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秀政教授研究著作
一、專書：
1.
黃秀政，1978.12，《顧炎武與清初經世學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pp.1-209。
2.
黃秀政，1987.12，《《台灣民報》與近代台灣民族運動(1920-1932)》，台灣
彰化，現代潮出版社，pp.1-341。
3.
黃秀政，1992.12，《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pp.1-407。
4.
黃秀政，1994.05，《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pp.1-504。(與賴澤涵、黃富三、吳文星、許雪姬合著)
5.
黃秀政，1995.06，〈割讓與抗拒〉，《台灣近代史(政治篇)》，台灣南投，台
灣省文獻委員會，pp.173-222。(專書章節)
6.
7.
8.

黃秀政，1995.08 增訂再版，
《台灣史研究》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pp.1-334。
黃秀政，1999.06，
《臺灣史志論叢》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pp.1-415。
黃秀政，1999.08，
《戰後大里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
，臺灣台中，台中縣

立文化中心，pp.1-252。
9.
黃秀政，2000.06，
《鹿港鎮志 • 沿革篇》
，臺灣彰化，鹿港鎮公所，pp.1-270。
10. 黃秀政，2001.12，《台中縣海線開發史》，台灣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pp.1-414。(另附冊「各鄉鎮耆老座談會紀錄」，pp.1-64)
11. 黃秀政，2002.02，《台灣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pp.1-340。（與張
勝彥、吳文星教授合著）
12. 黃秀政，2005.07，
《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實錄(摘要本)》(總主持兼撰稿人)，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pp.1-639。(與陳靜瑜等合著)
13. 黃秀政，2006.02，《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二章，pp.13-94），
台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pp.1-590。
14. 黃秀政，2006.12，《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實錄》(總主持兼撰稿人)，台灣南
投，行政院 921 清理小組／台灣省政府，pp.1-2701。(與陳靜瑜等合著)
15. 黃秀政，2007.09，
《台灣史志新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pp.1-541。

二、期刊論文與會議論文：
（一）期刊論文：
1.

黃秀政，1974.09，〈中日馬關議和的割地問題〉，《台灣文獻》，第 25 卷 3

期，pp.60~71。
2.
黃秀政，1975.02，
〈評介狄別瑞《晚明的個人主義與博愛主義思潮》〉
，
《食
貨月刊》復刊，第 4 卷 11 期，pp. 53~57。
3.
黃秀政，1975.05，
〈評傅吾康《明代史籍彙考》〉
，
《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
第 7 期，pp.231~237。
4.
黃秀政，1975.09，〈清初台灣的社會救濟措施〉，《台北文獻》直字 33 期，
pp.143~160。
5.
黃秀政，1975.09，〈朱一貴的傳說與歌謠〉，《台灣文獻》，第 26 卷 3 期，
pp.149~151。
6.
黃秀政，1977.03，〈顧炎武的經世思想〉，《思與言》，第 14 卷 4 期，
pp.333~347。
7.
黃秀政，1977.03，〈顧炎武的『行己有恥』說〉，《孔孟月刊》，第 15 卷 7
期，pp.44~51。
8.
黃秀政，1977.04，
〈顧炎武的『博學於文』說與清代考據學風的形成〉
，
《中
國歷史學會集刊》，第 9 期，pp.89~108。
9.
黃秀政，1977.06，〈清代台灣內地化政策的發軔：論藍鼎元的積極治台主
張〉，《興大文史學報》，第 7 期，pp.211~230。
10. 黃秀政，1978.06，
〈顧炎武與清初民族思想的勃興〉
，
《興大文史學報》
，第 8
期，pp.83~96。
11. 黃秀政，1979.06，
〈清代台灣的分類械鬥事件〉
，
《興大文史學報》
，第 9 期，
pp.117~153。
12. 黃秀政，1980.03，
〈論台灣史料的收藏與整理〉
，
《高雄文獻》
，第 3、4 期合
刊，pp.21~34。
13. 黃秀政，1983.06，
〈評介范德著《明初兩京制度》〉
，
《興大文史學報》
，第 13
期，pp.265~271。
14. 黃秀政，1983.06，〈評介鶴見著《日據下的台灣殖民教育》〉，《師大歷史學
報》，第 11 期，pp.293~305。
15. 黃秀政，1983.12，
〈唐史研究的新境界－讀李樹桐教授的三部唐史論文集〉，
《思與言》，第 21 卷 4 期，pp.432~445。
16. 黃秀政，1983.12，〈評介吳著《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台灣風
物》，第 33 卷 4 期，pp.96~106。
17. 黃秀政，1984.04，〈新編國中歷史第一冊的幾個構想〉，《史學評論》，第 7
期，pp.99~131。
18. 黃秀政，1985.05，
〈台灣武裝抗日運動：研究與史料(1895-1915)〉
，
《思與言》，
第 23 卷 1 期，pp.37~59。
19. 黃秀政，1985.06，〈《台灣青年》與近代台灣民族運動(1920-1922)〉，《師大
歷史學報》，第 13 期，pp.325~365。
20. 黃秀政，1986.01，
〈試論現階段中華民國國中歷史教科書的編纂：以新編國

中歷史第一冊為例〉，《史學評論》，第 11 期，pp.159~198。
21. 黃秀政，1986.03，〈清代台灣循吏：陳璸〉，《興大文史學報》，第 16 期，
pp.117~130。
22. 黃秀政，1986.10，
〈清代台灣的書院：以中華文化的傳播與地方才俊的培育
為中心〉，《國史論集》，pp1~55。
23. 黃秀政，1986.10-12，〈馬關議和的割台交涉〉(上)(下)，《近代中國》，第 55
期、56 期，pp.239~263、pp.227~235。
24. 黃秀政，1987.03，〈乙未割台與清代朝野的肆應〉，《興大文史學報》，第 17
期，pp.159~184。
25. 黃秀政，1988.05，〈光緒乙未台灣抗日運動的性質與影響〉，《思與言》，第
26 卷 1 期，pp.39~80。
26. 黃秀政，1989.12，
〈談台灣史料的類別與利用〉
，
《台灣文獻》
，第 44 卷 4 期，
pp.1~5。
27. 黃秀政，1990.03，
〈清代治台政策的再檢討：以渡台禁令為例〉
，
《興大文史
學報》，第 20 期(1989.04，香港大學主辦『亞太地區地方文獻檢討會』論文 )，
pp.49~66。
28. 黃秀政，1991.03，〈談文化資產的維護：以古蹟為中心〉，《台灣文獻》，第
42 卷 1 期，pp.261~264 。
29. 黃秀政，1991.06，〈四十年來我國國( 初 )中歷史科教育：以教科書的編纂
為討論中心〉，《國立教育資料館教育資料集刊》，第 16 輯，pp.103~126 。
30. 黃秀政，1993.04，〈台灣史鄉土教材的豐富來源〉，《歷史教學研究》，
pp.83~92。
31. 黃秀政，1994.05，
〈評鍾著《辛酸六十年》的史料價值－以光復初期歷史為
中心〉，《興大歷史學報》，第 4 期，pp.105~109。
32. 黃秀政，1995.05，〈論清廷朝野的反割台言論〉，《歷史月刊》，第 88 期，
pp.34~41。
33. 黃秀政，1995.12，〈台灣的抗日運動〉，《歷史教育研究》，pp.55-67。
34. 黃秀政，1997.06，〈清代鹿港的防務與官治組織〉，《興大文史學報》，第 27
期，pp.165-191。(與陳靜寬合著)
35. 黃秀政，1997.11，
〈傳記與戰後台灣史研究〉
，
《興大台中夜間部學部》
，第 3
期，pp.281-296。
36. 黃秀政，1998.06，〈論戰後台灣方志之纂修：以《台灣省通志稿•學藝志》
為例〉，《台灣文獻》，第 49 卷第 2 期，pp.95-133。 (與曾鼎甲合著)
37. 黃秀政，1998.06，〈清代鹿港的移墾與社會發展〉，《興大文史學報》，第 28
期，pp.67-116。
38. 黃秀政，1999.06，〈論戰後臺灣鄉鎮志「社會篇」之纂修：以《沙鹿鎮志》
與《北斗鎮志》為例〉，《興大歷史學報》，第 9 期，pp.103-116。
39. 黃秀政，2001.10，
〈林氏宗族與清代台灣中部的開發：以台中林氏宗廟相關

衍派為中心〉，《興大歷史學報》，第 12 期，pp.99-131。
40. 黃秀政，2002.06，
〈楊家駱與新方志：以《北碚九志》為例〉
，
《興大人文學
報》，第 32 期，pp.863-877。
41. 黃秀政，2002.09，
〈全球化下方志纂修的因應與創新〉
，
《台北文獻》
，第 141
期，pp.67-86。
42. 黃秀政，2003.06，
〈譜學與金石碑刻研究的創新：評林著《地方文獻論集》〉，
《興大人文學報》，第 33 期，pp.1055-1068。
43. 黃秀政，2004.06，〈 日治時期林氏宗族在台灣中部的發展：以台中林氏宗
廟相關衍派為中心〉，《興大人文學報》，第 34 期，pp.871-927。
44. 黃秀政，2005.03，
〈戰後台灣婦女參政問題的檢討(1949～2004):以婦女保障
名額制度為例〉，《台灣文獻》，第 56 卷第 1 期，pp.207-229。
45. 黃秀政，2005.09，〈「鄭和到台灣」傳說考釋〉，《台灣文獻》，第 56 卷第 3
期，pp.157-179。
46. 黃秀政，2006.03，
〈論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及其對台灣的傷害〉
，
《興大人文學
報》，第 36 期，pp.493-540。（行政院二二八基金會委託研究成果報告）
47. 黃秀政，2006.03，
〈1895 清廷割台與臺灣命運的轉折〉
，
《台灣文獻》
，第 57
卷第 1 期，pp.255-286。
（2005 年 12 月台灣客家研究學會主辦「乙未戰爭與客家
學術研討會」主題演講稿）
48. 黃秀政，2006.09，
〈戰後台灣方志的纂修, 1945～2005〉
，
《台灣文獻》
，第 57
卷第 3 期，pp.289～345。（2006 年 5 月在香港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
主辦之「香港地方風物志座談會」主題演講稿）
49. 黃秀政，2007.03，
〈日治時期台中林氏宗祠的創建〉
，
《台灣文獻》
，第 58 卷
第 1 期，pp.55-92。
50. 黃秀政，2007.06，〈羅香林與客家研究〉，《興大歷史學報》，第 18 期，
pp.291-314。（與李昭容、郭佳玲合著）
51. 黃秀政，2008.06，
〈奠定台灣研究基礎‧充實本土文化內涵：論國史館台灣
文獻館對學術的貢獻〉，《台灣文獻》，第 59 卷第 2 期，pp.75-84。
（二）會議論文：
1. 黃秀政，1993.10，〈台灣分館館藏武裝抗日運動史料及其利用〉，中央圖
書館台灣分館建館 78 週年學術研討會，( 台北：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
pp.267~276。
2. 黃秀政，1995.03，〈劉永福與乙未反割台運動〉，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
學術研討會( 台北：台灣師範大學 )，pp.515~534 。
3. 黃秀政，1995.07，
〈纂修中的鹿港鎮志〉
，台灣光復修纂地方志研討會( 台
北：國史館 )，pp.1~15。( 與陳靜寬合撰)
4. 黃秀政，1996.03，〈丘逢甲與 1895 年反割台運動〉，《丘逢甲與台灣歷史
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台中：逢甲大學 )，pp.69~91 。( 與楊護源

合撰 )
5. 黃秀政，1997.12，〈論近五十年來台灣方志之纂修：以《台灣省通志稿•
人物志》為例〉
，
「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民國以來的史料與史學」
論文，PP.1-26(台北：國史館)。(與曾鼎甲合著)
6. 黃秀政，1997.12，
〈論台灣鄉鎮志的纂修：以《鹿港鎮志》為例〉
，
「海峽
兩岸地方史志比較研究討論會」論文，PP.1-10(天津：天津市地方志辦公
室)。
7. 黃秀政，1998.12，〈地方史志的巨著：評林著《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
中興大學歷史系主辦「海峽兩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館學術研討會」，
PP.9-19(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8. 黃秀政，1999.05，
〈論戰後臺灣鄉鎮志「社會篇」之纂修–以《沙鹿鎮志》
與《北斗鎮志》為例〉，臺灣省政府文化處主辦「五十年來臺灣方志成果
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
9. 黃秀政，2001.04，〈林氏宗族與清代台灣中部的開發〉，香港大學中文系
主辦 「明清史國際研討會」論文。
10. 黃秀政，2002.02，〈楊家駱教授對方志學的貢獻〉，中國海南大學文學院
主辦「瓊粵志方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11. 黃秀政，2002.06，〈全球化下方志纂修的因應與創新〉，香港中文大學主
辦「全球化下中華文化的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
12. 黃秀政，2003.05，
〈日治時期林氏宗族在台灣中部的發展－以台中林氏宗
廟相關衍派為中心〉，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台灣社會經
濟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與林鉦昇合著）
13. 黃秀政，2004.12，〈戰後台灣婦女參政問題的檢討(1949～2004)：以婦女
保障名額制度為例〉，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辦「亞洲婦女問題的
檢視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14. 黃秀政，2005.07，
〈「鄭和到台灣」傳說考釋〉
，香港大學中文系主辦「鄭
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15. 黃秀政，2005.12，〈1895 年清廷割台與台灣命運的轉折〉，台灣客家研究
學會主辦「乙未戰爭與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主題演講）。
16. 黃秀政，2006.05，〈戰後台灣方志的纂修 , 1945～2005〉，香港嶺南大學
主辦「香港地方風物志座談會」論文（主題演講）。
17. 黃秀政，2006.11，〈羅香林教授對客家研究的貢獻：以《客家研究導論》
與《客家源流考》為例〉，香港大學中文系等主辦「羅香林教授百年誕辰
學術研討會」論文。（與李昭容、郭佳玲合著）
18. 黃秀政，2006.11，〈日治時期台中林氏宗祠的創建〉，東海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主辦「第十屆台灣歷史與文化研討會」論文。
19. 黃秀政，2008.02，
〈二二八事件的善後與賠償：以「延平學院復校」為例〉，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主辦「二二八事件與人權正義：大國霸權 or 小國

人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與蕭明治合著）
20. 黃秀政，2008.05.31，〈戰後台灣縣（市）志的纂修：以新修《台中市志》
為例〉，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主辦「方志學理論與戰後方志纂修實務」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與郭佳玲合著）

三、研究計畫（2003 年迄今）
1.
台灣省政府委託，
「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實錄編撰計畫」
，執行期限：2003
／01～2004／06，計畫經費新台幣肆佰萬元整。（總主持人兼撰稿人）
2.
行政院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委託，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
告」，執行期限：2004／01～2005／06，計畫經費新台幣?佰萬元整。（第二章共
同主持人兼執筆人）
3.
台中市政府委託，
「台中市志編纂計畫案」
，執行期限：2003／04～2006／
09，計畫經費新台幣玖佰伍拾萬元整。（總主持人）
4.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委託，
「台灣全志.文化志纂修計畫案」
，執行期限：2006
／12～2008／08，計畫經費新台幣貳佰貳拾貳萬元整。（計畫主持人）
5.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委託，
「台灣全志.教育志纂修計畫案」
，執行期限：2006
／12～2008／08，計畫經費新台幣貳佰貳拾貳萬元整。（計畫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