1943

197 論文 理學的地位 讀書通訊 61期 1943

198 時論 盛世危言 大公報（重慶）星期論文 5月2日 1943

199 時論 「五四」偶談 中央日報（重慶） 5月4日 1943

200 序跋 跋《人境廬詩草》 1943 後收入聯經版《傅斯年全集》第7冊

201 時論 戰後建都問題 大公報（重慶）星期論文 11月29日 1943

202 序跋 丁鼎丞先生七十壽序 1943 後收入聯經版《傅斯年全集》第7冊

203 詩 悲歌 1944
此詩係悼念張自忠將軍所作，後收入湖南教

育出版社版《傅斯年全集》第五卷

204 時論 天朝──洋奴──萬邦協和 大公報（重慶）星期論文 4月2日 1944

205 時論 「五四」二十五年 大公報（重慶）星期論文 5月4日 1944

206 時論 我替倭奴占了一卦 大公報（重慶）星期論文 7月9日 1944

207 時論 「第二戰場」的前瞻 大公報（重慶）星期論文 7月12日 1944

208 啟札 來函照登 中央日報 10月16日 1944 致中央日報編輯信

209 時論 現實政治 大公報（重慶）星期論文 11月19日 1944

210 序跋 殷曆譜序
殷曆譜（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專刊之23）
1945

四川南溪李莊 : 中央硏究院歷史

語言硏究所, 民34[1945]

211 時論 羅斯福與新自由主義 大公報（重慶） 4月29日 1945

212 啟札 致毛澤東、周恩來 解放日報 6月30日 1945 與多人合撰

213 時論 評英國大選 大公報（重慶）星期論文 7月30日 1945

214 時論 黃禍 大公報（重慶） 8月9日 1945

215 雜著 段繩武先生傳 文史雜誌 第5卷第7、8期 1945 撰於1943年7月

216 序跋 《六同別錄》編輯者告白
六同別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3種）
1945

四川南溪李莊 : 國立中央硏究院

歷史語言硏究所, 民34-35[1945-

1946]

217 序跋 「史料與史學」發刊詞
史料與史學（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之2）
1945 撰於1943年12月

218 啟札 我們對於雅爾達秘密協定的抗議 中央日報（重慶） 2月22日 1946
重慶市 : 獨立出版社, 民33-

34[1944-1945]

與多人合撰；亦刊於同年2月24日《大公

報》（天津）星期論文；亦刊於同年《讀

者》第1卷第2、3期（篇名改為〈抗議雅爾

達協定〉）；亦刊於同年《明天》第1期

219 時論 中國要和東北共存亡 大公報（重慶）星期論文 2月25日 1946

220 時論 漫談辦學 經世日報 8月4日 1946 亦刊於同年《讀書通訊》第123期

221 雜著 倪約瑟博士歡送詞 1946 後收入聯經版《傅斯年全集》第7冊

222 時論 內蒙自治問題──駁盟等於省旗等於縣說 和平日報 11月17日 1946
亦刊於同年《勝流》第4卷第12期；後刊於

1947年《觀察》第1卷第22期

223 序跋 廣西石刻展覽特刊序 廣西石刻展覽特刊 1946
桂林 : 廣西省政府秘書處編譯

室, 民35[1946]
亦刊於同年《邁進》第2卷第4期

224 時論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 世紀評論 1卷7期 1947

225 時論 宋子文的失敗 世紀評論 1卷8期 1947

226 時論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 觀察 2卷1期 1947 亦刊於同年《現代經濟文摘》第1卷第4期

227 時論 論美蘇對峙之基本性 正論 新11號 1948

228 序跋 北宋刊南宋補刊十行本史記集解跋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
第18本 1948

229 序跋 後漢書殘本跋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
第18本 1948

230 雜著
國立台灣大學三十七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校長報

告
臺灣大學校刊 第28期 1949

231 啟札 傅斯年校長的聲明 民族報 7月14日 1949

232 啟札 傅斯年校長再一聲明 民族報 7月20日 1949

233 雜著 兩件有關臺灣大學的事 臺灣大學校刊 第34期 1949

234 雜著 臺灣大學選課制度之商榷 臺灣大學校刊 第37期 1949

235 雜著 臺灣大學一年級新生錄取標準之解釋 臺灣新生報 8月24日 1949

236 雜著 臺灣大學與學術研究 臺灣大學校刊 第41期（隨刊附送） 1949

237 雜著 大學宿舍問題 臺灣大學校刊 第42期 1949

238 啟札 致余又蓀 臺灣大學校刊 第43期 1949

239 啟札 致臺大各學院院長 臺灣大學校刊 第43期 1949

240 啟札 復臺大各學院院長 臺灣大學校刊 第43期 1949

第1卷

第1期

第1卷

第3期

243 雜著 「研究」與「出版」 臺灣大學校刊 第44期 1949

244 雜著 國立臺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說詞 臺灣大學校刊 第45期 1949

245 啟札 致鄭通和、余又蓀、趙國華 臺灣大學校刊 第47期 1949

246 啟札

247 啟札 答某同學 臺灣大學校刊 第47期 1949

248 啟札 致陳振鐸 臺灣大學校刊 第48期 1949

249 啟札 致鄭通和 臺灣大學校刊 第50期 1949

250 啟札
傅斯年等昨發起補葬陳素卿女士願同此心者集其薄

貲
中央日報 1月19日 1950 致中央日報編輯信

251 雜著 幾個教育的理想 中央日報 1月29日 1950 亦刊於同年《臺灣大學校刊》第56期

182 時論 抗戰兩年之回顧 今日評論 1939

242 雜著 蘇聯究竟是一個什麼國家？ 自由中國 1949 傅斯年講；許冠三記

241 雜著 自由與平等 自由中國 1949



252 詩 贈張紫樹 1950
後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版《傅斯年全集》第

五卷

第2卷

第4期

254 雜著 臺灣大學附屬醫院組織章程草案說明 1950 後收入聯經版《傅斯年全集》第6冊

255 序跋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社會科學論叢」發刊詞 台大社會科學論叢 第1期 1950

第2卷

第8期

257 雜著 臺灣大學國文選擬議 1950 後收入聯經版《傅斯年全集》第6冊

258 啟札 致新生報、中央日報編輯 臺灣大學校刊 第55期 1950

259 啟札 致臺大同事同學 臺灣大學校刊 第55期 1950

260 啟札 致江金培 臺灣大學校刊 第61期 1950

261 雜著 對辦理本年中基會資助本校教員出國進修事之報告 臺灣大學校刊 第66期 1950

262 雜著 臺大大失竊案之初步報告 臺灣大學校刊 第79期 1950

263 雜著
出席省參議會駐會委員會對所詢臺大開除學生之說

明
臺灣大學校刊 第85期 1950

264 啟札 致諸同學第一封信 臺灣大學校刊 第89期 1950

265 啟札 致諸同學第二封信 臺灣大學校刊 第92期 1950

266 啟札 致臺大各學院院長 臺灣大學校刊 第95期 1950

267 時論
國人應抱必死之心 効命反共抗俄工作 蘇俄必仍利用

賴伊等和平夢虫 不致猝然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中央日報 7月14日 1950

268 雜著 臺大辦理本屆一年級新生考試之經過 臺灣新生報 9月9日-12日 1950

269 雜著 清算共產黨的「政績」 中央日報 10月1日 1950

270 雜著 劉希聖君在醫院自殺事件之調查 中央日報 10月21日 1950

第3卷

第10期

272 雜著 關於臺大醫院（一）～（五） 中央日報
11月16、17、18、

20、21日
1950

273 雜著 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制度 中央日報 11月29日 1950

274 雜著 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上、下） 大陸雜誌 第1卷第11、12期 1950

271 雜著 我對蕭伯納的看法 自由中國 1950

256 雜著 共產黨的吸引力 自由中國 1950

253 雜著 我們為什麼要抗俄反共？ 自由中國 1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