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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目錄 

杜蘅之教授著作目錄--專書之部 

謝鶯興 編 

杜教授，諱蘅之，浙江青田人。1民國二年(1913)十一月十三日生於北平 2，

杭州之江大學畢業。1947 年獲得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學碩士。1949 年回到台

灣，曾在台北創辦《明天》雜誌。1960 年 8 月，受聘至東灣大學政治學系任

教。1962 年 8 月，接政治學系主任。1965 年取得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1969 年 8 月，接任文學院院長。1979 年從東海退休，前後任教於東海大學長

達十九年。 

東海大學退休後，即應台北東吳大學端木愷校長之邀，出任東吳大學政

治學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至 1985 年才真正退休。1992 年與夫人一起到美國

加州，與旅美二位公子同住。1997 年 5 月 10 日晚，逝世於美國加州洛城，5

月 17 日安葬。 

曾透過東海的「館藏查詢」、「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中外文圖書聯合目

錄」、「台灣期刊論文索引」檢索，發現杜教授著作宏富，專書近二十本，論

文數百篇，資料蒐羅不易。 

承蒙東海政治系退休教授張玉生老師與圖書館參考組蘇秀華小姐的協助，

張老師將他珍藏多年的資料，慷慨的借予圖書館掃描；蘇小姐負責館際合作，

協助透過合作管道，取得多本他館典藏之書，得以進行著作目錄彙編作業的

進行。 

為確實掌握杜教授的著述成果，先根據各專書的性質，分為數類；各類

依書籍的出版先後排序，並詳錄各書之〈序〉與該書出版相關的訊息，再著

錄其章節或篇目名稱，提供有意研究者參考。 

壹、譯作  

1.《美洲地志》 (譯作 )， (美 )麥康奈勒 (McConnell,Walace Robert)撰，台北：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 年 5 月初版，1955 年 10 月再版。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1 杜蘅之教授事蹟，參見東海政治系退休教授張玉生老師撰〈故杜蘅之院長生平事略〉，

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4 卷 13 期，1997 年 5 月 30 日 15 版。 
2 按，杜教授部份著作專書，附其簡歷，籍貫署：「浙江省青田縣」，故利用「全國圖書

書目資訊網中外文圖書聯合目錄」檢索他的著作時，如：立法院國會圖書館藏《中

美新關係與國際法》，書目資料出現：「杜蘅之 浙江青田」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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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譯者序〉說：「研究任何一個國家民族， 根本的途徑，是研究其

歷史地理。……譯者很想對這方面有所貢獻，所以把這本書先介紹

給大家。……譯者之所以選擇這一本書，是由於其材料新穎(一九五

一年出版)，而文字淺顯，適合一般人的需要。……為求適合我國的

讀者，對原書內容不得不稍有取捨。原書分八章，其第一章是解釋

地理學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及地圖上許多符號，譯者為使重點放在

美洲地理，把這一章略去。再者，在其他各章，都有『從地圖上研

究地理』一節，因翻印地圖困難，也略去。每一章又有『學得了什

麼』及『地理工場』二節，都是為教學便利的習題，也都略去。此

外原書用圖解的地方頗多，譯者都改用文字來說明。至於原書末所

附參考書目，……也都很有價值，所以一併譯出。」篇末署「四十

三年一月一日」。 

是書除〈譯者序〉與〈附錄〉六篇，共分七章。 

第一章〈美國東北部〉：第一節〈一個探險家及其故事〉、第二節〈繁

盛的沿海一帶〉、第三節〈各流域區域〉、第四節〈人口稀少地帶〉、

第五節〈東部的遊覽勝地〉。 

第二章〈美國南部〉：第一節南部的人與地、第二節〈由東到西的旅

行〉、第三節〈氣候對南部的影響〉、第四節〈資源與工業的關係〉、

第五節〈南部的遊覽勝地〉。 

第三章〈美國中西部〉：第一節〈土地及其利用〉、第二節〈大產糧

區域〉、第三節〈中西部的城市〉、第四節〈中西部的遊覽勝地 〉。 

第四章〈美國西部〉：第一節〈西部的趣味〉、第二節〈太平洋沿岸

的人民〉、第三節〈水、陸、人民〉、第四節〈太平洋外〉、第五節

〈遊覽勝地〉。 

第五章〈加拿大及北部〉：第一節〈加拿大由南到北〉、第二節〈人

口集中地帶〉、第三節〈人口稀少地帶〉。 

第六章〈中美洲〉：第一節〈中美州的人民〉、第二節〈墨西哥與墨

西哥人〉、第三節〈中亞美利加的國家與人民〉、第四節〈中美洲

的島嶼〉。 

第七章〈南美洲〉：第一節〈南美洲的空中旅行〉、第二節〈熱帶森

林的人民〉、第三節〈高山地帶的人民〉、第四節〈南美洲的農業

地帶〉、第五師〈南美洲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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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參考書目〉、2.〈美洲各國的面積及人口〉、3.〈美洲各屬

地〉、4.〈美國各州的面積及人口〉、5.〈美國各重要城巿〉、6.〈專

名譯名對照表〉。 

2.《美國史研究》 (譯作 )， (美 )塞維斯 (Saveth,Edward Norman)編撰，教育部

世界名著譯述委員會主編，台北巿：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 年

11 月。  

按：〈譯者序〉說：「這是一本關於研究美國歷史的不可多得的集體創作，

作者都是美國史學界第一流的學者。這一部書是按照美國歷史發展

的順序，選擇每一時代的代表性的大事，由一位學者，來研討各歷

史學家紀述這一史實的觀點及手法。……原書名直應為《認識美國

之過去》，有一副題是『美國史及其銓釋』，茲為簡明起見，併譯為

《美國史研究》。」篇末署「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全書除〈緒言〉(艾倫‧昆溫斯)、〈對民主美國的歷史的認識〉(塞維斯)，

共分為四部： 

第一部〈美國的氣質〉：〈清教徒的傳統〉(摩利生)、〈弗吉凡亞人〉

(布利鄧堡)、〈獨立宣言〉(包愛德)、〈重商主義與美國革命〉(哈

伯)、〈獨立以後的激進派與保守派〉(奧斯卡‧漢德林及馬利‧漢

德林)、〈憲法之精神〉(查理‧比爾德)、〈華盛頓：行改首長〉(李

奧納德‧懷特)、〈哈密爾敦：建國者〉(屠格威爾及杜爾夫曼)、〈哲

佛遜：反極權雄主義者〉(格利斯佛德)、〈一八○○年的美國人〉

(亨利‧亞丹斯)。 

第二部〈地域衝突與內戰〉：〈內戰前的地域主義〉(滕納)、〈勒格特

與傑克生民主黨〉(霍夫斯塔特)、〈一八四八年革命對美國思想之

影響〉(寇替)、〈反動的開明〉(哈爾茲)、〈約翰‧布朗〉(艾倫‧

尼溫斯)、〈政治過程與內戰〉(尼柯爾斯)、〈林肯與人的統治〉(蘭

達爾)。 

第三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各種力量〉：〈湯姆‧華生與尼格羅

人〉(伍德華德)、〈維拉德：企業家〉(柯克蘭)、〈馬克斯與龔伯斯〉

(康孟斯)、〈堪薩斯〉(貝克爾)、〈商人對美西戰爭的態度〉(蒲賴

特)、〈加利福凡亞的進步分子〉(摩利)、〈對何捲入第一次世界夫

戰〉(密利斯〉。 

第四部〈當代〉：〈中西部的孤立主義〉(比林敦)、〈第三代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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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生)、〈佛蘭克林‧羅斯福與新政〉(哥德曼)、〈羅斯福及其毀謗

者〉(小士賴辛格)、〈克拉克機場之役〉(摩敦)、〈美國人的品質〉

(康麥哲)。 

3.《美國文學史》上下兩冊 (譯作 )， (美 )克羅福特 (Crawford,B.V.)等撰，台北

巿：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8 年 4 月初版。  

按：〈譯者序〉說：「這一本三位學者的集體創作，取材賅要，層次分明，

以三百多頁的篇幅，給讀者一個簡明的輪廓，可說是一本很有用的

書。」篇末署「杜蘅之 民國四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本書收〈譯者序〉、〈原著者序〉及〈原編者序〉等三篇序外，全書

分為五個單元，共十四章，各章並分為若干節。 

第一單元〈殖民地時期 (1607~1763)〉，收：第一章〈文藝復興與清

教徒影響〉，分：第一節〈歷史背景〉、第二節〈文學概觀〉、第三

節〈南部作家〉、第四節〈清教徒〉、第五節〈新英倫的描述文、

編年史及歷史〉、第六節〈十七世紀的神學家〉、第七節〈馬塞時

期〉、第八節〈雜文〉、第九節〈清教的詩〉、第十節〈其他作家〉。

第二章〈理性主義與民主政治之興起〉，分：第一節〈歷史背景〉、

第二節〈文學概觀〉、第三節〈新英倫的宗教作品〉、第四節〈新

英倫的歷史及編年史〉、第五節〈南部殖民地〉、第六節〈中部殖

民地〉、第七節〈殖民志的新聞〉、第八節〈其他作家〉。  

第二單〈元革命時期 (1763~1810)〉，收：第三章〈獨立戰爭：自然

神教、各種論戰、文學之始〉，分：第一節〈歷史背景〉、第二節

〈文學概觀〉、第三節〈啟蒙運動的散文〉、第四節〈詩〉、第五節

〈戲劇〉、第六節〈小說〉、第七節〈雜文〉、第八節〈其他作家〉。 

第三單元〈浪漫主義時期〉，收：第四章〈早期情感表現與傳奇〉，

分：第一節〈歷史背景〉、第二節〈文學概觀〉、第三節〈尼克包

克學派〉、第四節〈詩〉、第五節〈小說〉、第六節〈戲劇〉、第七

節〈西部文學〉、第八節〈美國的幽默〉、第九節〈歷史學家〉、第

十節〈其他作品〉、第十一節〈其他作家〉。第五章〈先驗主義：

主要及次要作家〉，分：第一節〈思想的淵源〉、第二節〈團體活

動〉、第三節〈先驗派的主要作家〉、第四節〈先驗派的次要作家〉。

第六章〈新英倫的禮教：主要作家〉，分：第一節〈朗弗羅〉、第

二節〈惠替爾〉、第三節〈霍桑〉、第四節〈霍爾姆斯〉、第五節〈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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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斯•羅威爾〉。第七章〈惠特曼：民主的先知〉。第八章〈世紀

中葉的次要作家：傳寄作家、散文家、詩人〉。  

第四單元〈寫實主義時期 (1865~1914)〉，收：第九章〈地方作家〉，

分：第一節〈歷史背景〉、第二節〈文學概觀〉、第三節〈西部的

地方作家〉、第四節〈南部的地方作家〉、第五節〈新英倫的地方

作家〉。第十章〈鍍金時期：保守主義與反偶像主義〉，分：第一

節〈馬克吐溫〉、第二節〈霍威爾斯〉、第三節〈亨利•詹姆斯 〉、

第四節〈漢林•伽蘭德〉、第五節〈史蒂芬•克蘭〉、第六節〈改

革家、歷史學家及哲學家〉。第十一章〈民主政治與平民：小說家

及短篇小說作家〉，分：第一節〈安布羅斯•比爾斯〉、第二節〈貝

拉美〉、第三節〈福蘭西斯•克羅福特〉、第四節〈本納〉、第五節

〈其他小說家及短篇小說作家〉。第十二章〈詩之傳統與改革〉，

分：第一節〈愛米萊•狄金生〉、第二節〈蘭尼爾〉、第三節〈西

爾〉、第四節〈塔布〉、第五節〈布利斯•喀爾曼〉、第六節〈霍維〉、

第七節〈摩狄〉、第八節〈其他抒情詩人〉。第十三章〈民族主義

與世界主義：散文家、批評家、戲劇家〉，分：第一節〈布爾盧〉、

第二節〈亨利•亞丹斯〉、第三節〈伽馬利爾•布萊德福特〉、第

四節〈其他論文家與批評家〉、第五節〈戲劇家〉。  

第五單元〈昨日與今日〉，收：第十四章〈代表作家〉，分：第一節

〈歷史背景〉、第二節〈文學概觀〉、第三節〈短篇小說作家及小

說家〉、第四節〈詩人〉、第五節〈重要的戲劇家〉、第六節〈論文

家、批評家、教育家及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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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著述  

一、學術論著  

1.《國際法》，台北市：文星書店，1966 年 3 月 25 日。  

按：〈自序〉說：「在法律科學的領域內，國際法可說是發展 迅速的一

個部門。雖然國際法一課至今尚未為各國法學院普遍列為主要課

程，但是治國際法的學者，其陣容之盛，著作之豐，已不是任何其

他法學界可及。……如採用本書為大學教本，希望教者與學者都不

要忽略一點，即本書除了供給基本知識之外，還有一個目的是激發

對於國際法的新的問題，能運用思考，剖析事理，進而提供答案。……

我自信對此二大法系(羅馬法與日爾曼法系)並無偏好，但因我早年在

美國隨蒲洛埃斯教授習國際法，深恐有先入為主之病，故本書雖於

幾年前即已脫稿，直至 近我去巴黎大學隨查理‧盧梭、戴爾貝、

羅德諸教授對歐陸公法學說作一番研究之後，厘定若干論點，才敢

公之於世。」篇末署「五十四年夏杜蘅之於臺中東海大學」。 

是書除〈自序〉、〈英漢名詞對照表〉外，共分五編，二十一章，各

章又分為若干節。 

第一編〈國際法的性質與歷史〉，分：第一章〈國際法的性質〉：第

一節〈國際法的定義〉、第二節〈國際法的根據〉、第三節〈國際

法與國內法〉。第二章〈國際法的歷史發展〉：第一節〈古代國際

法〉、第二節〈近代國際法的起源〉、第三節〈國際法的學派〉。第

三章〈國際法的淵源〉：第一節〈條約與慣例〉、第二節〈一般法

律原則與自然法〉、第三節〈其他法律淵源〉。  

第二編〈國際社會〉，分：第四章〈國際法人〉：第一節〈國際社會

的性質〉、第二節〈國家〉、第三節〈國家的基本權利與義務〉、第

四節〈國家以外的國際法人〉、第五節〈個人與人權〉。第五章〈國

際人格的取得與喪失〉：第一節〈國家的承認〉、第二節〈國家的

繼承〉、第三節〈政府的承認〉。第六章〈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

第一節〈聯合國〉、第二節〈專門機關〉、第三節〈區域性的國際

組織〉。 

第三編〈領土與管轄權〉，分：第七章〈國家的領土〉：第一節〈國

家領土的性質〉、第二節〈先占〉、第三節〈割讓與征服〉、第四節

〈取得領土的其他方式〉。第八章〈領水〉：第一節〈領海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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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領海的管轄權〉、第三節〈海灣海峽與內海〉、勢四節〈河

川與運河〉。第九章〈領空〉：第一節〈領空的性質〉、第二節〈國

際航空法〉、第三節〈太空〉。第十章〈公海〉：第一節〈海上自由〉、

第二節〈海洋法〉、第三節〈大陸灘〉。第十一章〈國籍〉：第一節

〈國籍的取得與喪失〉、第二節〈歸化〉、第三節〈雙重國籍與無

國籍〉。第十二章〈外國人與外國〉：第一節〈國家責任的一般原

則〉、第二節〈國家責任的適用〉、第三節〈對外國的特別義務 〉。

第十三章〈對公私船舶的管轄權〉：第一節〈商船〉、第二節〈公

船〉、第三節〈海盜〉。 

第四編〈外交與司法〉，分：第十四章〈外交及領事人員〉：第一節

〈外交人員的種類與職務〉、第二節〈外交人員的優例與豁免〉、

第三節〈領事制度〉。第十五章〈條約〉：第一節〈條約 的性質 〉、

第二節〈條約的訂立〉、第三節〈條約的終止〉。第十六章〈國際

爭端的和平解決〉：第一節〈斡旋、調停、調查與調解〉、第二節

〈仲裁與司法解決〉、第三節〈聯合國憲章下的和平解決〉。第十

七章〈戰爭以外的強制手段〉：第一節〈報復與報仇〉、第二節〈干

涉〉、第三節〈聯合國憲章下的強制解決〉。 

第五編〈戰爭與中立〉，分：第十八章〈戰爭〉：第一節〈戰爭的法

律性質〉、第二節〈戰爭法的發展〉、第三節〈作戰的基本原則 〉、

第四節〈關於敵國人民與財產的戰時措施〉、第五節〈戰爭的終

止〉、第六節〈戰罪〉。第十九章〈陸戰法與空戰法〉：第一節〈合

法戰鬪員與戰俘〉、第二節〈作戰的工具與方法〉、第三節〈軍事

佔領〉、第四節〈空戰法的發展〉、第五節〈核子武器的國際管制〉。

第二十章〈海戰法〉：第一節〈合法戰鬪員〉、第二節〈海戰的工

具與方法〉、第三節〈商船的拿捕〉。第二十一章〈中立權利與義

務〉：第一節〈中立地位的演進〉、第二節〈中立權利〉、第三節〈中

立義務〉。 

2.《美國與美國人》，台北巿：文星書店 3，1966 年 7 月 25 日。  

按：〈美國與美國人(代序)〉說：「我在第二次大戰末，初履美國之土，即

懷著一顆探測美國奧秘的雄心，著實自了不少關於美國的書。儘管

                                                 
3 收入《文星叢刊》第 2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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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的專門研並不在此，這一顆雄心從未曾減弱。這些年來，我

又陸續讀了不少關於美國的書，並且把其中若干種摘要譯述，在《新

思潮》雜誌發表。我相信這種工作，對於國內讀者不無臂助，甚至

在溝通中美兩國人民的相互瞭解上，都可能有一點點貢獻哩。也是

基於這一認識，如今把這些書摘彙出版，與讀者再度相見。為了使

讀者研讀各 篇書摘多一點『門徑』，我願意在這裏寫一點關於美國

與美國人的綜合的觀察。美國《幸福》雜誌曾出一個『美國涵義的

檢討』專號，其中有一篇〈美國生活方式〉，著者戴文波舉出美國生

活方式的特點是：一、物質主義，二、差異，三、緊張的生活，四、

民主的德性，五、平等觀念，六、個人，七、基督教的熱忱。我現

在把『差異』演為『四海一家』，『物質主義』演為『科學技術』，『緊

張的生活』演為『生活的享受』，而去掉『基督教的熱忱』，保留其

他三點，一共形成六特點 4。基督教的熱忱已成為西方國家的共同生

活形態，不是美國生活裏獨特的現象，所以不提。我認為順著這六

個特點，去看美國與美國人，是一條獲致深徹認識的捷徑。……憑

文字的紀錄來覯察這樣一個國家，究竟能獲得多少瞭解，自是疑問。

但是，奠定研究觀察的基礎，仍須靠書本。」篇末署「五十五年夏

杜蘅之於臺中東海大學」。 

是書收：〈美國與美國人 (代序 )〉、〈美國與世界〉、〈美國精神〉、〈今

日美國之知識分子〉、〈美國文學思想之背景〉、〈美國新聞怪傑麥

柯米克〉、〈 近五十年之美國小說〉、〈美國的新面目〉等八篇。  

3.《西藏法律地位之研究》，台中市：東海大學，1966 年 12 月初版。   

按：〈自序〉說：「當我在中學時代，……忽然對西藏問題發生了濃厚的

興趣，……進大學之後，我特別喜愛外交史與國際法，對於西藏問

題的研究，也就偏向於外交與法律的方面了。……一直到三年前，

赴歐進修，在巴黎大學盧梭教授指導之下，專門研究『西藏問題與

聯合國』一題，才整整化了一年半的時間在西藏問題上。……說到

現階段的西藏問題，其中爭執 多的一個問題是西藏的法律地

位。……我認為對西藏問題之任何研究，不能以通曉法理為已足，

                                                 
4 按，即此篇的六個標題：四海一家、自由及個人主義、平等、民主政治、科學技術、

生活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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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更從歷史的發展去透視那形成問題的種種因素。因此，在過去

這一年，在東海大學的一項基金資助之下，我又繼續從事關於西藏

法律地位之研究。本書就是此項研究的報告，包括一個結論及這個

結論所由來的各種重要根據。」篇末署「民國五十五年十月杜蘅之

於東海大學」。 

是書除〈自序〉與十七篇〈附錄〉外，共分〈緒論〉及四章，各章

又分為數節。 

第一章〈從中藏歷史關係看西藏的地位〉，分：第一節〈清以前西藏

與中國之關係〉、第二節〈清廷與西藏〉、第三節〈民國以來的西

藏〉、第四節〈西藏與中共〉。  

第二章〈從中國治藏政策看西藏的地位〉，分：第一節〈元代〉、第

二節〈清代〉、第三節〈民國時期〉、第四節〈中共對西藏之措施〉。 

第三章〈從西藏國際關係看西藏的地位〉，分：第一節〈英國對西藏

的早期活動〉、第二節〈俄國與西藏〉、第三節〈西姆拉會議〉、第

四節〈西藏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五節〈西藏與聯合國〉、第六

節〈中共、印度與西藏〉。  

第四章〈西藏的法律地位〉，分：第一節〈西藏獨立說之不成立〉、

第二節〈今日西藏在國際法的地位〉。  

附錄收： (一 )〈中英藏印條約〉， (二 )〈中英藏印續約〉， (三 )〈英藏

條約〉，(四 )〈中英新訂藏印條約〉，(五 )〈中英修訂藏印通商章程〉，

(六 )〈中英藏條約 (即西姆拉條約 )〉， (七 )〈「中印關於藏印貿易及

交通協定」〉，(八 )〈中共與印度之通商條約〉，(九 )〈「和平解放西

藏辦法協議」〉， (十 )〈查辦藏事大臣張蔭棠奏摺〉， (十一 )〈有關

康藏糾紛之協議〉，(十二 )〈熱振呈報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情形

函〉，(十三 )〈蔣總統告西藏同胞書〉，(十四 )〈達賴喇嘛世系〉，(十

五 )〈班禪喇嘛世系〉， (十六 )〈西藏大事年表〉， (十七 )〈西藏及

其有關人名地名英漢對照表〉。  

4.《國際法大綱》上下兩冊，台北巿：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 年 9 月初版；

1983 年 4 月修訂一版；1986 年 4 月修訂二版；1991 年 8 月修訂三版。  

按：《國際法大綱》為《國際法》的修訂本。〈初版自序〉說：「我在民國

五十四年發表《國際法》一書，就是基於這樣的心願。可是，不久，

我就發現並未達到我的理想。一方面，一些新的觀念已經明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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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代替舊的。另一方面，也是我認為 大的遺憾，就是對於判例

不曾給以應有的待遇。判例原為英美法系所重，而歐洲大陸學者則

從中研求原理。我國治公法學者向來遵循歐陸學風，而將判例置於

補充說明之列。我既有心摻合這兩派治學方法，應採取美國國際法

學者格蘭之體例，對於重要判例作提要式之介紹。因此，我必須『重

寫』一部新書。民國五十七年至五十八年度，是我任教休假的一年，

美國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邀我參加『資深學人』研究工作。在那一

年，我曾出席在華府舉行的美國國際法學會年會，及在巴黎舉行的

聯合國文教組織大會，並訪問歐洲、美國、加拿大若干著名大學與

圖書館，使我行囊裏增添不少關於國際法的新資料，這也是我敢於

『重寫』的一個原因。至於我寫國際法的基本態度，與五年前並無

改變：第一，近代國際法之發展，未能擺脫今日世界上二大法系的

影響。……第二、在法律科學的領域內，近代國際法的發展速度本

已超過其他部門。……第三，介紹現代科學之一大困難在譯名，國

際法亦如此。……本書書名於《國際法》一詞加上『大綱』二字，

不僅明本書並非著者舊作的修訂版， 重要的還是希望讀者瞭解今

日國際法理論與判例浩瀚如海，憑我這一部書絕難盡窺奧秘。本書

只是提供一個比較完整而清晰的綱目」。篇末署「六十年七月著者於

臺中東海大學」。 

全書分為四編，二十三章，各章並分為若干節。 

第一編〈國際法的發展〉，分：第一章〈國際法的歷史〉：第一節〈古

代國際法〉、第二節〈格魯秀斯〉、第三節〈國際法的學派〉；第二

章〈國際法的淵源〉：第一節〈條約與慣例〉、第二節〈一般法律

原則〉、第三節〈其他法律淵源〉。第三章〈國際法的現狀〉：第一

節〈國際法的定義〉、第二節〈國際法的根據〉、第三節〈國際法

與國內法〉。 

第二編〈國際法的主體〉，分：第四章〈國際法人〉：第一節〈國際

社會的性質〉、第二節〈國家〉、第三節〈國家的基本權利與義務〉、

第四節〈國際法對國家的特別保障〉、第五節〈國家以外的國際法

人〉、第六節〈個人與人權〉。第五章〈國際人權的取得與喪失 〉：

第一節〈國家的承認〉、第二節〈國家的繼承〉、第三節〈政府的

承認〉。第六章〈國際組織〉：第一節〈國際聯盟〉、第二節〈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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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第三節〈專門機關〉、第四節〈區域性的國際組織〉、第五節

〈歐洲共同組織〉。 

第三編〈國際法的基本規範〉，分：第七章〈國家的領土〉：第一節

〈國家領土的性質〉、第二節〈國際地役〉、第三節〈先占〉、第四

節〈割讓與征服〉、第五節〈取得領土的其他方式〉。第八章〈領

水〉：第一節〈領海的範圍〉、第二節〈領海的管轄權〉、第三節〈海

灣〉、第四節〈海峽與內海〉、第五節〈河川〉、第六節〈運河〉。

第九章〈領空與太空〉：第一節〈領空的性質〉、第二節〈國際航

空法〉、第三節〈太空〉。第十章〈公海〉：第一節〈海上自由〉、

第二節〈公海的管轄權〉、第三節〈公海生物資源之養護〉、第四

節〈大陸礁層〉、第五節〈深海床〉。第十一章〈國籍〉：第一節〈原

始的國籍〉、第二節〈取得的國籍〉、第三節〈雙重國籍與無國籍〉、

第四節〈國家對國民的管轄權〉、第五節〈引渡〉。第十二章〈對

公私船舶的管轄權〉：第一節〈商船〉、第二節〈公船〉、第三節〈海

盜〉。第十三章〈外交及領事人員〉：第一節〈外交人員的種類與

職務〉、第二節〈外交人員的優例與豁免〉、第三節〈領事制度 〉。

第十四章〈條約〉：第一節〈條約的性質〉、第二節〈條約的訂立〉、

第三節〈條約的解釋〉、第四節〈條約的終止〉。 

第四編〈國際法的制裁〉，分：第十五章〈國家責任〉：第一節〈國

家的直接責任〉、第二節〈國家的間接責任〉。第十六章〈國際爭

端的和平解決〉：第一節〈政治爭端的解決〉、第二節〈仲裁〉、第

三節〈司法解決〉、第四節〈聯合國憲章下的和平解決〉。第十七

章〈戰爭以外的強制手段〉：第一節〈報復與報仇〉、第二節〈干

涉與不干涉〉、第三節〈聯合國憲章下的強制解決〉。第十八章〈戰

爭〉：第一節〈戰爭的法律性質〉、第二節〈戰爭法的發展〉、第三

節〈作戰的基本原則〉、第四節〈開戰的效果〉、第五節〈戰爭的

終止〉、第六節〈戰罪〉。第十九章〈陸戰法〉：第一節〈合法戰鬥

員與戰俘〉、第二節〈作戰的工具與方法〉、第三節〈軍事佔領 〉。

第二十章〈海戰法〉：第一節〈合法戰鬥員〉、第二節〈海戰的工

具與方法〉、第三節〈商船的拿捕〉。第二十一章〈空戰法〉：第一

節〈空戰法的發展〉、第二節〈核子武器的國際管制〉。第二十二

章〈中立法〉：第一節〈中立地位的演進〉、第二節〈中立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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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中立義務〉。第二十三章〈國際法的前途〉。 

附錄收：〈聯合國憲章〉、〈國際法院規約〉、〈中西名詞對照表〉。 

5.《中國條約史大綱：第一時期：列強之入侵》，台中巿：東海大學，1974 年

10 月初版。  

按：〈自序〉說：「中西學人寫《中國外交史》的已不少，尚未有人寫《中

國條約史》。既是一項新的嘗試，殊感惶恐。雖然外交史少不了說到

條約，條約只是外交的副產物，被湮沒於政治背景之中。如今在條

約史，必須對條約的自身價值，以客觀的法律觀點重新評隲。基於

這一目標，我把中國國際關係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時期--列強之入侵

(1689~1894)，第二時期--瓜分之危機(1894~1911)，第三時期--自主之

外交(1911~1927)，及第四時期--新條約關係(1927~1965)」篇末署「民

國六十三年七月著者於台中東海大學」。 

全書分為五章，各章又分為若干節。  

第一章〈中國國際條約關係之開始〉，分：第一節〈中國第一個條約

--尼布楚條約〉、第二節〈恰克圖條約〉、第三節〈海運與貿易〉、

第四節〈廣州的國際貿易制度〉、第五節〈英國使節之來華〉、第

六節〈英國商務代表團〉。  

第二章〈鴉片戰爭〉，分：第一節〈鴉片貿易的沿革〉、第二節〈禁

煙政策與中英糾紛〉、第三節〈戰爭與談判〉、第四節〈中英江寧

條約〉、第五節〈中美望廈條約〉、第六節〈中法黃埔條約〉。  

第三章〈修約戰爭〉，分：第一節〈修約問題〉、第二節〈亞羅事件

與廣西教案〉、第三節〈四國天津條約〉、第四節〈英法北京條約〉、

第五節〈外交行政改制〉、第六節〈太平天國與租界制度〉。  

第四章〈中俄交涉〉，分：第一節〈中俄璦琿條約〉、第二節〈中俄

北京條約〉、第三節〈中俄伊犂條約〉。  

第五章〈西南邊疆問題〉，分：第一節〈中日台灣問題〉、第二節〈中

日琉球問題〉、第三節〈中法越南條約〉、第四節〈中英煙台條約〉、

第五節〈中英緬甸條約〉、第六節〈中葡澳門條約。〉  

6.《國際法之展望》，台北巿：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  

按：是書東海典藏無封底，未能確知其出版月份，〈自序〉篇末署「民國

六十四年四月杜蘅之於東海大學」，以其他諸書對照，或在 197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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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說：「國際法是一門『發展中的科學』，在其 近四、五百

年的成長時期裏，一直表現著理論與實踐交互影響的發展過程。

對於國際法的發展，提供甚多寶貴的啟示的一本書，應屬一九四

四年英國國際法學者布萊利所發表以《國際法之展望》為名的論

文集。那是我 喜愛閱讀的國際法名著之一，我曾將其第一篇論

文譯為中文，向國內讀者介紹。如今我在這一專集所收各篇文字，

也大多是談到國際法的發展方向，所以也採用這一書名，以表示

願追隨這位國際大師之後，……。」 

全書除〈自序〉外，共收十篇文章：一、〈為什麼要研究國際法？〉，

二、〈國際法的本質問題〉，三、〈自然法在國際法地位之變遷〉，

四、〈國際法之父格魯秀斯及其著作〉，五、〈論克爾生純粹法學之

國際法觀念〉，六、〈聯合國憲章中文本的一個錯誤〉，七、〈五種

文字聯合國憲章之比較〉，八、〈太空在何處？一個法律問題〉，九、

〈人類進入月球後的法律問題〉，十、〈美國戰爭權力決議案之剖

析〉。  

7.《國際法與中國》，台北市：聯合報社，1975 年 5 月初版。  

按：〈自序〉說：「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問題一直給予國際法 大的考

驗與挑戰，在中國問題上面也 能瞭解國際法規範在今日國際社會

的功用及其限制。至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中華民國的許多問

題，更為國際法帶來新的衝激，同時我們也因國際法的發展，而得

以新的角度來檢討自己的問題，以及探測應循的解決途徑。……

近三年在臺北《聯合報》發表了幾十篇有關中國國際問題的文字。

由於報社盛意願為我彙集出一專冊，我將這些文字重校一遍，發現

前後竟已觸及國際法的幾個基本問題，而自成體系，故定名《國際

法與中國》。……本書所收集各篇，為配合全書綱目，在時間的順序

上稍有變動，並改正幾個名詞，以求體例劃一」。篇末署「六十四年

三月杜蘅之於東海大學」。 

全書除〈自序〉，另分四個單元。 

第一單元〈一般國際法問題〉，收：〈聯合國的新課題〉、〈從印度試

爆看核子武器蕃衍危機〉、〈東南亞國家能保持中立嗎？〉、〈美俄

戰略武器談判擱淺了嗎？〉、〈論美國對石油危機行使自衛權〉。  

第二單元〈外交〉，收：〈新外交的幾條小徑〉、〈國際會議成敗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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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經濟與外交孰重〉、〈論對無邦交國家之外交〉、〈我們對中

東戰爭應有的態度〉、〈從國際法看美毛聯絡辦事處〉、〈看季辛古

未來北平之行〉、〈從美國副總統之更迭看美國外交〉、〈對美毛公

報的另一看法〉、〈看一九七四年美國對華政策〉、〈季辛吉國務卿

有多少權力？〉、〈把握加強對美外交的時機〉、〈展望美國兩黨外

交政策〉。  

第三單元〈條約〉，收：〈我國外交難題：國際公約〉、〈美國戰爭權

力決議案對中美防禦條約的影響〉、〈何謂美國對華防禦承諾？〉、

〈美國終止「台灣決議案」之剖析〉、〈從國際法觀點論日本毀約

之後果〉、〈中日和約之外別無和約〉、〈從法律觀點看澳門問題〉。 

第四單元〈海洋與航空法〉，收：〈寫在海洋法會議之前〉、〈由大陸

礁層看未來國際糾紛〉、〈我國遠洋漁業的困擾：領海與漁區〉、〈海

洋法會議與我國領海政策〉、〈海洋法的新領域：海底〉、〈從國際

法分析俄艦通過台灣海面〉、〈從蘇彝士運河看中東危機〉、〈日毛

談判與我國民航前途〉。  

8.《中美關係與國際法》，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 1 月初版。  

按：〈自序〉說：「 近三年來，中美關係變化譎詭，我曾就國際法觀點，

陸續撰文評析。由於法律的觀點重客觀，去感情，比較容易接近真

理，是研究現實政治的一條平實的途徑，……為讀者分析今日國際

政治的重大問題，目的相同，內容相近，所以一齊加以整理，編入

這一專集。」篇末署「民國六十七年一月杜蘅之於東海大學」。 

全書除〈自序〉外，分為三編，九個主題，各主題分別入若干篇文

章，合計五十三篇。  

上編〈中美關係〉，分：一、〈中美外交關係〉，收：〈扭轉中美外交

危機〉、〈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異乎？同乎？〉、〈據國際法展開對

美外交〉、〈展望卡特政府外交作風及中美關係〉、〈台灣對美國安

全無關乎？〉、〈評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兩個建議〉、〈加強中美關

係的一條路〉、〈這是美國對華新政策嗎？〉、〈縮短台北與華府的

差距〉、〈中美關係之展望〉、〈對中美關係不悲觀的理由〉、〈從中

美關係看我國未來國際地位〉、〈從美國選情分析看中美關係〉。

二、〈中美軍事關係〉，收：〈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可替代嗎〉、〈安全

一詞的意義〉、〈台灣海峽形勢的展望〉、〈美國保持在台駐軍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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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美軍顧問團之地位〉。三、〈美國對毛共關係「正常化」〉，

收：〈福特總統北平之行〉、〈從美國援外政策剖析援毛說〉、〈所謂

「正常化」的時機問題〉、〈「上海公報」有無法律效力？〉、〈剖析

卡特政府接受「上海公報」之謎〉、〈范錫訪平後的美毛談判〉、〈美

國對毛共採取「延期」政策〉、〈美國應關心中國大陸的人權迫害〉。 

中編〈美國外交問題〉，分：一、〈外交政策〉，收：〈美國的世界領

導地位〉、〈大選年談美國外交〉、〈公開外交與秘密外交之別〉、〈從

普布羅事件看馬雅古茲事件〉、〈美國海外基地的法律地位問題〉。

二、〈外交機構〉，收：〈美國外交權力結構之新發展〉、〈美國國家

安全會議〉。三、〈情報與外交〉，收：〈美國海外情報活動〉、〈美

國中央情報局〉。  

下編〈一般國際法問題〉，分：一、〈人權法〉，收：〈人權與外 交 〉、

〈三十年來國際人權法之進展〉、〈赫爾辛基協定〉、〈國際難民的

法律地位〉。二、〈海洋法〉，收：〈海洋法會議之前途〉、〈美國對

海洋法會議之挑戰〉、〈美國建立二百浬漁區之前〉、〈美國二百浬

漁區法〉、〈我國應否建立專屬漁區？〉、〈何謂經濟區？〉、〈海床

爭奪戰〉、〈海峽問題〉、〈我國海關緝私區〉、〈新海洋法下的台灣

海峽地位〉。三、〈其他國際法問題〉，收：〈二四二決議案與中東

和平〉、〈南非共和國的前途〉、〈托朗斯開的地位問題〉、〈對無邦

交國家的條約關係〉。  

9.《中美新關係與國際法》，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年 11 月初版。  

按：〈自序〉說：「自從民國六十八年初我所發表關於外交及國際法的五

十幾篇論文，集為《中美關係與國際法》刊行以來，我手邊又積了

三年的同樣性質的四十篇論文。在這一期間，中華民國與美國的外

交關係終因美國政府與大陸毛共政權之『正常化』，而告決裂。從國

際法觀點來說，中美兩國政府之間雖然斷決了『法律的』外交關係，

但『事實的』準官式關係仍在繼續。這種新關係不一般人所易於瞭

解的，所以我又寫了若干篇論文來闡釋中美兩國間的這種關係及其

產生的問題。另有若干篇是在中美斷交前所寫的，可以幫助瞭解兩

國關係轉變的背景，故亦編入這個文集。」篇末署「民國六十九年

七月杜蘅之於台北東吳大學」。 

全書除〈自序〉外，分三編，各編分別收入若干文章，合計四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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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編〈中美新關係的背景〉，收：〈反對美毛「正常化」的十個理由〉、

〈「上海公報」的時代過去了〉、〈中美防禦承諾的基本條件〉、〈所

謂日本模式之外〉、〈和平沒有第二種解釋〉、〈條約與協定之別〉、

〈正視美國在華外交姿態〉、〈美國援外法案「諮商條款」的實際

作用〉、〈從美國援外政策剖析對毛共出售武器說〉、〈賈克遜與甘

迺迪之間〉、〈布里辛斯基的政治地位與外交理論〉。  

中編〈新關條之開始與「台灣關係法」〉，收：〈中美新關係非「兩個

中國」〉、〈美國將如何處理中美條約關係？〉、〈對中美談判之展

望〉、〈中美改約談判的基本立場問題〉、〈從中美新機構展望未來

兩國關係〉、〈由「台灣關係法」說到我國應有相對立法〉、〈卡特

行政命令與中美新開係〉、〈增強「台灣安全條款」的法律效力〉、

〈中美如何繼續軍事關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就此終止了

嗎？〉、〈美國對華供應武器政策將有變乎？〉、〈評估美毛軍事合

作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北美協調會的安全保護問題〉、〈從中美

航約談判說到參加奧運問題〉、〈台灣經濟安全問題〉、〈修正「台

灣開係法」的十點建議〉、〈雷根對中美關係的明智主張〉、〈中華

民國的第四個選擇〉。  

下編〈其他國際法問題〉，收：〈我國能重返聯合國嗎？〉、〈何謂彈

性外交？〉、〈人權外交與干預內政之界限〉、〈條約的文字問題〉、

〈開放對東歐國家貿易的法律問題〉、〈國民在海外參戰之法律

觀〉、〈經濟罪犯引渡回國問題〉、〈國際法對國際暴行的制裁〉、〈海

洋法會議之癥結〉、〈中菲經濟海城劃界問題〉、〈發展中的國際深

海床法〉。  

12.《中外條約關係之變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台北巿：中

央文物供應社，1981 年 12 月初版。  

按：本書為《中國條史大綱：第一时期：列強之入侵》的延續。〈自序〉

說：「多年來，我搜集中國與各國所訂條約及其有關的資料，計劃寫

一部《中國條約史》。一部分並曾蒙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資助，於民國

六十三年由東海大學印為《中國條約史大綱》第一冊。……後來我

自己發現我的工作重點是『重新評隲』，而不純綷寫『史』，所以我

接受中華文化叢書編輯委員會之約，以精簡的形式，評隲三百年來

中國與各國的條關係的變遷的趨勢。並且仍照我對於中國條約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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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法，分為四個時期：……從這四個時期之劃分，讀者自然看出

我國對外條約關係之發展之由被動的進為主動的，由不平等的進為

平等的，由雙邊權利義務之設定，進為國際社會合作之參與。」篇

末署「民國七十年七月於東吳校園」。〈緒言〉說：「就條約關係而言，

必須自中國正式加入近代由西歐發源的這個國際社會而開始。因

此，中國與各國的條約關係，應自公元一六八九年中國與俄國的尼

布楚條約起始。」  

全書除〈自序〉、〈緒言〉、〈英漢名詞對照表〉外，依作者「對於中

國條約史之分期法」，分為四編，共十二章，各章又分為若干節。 

第一編〈第一時期列強之入侵 (公元一六八九年至一八九四年 )〉，

分：第一章〈中外條約關係之開始〉，分：第一節〈中俄尼布楚條

約〉、第二節〈中俄恰克圖條約〉、第三節〈海運與貿易〉。第二章

〈從鴉片戰爭到修約戰爭〉，分：第一節〈中英江寧條約〉、第二

節〈中美望廈條約〉、第三節〈中法黃埔條約〉、第四節〈四國天

津條約〉、第五節〈英法北京條約〉。第三章〈邊疆條約〉，分：第

一節〈中俄璦琿條約與北京條約〉、第二節〈中俄伊犂條約〉、第

三節〈中法越南條約〉、第四節〈中英煙臺條約〉、第五節〈中英

緬甸條約〉、第六節〈中葡澳門條約〉。  

第二編〈第二時期瓜分之危機 (公元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一年 )〉，

分：第四章〈勢力範圍之爭〉，分：第一節〈中日馬關保約〉、第

二節〈中俄旅大條約〉、第三節〈中德膠澳條約〉、第四節〈中法

廣州灣條約〉、第五節〈中英威海衛及九龍條約〉。第五章〈從八

國聯軍到日俄戰爭〉，分：第一節〈辛丑條約〉、第二節〈中俄密

約與撤兵交涉〉、第三節〈日俄戰爭與中國中立〉、第四節〈中日

東三省條約〉。第六章〈西藏問題〉，分：第一節〈藏印條約〉、第

二節〈英藏條約〉、第三節〈英俄條約與西藏〉、第四節〈西姆拉

條約〉。  

第三編〈第三時期自主之外交 (公元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七年 )〉，

分：第七章〈辛亥革命與歐戰〉，分：第一節〈承認問題〉、第二

節〈銀行團與大借款〉、第三節〈日本二十一條要求〉、第四節〈中

日共同防敵協定〉、第五節〈中德協約〉。第八章〈華盛頓會議 〉，

分：第一節〈中國在巴黎和會〉、第二節〈九國公約〉、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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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第九章〈外蒙古與俄國革命〉，分：第一

節〈中俄蒙協約〉、第二節〈蘇俄與外蒙古之條約〉、第三節〈中

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  

第四編〈第四時期新條約關條 (公元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七九年 )〉，

分：第十章〈不平等條約之取消〉，分：第一節〈收回租界及租借

地〉、第二節〈關稅自主之條約〉、第三節〈廢除領事裁判權之條

約〉。第十一章〈東北問題〉，分：第一節〈中俄伯力議定書〉、第

二節〈松滬停戰協定與塘沽停戰協定〉、第三節〈國際聯盟報告

書〉、第四節〈不承認主義與偽滿洲國〉。第十二章〈抗戰與勝利〉，

分：第一節〈從聯合國宣言到波茨坦宣言〉、第二節〈中美與中英

平等新約〉、第三節〈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第四節〈中日和約 〉、

第五節〈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13.《臺灣關係法及其他》，台北巿：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 8 月初版，1987

年 10 月二版。 

按：〈自序〉說：「現在從民國六十九年夏到七十二年七月的三年間又發

表了三十九篇，也納入『人人文庫』的陣營，感覺非常光榮。這次

的書名雖然未見有『國際法』一詞，我著重從國際法的觀點剖析中

華民國的國際關係的基本立場却沒有變，也希望這一些專欄文字的

結論，能夠幫助海內外讀者對於中華民國的國際環境能有更多及更

深入的瞭解。」篇末署「民國七十二年八月杜蘅之於臺北東吳大學」 

全書除〈自序〉外，分為上、下兩篇，收入三十九篇文章。 

上篇〈臺灣關係法與中美關係〉，收：〈從臺灣關係法談加強中美關

係〉、〈在美國看中國問題〉、〈展開民國七十年代的對美外交〉、〈美

國對中華民國安全承諾之分析〉、〈從海格的證詞看美國對華政

策〉、〈美國的武器外交〉、〈毛共無權抵制我政府購外國武器〉、〈維

護中華民國的被諮詢權〉、〈試繪美國對華放策輪廓〉、〈美國新武

器政策之評估〉、〈臺海中立化之形勢不變〉、〈何謂降低外交關

係？〉、〈阻止美國對我國供應武器之理由安在？〉、〈新年看中美

兩國代表機構〉、〈從美國「關聯」政策談到中美關係〉、〈「臺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之詮釋〉、〈中共無權干預各國在華設貿易機構〉、

〈美國與中共軍售談判如何下場？〉、〈應該堅守原則，不能步步

退讓〉、〈「二號上海公報」會出現嗎？〉、〈對中美關係的基本認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17 期 

58 

識〉、〈中美關係如何不為「公報」所困？〉、〈美國維護臺海和平

的承諾仍在嗎？〉、〈應如何加強對美國之外交？〉、〈中美關係之

展望〉。 

下篇〈其他國際法與外交問題〉，收：〈文化外交之開展〉、〈有關辦

好選舉的一個外交條件〉、〈我國應有新的歐洲政策〉、〈人權尅星：

恐怖活動〉、〈國際空城在那裏？〉、〈從法理觀點談中國統一問

題〉、〈選舉與國家新形象〉、〈從國際法看香港前途〉、〈關於「聯

邦」與「國協」之謬論〉、〈新海洋法之群島原則〉、〈我國應否接

受海洋法公約？〉、〈美國應如何行使庇護權？〉、〈對於中華民國

國際地位之認識〉、〈海外學人回國服務與雙重國籍問題〉。 

14.《中美實質外交與其他國際法問題》，台北巿：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

12 月初版。  

按：〈自序〉說：「從國際法規觀點看中美實質外交關係之演變，是我一

貫的寫作方。針 近幾年，這一雙邊關係，進展尤速。因此我在民

國七二至七五年間寫了二十幾篇環繞著這獨特的中美關係的評論。

此外我又發表了幾篇有關國際法的評論……。」篇末署「民國七十

六年十月杜蘅之於臺北東吳大學」。 

全書除〈自序〉外，分為四編，各編收若干篇文章，合計二十三篇。 

第一編〈中美新關係之發展〉，收：〈現行中美關係的法律基礎〉、〈對

中美關係新情勢應有新政策〉、〈論「臺灣前途案」的前提〉、〈中美

兩國在大選年應有之共識〉、〈從經濟主權看中美貿易談判〉、〈中美

引渡條約的種種問題〉、〈對雷 根 總 統 在 大 選 年 與 中 共 互 訪 的 看

法 〉、〈 雷 根 總 統 訪 中 共 對 我 國 之 利 害 分 析〉、〈中華民國對美國軍

援中共應有的立場〉、〈中美關係變動的上限與下限〉。  

第二編〈港澳問題〉，收：〈關於香港前途問題對策的七點建議〉、〈以

香港政策對「香港模式」〉、〈評析所謂澳門前途問題〉。  

第三編〈航空法問題〉，收：〈韓國處理六義士事件的法理基礎〉、〈為

六義士爭取自由之法理立場〉、〈從國際法觀點剖析中菲航權事

件〉、〈軍用機的國際法地位〉。  

第四編〈一般外交問題〉，收：〈突破當前我國外交困境之道〉、〈漁

權與外交〉、〈中共妄想封鎖臺灣〉、〈中華民國與國際組織的關

係〉、〈我國與各國司法溝通之途徑〉、〈從國際法觀點看劉案〉。  



著作目錄 

59 

 

 

 

二、散文集  

1.《遊美小品》5，台北市：文星書店，1966 年 2 月 25 日初版；台北市：大林

書店，1969 年 11 月 1 日初版，1970 年 8 月 1 日再版。  

                                                 
5 文星書局版，收入《文星叢刊》第 14 種。大林書店版，收入《大林文庫》第 29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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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自序〉說：「一九四九年冬，我在臺北創辦了一個綜合性的刊物，

叫做《明天》。我除了寫些政論性的『大』文章之外，還陸續寫了一

些報導我在美國工作、求學、旅行的『小』文章，其總題是《遊美

小品》。我寫這些小品，原是想在扳起面孔談論國事的嚴肅心情與緊

張辛苦的編輯工作之外，找一點自我排遣的趣味，……我所以十幾

年來，我早已把這三十一篇小文章遺忘了。三年前，《文星》雜誌把

《遊美小品》的一篇重新刊露，並要我把其餘各篇也都整理彙集出

版。……為了酬答文星書店的盛意，我把全部文字重新校讀一遍。

當日我寫這些文字，大都是《明天》每期稿件付排之後，而預留篇

幅，……在美國獃的時間並不算久，但是我旅行里程却包括了美國

當時四十八州的五分之四，因此，我能夠見到許多留美的中國老前

輩所未見到的，這也是我敢於寫這些小品的一個原因。……我深信

行萬里路遠勝過讀萬卷書，我也是受了這信念的驅使， 近又完成

了歐洲之遊，現在我正在寫《遊歐小品》，作為《遊美小品》的姊妹

篇。」篇末署「一九六六年元旦杜蘅之於臺中東海大學」。大林書局

版〈自序〉說：「本書又承大林書局重印發行」，篇末署「一九六九

年八月杜蘅之於臺中東海大學」。大林書局版《遊歐小品》〈序〉說：

「《遊歐小品》雖說是《遊美小品》的姊妹篇。兩書相隔十年」(該

篇末署「民國五十五年七月杜蘅之於臺中東海大學」)，所指的是距

離作者在《明天》陸續發表的小品文，經「十幾年來，我早已把這

三十一篇小文章遺忘了」後的彙編而說的。大林書局版〈序〉中所

說：「我希望不久再寫一部《續遊美小品》」，或與《遊歐小品》之後

想要再寫《續遊歐小品》相同，只停留在「想」，並未付諸行動。 

全書除〈自序〉外，共收三十一篇文章：〈美國的主婦〉、〈房東太太〉、

〈女孩子們〉、〈青年男子〉、〈奧勃莉特〉、〈模特兒〉、〈三個女性

的「型」〉、〈賽會〉、〈跳舞〉、〈對脫〉、〈週末〉、〈電影院〉、〈廣播

節目〉、〈旅館〉、〈火車〉、〈街車〉、〈開車樂〉、〈郵與電〉、〈笑兵〉、

〈吃在美國〉、〈藥房〉、〈色物憶〉、〈書店〉、〈美國的首都〉、〈安

那伯城〉、〈小市鎮〉、〈鄉村一日遊〉、〈軍營生活〉、〈中國人的幽

默〉、〈唐人街〉、〈尼格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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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遊歐小品》 6，台北巿：文星書店，1966 年 10 月 25 日初版；台北市：大

林書局，1969 年 11 月 1 日初版。  

按：〈自序〉(文星書局版)說：「上次大戰終了時，我到美國去，曾路過歐

洲。那時的歐洲在戰爭重創之後，幾乎已經死亡。民國五十二年至

五十三，我到法國進修，整整獃了十八個月。這時的歐洲完全不同

了。……所以戰後歐洲經過二十年的重建，比以前更強大了。這部

《遊歐小品》雖說是《遊美小品》的姊妹篇。兩書相隔十年，我發

現自己不但對於事物的看法已有若干改變，甚至筆法也顯得不同。」

篇末署「民國五十五年七月杜蘅之於臺中東海大學」。大林書局版〈自

序〉說：「民國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我在巴黎整整呆了十八個月。

其間，我曾利用假期，暢遊西歐及南歐。返國後，民國五十五年七

月寫成了這部《遊歐小品》。……民國五十七年冬，我又奉派到巴黎

參加聯合國文教組織大會。相隔四年，舊地重臨，使我驚訝的是：

把黎更美了。會後，我又照例作了一些『順道』的旅行。如有時間，

我想再寫一部《續遊歐小品》。」篇末署「民國五十八年十月杜蘅之

為大林版作序」。惜目前尚未查得杜先生《續遊歐小品》是否真的出

版。比對兩版的篇章、板式、內容及頁碼，完全相同，應該只是重

新刷印而已。 

是書收：〈自序〉、〈赴歐途中〉、〈馬賽〉、〈巴黎街頭〉、〈巴黎的百貨

公司〉、〈吃在巴黎〉、〈吻在巴黎〉、〈羅浮宮巡禮〉、〈盧森堡公園〉、

〈巴黎夜生活〉、〈法國女人〉、〈法國人與錢〉、〈李石曾先生〉、〈聯

合國文教組織〉、〈莎朋之名天下知〉、〈日內瓦〉、〈倫敦之遊〉、〈牛

津一日遊〉、〈盧森堡閃電遊〉、〈新都波昂〉、〈不來梅探親〉、〈新

慕尼黑〉、〈斯圖加特〉、〈海德堡登高記〉、〈德國人〉、〈弔古戰場〉、

〈海牙和平宮〉、〈安姆斯特丹之夜〉、〈雅典的衛城〉、〈西班牙廣

場〉、〈耶路撒冷〉、〈歐洲的鐵路〉、〈書店〉、〈華僑的三把刀〉。 

三、藝術欣賞 7 

1.《舞蹈世界》，杜蘅之撰文，何恭上編著，台北市：藝術圖書公司，1985 年

4 月再版。  

                                                 
6 文星書局版，收入《文星叢刊》第 226 種。大林書店版，收入《大林文庫》第 39 種。 
7 按，據〈我與舞蹈(代序)〉說：「我心目中的舞蹈，可說是一種綜合的藝術。」另立

「藝術欣賞」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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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與舞蹈(代序)〉說：「我對於舞蹈的興趣，勝過一切的藝術。我愛

『看』各種舞蹈。對於我，舞蹈不止是動作而已，在動作裏有音樂，

有圖畫，有雕刻，有詩，當然還有戲劇。所以我心目中的舞蹈，可

說是一種綜合的藝術，在這裏可以獲得各種藝術形態的樂趣。……

我理想中的舞蹈家，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要有人健美而符合舞

蹈要求的身體，第二要有豐富的舞蹈知識及其他有關藝術的認識，

第三要有熟練而優美的舞蹈動作。」 

全書除了〈我與舞蹈 (代序 )〉外，分為三個單元。 

第一單元〈舞蹈藝術的本質與發展〉，分：〈舞蹈與生活〉、〈舞蹈與

音樂〉、〈舞蹈與人體美〉、〈編舞術〉、〈希臘的舞蹈〉、〈西洋古典

舞蹈的發展〉、〈關於舞蹈的書〉。 

第二單元〈芭蕾舞〉，分：〈芭蕾舞的幾種形式〉、〈歐洲芭蕾舞的傳

統〉、〈一種新芭蕾舞〉、〈柴考夫斯基的三部舞曲〉、〈怎樣欣賞芭

蕾舞〉、〈舞蹈編作家巴蘭強〉。 

第三單元〈其他各種舞蹈形式〉，分：〈現代舞〉、〈抽象舞〉、〈土風

舞〉、〈民族舞蹈〉、〈民族舞蹈基本觀念〉、〈故事的選擇〉、〈舞蹈

的編製〉、〈舞藝的洗鍊〉。 

 

四、單篇文章被匯編入叢書中  

1.〈台海形勢的展望〉，收在《規劃經濟建設應有的基本觀念》，台北市：教育

部社會教育司，1977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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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是篇為「文化講座專集之一一一」，係杜教授於 1977 年 9 月 25 日應

邀在臺北市實踐堂的講演內容，再收入於書中。1978 年，又被收入

《我們對「美匪關係正常化」的看法》 8，臺北市：世界反共聯盟中

華民國分會，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中華分會編。 

該篇一開始即說：「對於五年來的美毛關係『正常化』，大家都認為

是對中華民國的一個嚴重打擊，而疏忽了它同樣是危害美國自身

甚至所有太平洋國家的一個錯誤政策。因此，通常所說與美毛『正

常化』不相容的是所謂臺灣安全問題，也應該說不相容的是『美

國安全問題』或『太平洋安全問題』。對這一點，由臺灣海峽的形

勢去看，看得 清楚。」接下來分：「臺灣海峽形勢的特點」、「維

持臺海中立化的有力因素」、「美毛關係『正常化』對臺海中立化

的影響」、「中華民國的立場」等四點分別論述，並以「將近三十

年的『臺海中立化』是中美兩國共同的國防政策，亦已證明為維

護太平洋和平的主要條件，並不僅只為所謂臺灣的安全而已，所

以我們有責任也有權利要求友邦繼續這一軍事同盟」作結。 

四、待尋及有疑慮之書  

據「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中外文圖書聯合目錄」檢索到兩種書籍，但臺

灣地區未見典藏，暫收錄於下，待尋。  

1.《哀西湖》，重慶：獨立出版社，民 31(1942)，徐仲年主編，收入《中國詩

藝社叢書》。  

2.《詩的本質》，長沙：商務印書館，民 29(1940)。  

3.《旅美小品•第二集》，臺北市：虹橋書店，民 42(1953)。  

按：據東海政治系退休教授張玉生老師告知，他曾問杜教授關於《旅美

小品》是否有《續旅美小品》或出版「第二集」之事。杜教授表示，

坊間所見者，都是盜版的，實際上他並未續出「第二集」。  
 

                                                 
8 按，「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中外文圖書聯合目錄」收錄該書，詳核內容，是書收：〈 蔣

總統向美報人指出匪共陰謀〉、〈 臺海形勢的展望〉、〈 避免戰爭與延遲戰爭〉、〈 戰爭

陰影和世局危機〉、〈 論美國與中共的三種關係〉 等 五 篇 ， 僅 〈 臺海形勢的展望〉

為 杜 教 授 之 作，其 餘 皆 非 。又，「聯合目錄」又收錄：「《哲斐遜傳》，紀納德著，

駱異華譯」，詳核內容，實因同為「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彙編在「《現

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五輯》」，故「聯合目錄」顯現的標題與內容不符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