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方雑誌 44卷819期 蒋維喬等主編 1904.3.18-1948.12 ¥135,000

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 60期 （德）郭士立主編 1833-1839.10 廣州 ¥5,290

遐邇貫珍 33期 （英）麥都司主編 1853.9-1856.5 香港 ¥5,740

六合叢談 15號 （英）偉烈亞力創辦 1857.1-1858.6 上海 ¥3,840

中西聞見錄 36期 （美）丁韙良主持 1872.8-1875.8 北京 ¥8,690

中外紀聞 存10期 梁啟超、汪大燮主編 1895.8-1896.1 北京 ¥2,500

集成報 存21期 上海英商集成報館編輯 1897.5-1898.5 上海 ¥16,263

渝報 10冊 宋育仁創辦 1897.10-1898.5 重慶 ¥3,620

湘報 177號 唐才常總撰 熊希齡主編 1898.3-1898.10 長沙 ¥54,000

格致新報 16冊 朱開甲主編 1898.3-1898.8 上海 ¥7,340

昌言報 10期 汪康年總理 梁鼎芬總董 1898.8-1898.11 上海 ¥5,840

京話報 6期 黃中慧主編 1901.9-1901.12 北京 ¥2,500

新民叢報 96期 梁啟超主編 1902.2-1907.11橫濱 ¥89,200

法政雜誌 6期 張一鵬編輯 1906.3-1906.8 東京 ¥8,910

中國新報 9期 楊度總編撰 1907.1-1908.1 東京 ¥12,200

大同報 7期 存忠創辦 1907.6-1908 東京 ¥5,710

國風報 52期 梁啟超主持 1910.2-1911.6 上海 ¥53,800

湖北學生界 6期 湖北留日學生同鄉會主辦 1903.1-1903.9東京 ¥5,790

浙江潮 10期 孫翼中、蔣智由等主編 1903-1904 日本東京 ¥13,900

國民日日報匯編 4集 章士釗主編 1903.8- 上海 ¥7,240

醒獅 4期 李曇編輯 1905.9-1907東京 ¥2,993

民報 26期 宋教仁等創辦章太炎主編 1905.11-1910.2 東京 ¥63,000

四川 3期 吳玉章總編 1908.1-1908 東京 ¥3,970

建設 3卷13號 孫中山創辦、朱執信、廖仲愷主編 1919.8-1920.12 上海 ¥32,295

中國軍人 9期 王一飛主編 1925.2-1926.3 廣州 ¥2,500

政治周報 14期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主辦、毛澤東主編 1925.12-1926.6 廣州 ¥8,620

中國農民 2卷11期 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主辦、毛澤東主編 1926.1-1927.6 廣州 ¥12,100

新青年 9卷54期 陳獨秀主編 1915.9-1926.7 上海 ¥92,100

每週評論 37號 李大釗主編 1918.12-1919.8北京 ¥8,100

新潮 3卷12期 北京大學新潮社創辦、傅斯年等主編 1919.1-1922.3北京 ¥32,295

少年中國 4卷48期 少年中國學會機關刊、李大釗等主編 1919.7-1924.5北京 ¥54,766

解放與改造 4卷46期 張東蓀 梁啟超主編 1919.9-1922.9北京 ¥7,560

新社會 19期 瞿秋白等編輯 1919.11-1920.5 北京 ¥6,804

少年世界 12期
少年中國學會機關刊報、李大釗等編

輯
1920.1-1920.12 南京 ¥15,357

北京大學學生週刊 17期 北京大學學生會主辦 1920.1-1920.5 北京 ¥6,242

覺悟 1期 周恩來主編 1920.1.20 天津 ¥2,500

中國報刊データベース一覽



秦鐘 6期 旅京陜西學生聯合編輯 1920.1-1920.6 北京 ¥5,500

政衡 38期 譚本山主撰 1920.3-1920.4 上海 ¥52,674

晨報副鐫 1399期 孫伏園等主編 1921.10-1928.6北京

京報副刊 477期 孫伏園等主編 1924.12-1926.10 北京 ¥9,180

勞動界 24期 陳獨秀等編輯 1920.8-1921.1 上海 ¥5,400

共產黨 6期 李達主編 1920.11-1921.7 上海 ¥7,020

先驅 25期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刊、鄧

中夏主編
1922.1-1923.8 北京 ¥8,900

少年 13期
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機關刊、趙世炎

等主編
1922.8-1923.10 巴黎 ¥6,804

嚮導週報 存199期
中共中央機關報、陳獨秀、瞿秋白主

編
1922.9-1927.7上海 ¥98,000

新時代 1卷4號 湖南自修大學機關刊、李達主編 1923.4-1923.7 長沙 ¥6,480

前鋒 3期 中共中央機關刊、蔡和森主編 1923.7-1924.2 上海 ¥6,480

中國青年 8卷167期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刊、惲

代英主編
1923.10-1927.10 上海 ¥39,728

政治生活 79期 中共北方區委機關刊、趙世炎等編輯 1924.4－1926.7 北京 ¥10,250

中國工人 5期 中共中央創辦、羅章龍主編 1924.10-1931 上海 ¥6,264

熱血日報 24期 中共中央創辦、瞿秋白主編 1925.6-1925.6 上海 ¥5,800

布爾塞維克 5卷宗2期
中共中央機關刊、瞿秋白、蔡和森主

編
1927.10-1932.7 上海 ¥53,300

無產青年 5期 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刊 1927.11-1927.12 上海 ¥2,500

實話 13期 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刊 1930.10-1931.3 瑞金 ¥5,090

貴州教育官報 7期 貴州學務公所印行 1909-1911 貴州 ¥4,759

外交公報 82期+1期 外交部情報局編輯 1921.7-1928 北京 ¥113,400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

報
93號 大本營秘書處發行 1923.3-1925.6 廣州 ¥31,952

庸言 30號 吳貫因 黃遠庸編輯 1912.12-1914.6 天津 ¥51,400

論衡 4號 黃思農編輯 1913.5- 1913.7北京 ¥2,970

正誼 9號 谷鐘秀主編 1914.1-1915.6 上海 ¥19,100

甲寅 10期 章士釗主編 1914.5-1915.10東京 ¥25,200

甲寅周刊 1卷45號 章士釗主編 1925.7-1927.2北京 ¥16,900

大中華雜志 24期 梁啟超主撰 1915.1-1916 上海 ¥60,060

丙辰 4期 鄭立三編輯 1916.12-1917 上海 ¥7,560

主張与批評 4期 王造時主編 1932.11-1932.12 上海 ¥2,640

中國學報 14期 劉師培編輯 1912.11-1916.5北京 ¥17,300

亞洲學術雜誌 4期 上海亞洲學術研究會編輯 1921.9-1922.9 上海 ¥8,800

學衡 79期 吳虞主編 1922.1-1933.7 南京 ¥99,523

華國 3卷28期 章炳麟等主編 1923.9-1926.7 上海 ¥25,260

國學論叢 6期 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主辦 1927.6-1930.12 北京 ¥20,300

食貨 6卷61期 陶希聖主編 1934.12-1937.7 上海 ¥48,246



制言 62期 章氏國學講習會會刊、章炳麟等主編 1935.9-1940.3 蘇州 ¥46,900

同聲 4卷39號 龍沐勳主編 1940.12-1944.11 南京 ¥52,600

神州女報 4期 陳志群主編 1907.11-1908.1 上海 ¥3,950

婦女時報 21期 上海婦女時報社編輯 1911.6-1917.4 上海 ¥23,900

女子世界 6期 陳蝶仙主編 1914.12-1915.7 上海 ¥20,800

眉語 18期 高劍華編輯 1915.2-1916.3 上海 ¥22,600

繡像小說 72期 李伯元主編 1903.5-1906.4 上海 ¥48,500

競立社小說月報 2期 彭俞主編 1907.11-1907.12 上海 ¥2,500

寧波小說七日報 12期 寧波新學會發行 1908.6-1908.9 上海 ¥3,110

小說新報 8卷93期 李定夷編輯 1915.3-1923.10 上海 ¥320,000

小說季報 4期 徐枕亞主編 1918.1-1920.5 上海 ¥20,800

詩 2卷7號 朱自清 俞平伯主編 1922.1-1923.5 上海 ¥6,264

偵探世界 24期 嚴獨鶴編輯 1923.6-1924.5 上海 ¥37,326

語絲 5卷260期 孫伏園 鲁迅主編 1924.11-1930.3北京 ¥83,812

太陽月刊 7號 蒋光慈 阿英主編 1928.1-1928.7上海 ¥9,770

自由雜志 2期 童愛樓主編 1913.9-1913.10 上海 ¥4,480

禮拜六 200期 王鈍根主編 1914.6.6-1923 上海 ¥70,100

繁華雜志 6期 錦章圖書局編 1914-1915 上海 ¥14,217

雙星 4期 上海雙星雜志社主辦 1915.3-1915.6 上海.7344 ¥7,300

滑稽時報 4期 上海時報館主編 1915.4-1915.7 上海 ¥7,236

消閒月刊 6期 趙眠雲等編輯 1921.5-1921.6 蘇州 ¥7,344

飯後鐘 42期 吳雙熱主編 1921.5-1922 常熟 ¥10,250

快活 36期 李涵秋主編 1922.1-1922.12 上海 ¥56,000

紅雜志 2卷100期 嚴獨鶴編輯 1922-1924 上海 ¥66,151

小報 1卷6期 錢釋雲主編 顧佑敏總理 1923.8.5-1923 上海 ¥5,800

社會之花 2卷36期 王鈍根編輯 1923.11-1925.11 上海 ¥9,460

星期 50期 包天笑主編 1922.3-1923.3 上海 ¥32,295

益聞摘錄 12期 天主教在華組織主辦 1914.1-1914.12北京 ¥2,500

點石齋畫報 44部528號 吳友如主筆 1884.4-1898.6 上海 ¥54,000

圖畫日報 404期 孫繼主編 1909.8-1910.8 上海 ¥48,900

寰宇瑣記 12卷 上海申報館編輯 1876- 上海 ¥7,020

強學報 2期 徐勤 何樹齡主筆 1896.1-1896.12 上海 ¥2,500

中國白話報 24期 林獬（白話道人）創辦 1903.11-1904.10 ¥15,600

安徽俗話報 19期 陳獨秀主編 1904.3-1905.8 安徽 ¥7,800

福建白話報 1期 福建白話報社編輯 1904.10- 福州 ¥2,500

直隸白話報 14期 吳樾创辦 1905.1-1905.8 保定 ¥7,500

廣東白話報 存4期 黄世仲等編撰 1907.5.2- 廣州 ¥2,500

吉林白話報 77期 安鏡全主編 1907.8.4- 吉林 ¥7,560

嶺南白話報 存4期 黄世仲等編撰 1908.1- 香港 ¥3,500

衛生白話報 4期 衛生白話報社編輯 1908.5-1908 上海 ¥2,500

教育實業白話報 存14期 河南教育實業演講團編輯 1923-1924 ¥2,762

民聲 2期 陳匡主編 1910.5-1910.6 上海 ¥2,500



太平洋 4卷42期 李劍農 楊端六等主編 1917.3-1925.6 上海 ¥82,000

湘江評論 4期+1期增刊毛澤東主編 1919.7-1919.8 長沙 ¥3,500

夥友 11期存10期上海工商友誼會編輯 1920.10.10-1921 上海 ¥2,500

評論之評論 4期 費覺天主編 1920.12-1921.12 北京 ¥6,000

共進 105期 北京大學共進社創辦 1921.10-1926.9 北京 ¥35,000

戰士 42期存34期
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刊、曹典琦、薛世

纶主编
1925.12-1927.4 長沙 ¥9,500

紅旗週報 64期附刊13期中共中央機關報、張聞天等主編 1931.3.9-1934.3 上海 ¥54,000

斗爭 73期 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報、張聞天主編 1933.2-1933.9 瑞金 ¥38,000

四川教育官報 112期存56期四川學務處主辦 1905.2-1911 成都 ¥48,000

雲南教育官報 55期存43期昆明雲南省教育廳出版 1907.6-1911.9 昆明 ¥39,500

兩湖官報 5卷 武昌兩湖官報局出版 1907-1908 武昌 お問合せ

陜西官報 25期 西安陜西學務公所主辦 1908.4-1908.9 西安 ¥20,000

吉林教育官報 18期存14期吉林教育官報編印局編輯 1908 吉林 ¥11,115

福建教育官報 24期存20期福建提學使署出版 1908-1910 福建 ¥17,008

吉林官報 35期 吉林官報局主辦 1909-1910 吉林 ¥20,078

交通官報 30期 邮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主辦 1909-1910 北京 ¥12,400

甘肅教育官報 7期 蘭州官報書局印行 1909-1910 甘肅 お問合せ

廣東教育官報 22期存20期廣雅書局印刷處印 1910-1911 廣東 ¥21,400

湖北教育官報 22期存13期湖北官報局印行 1910-1911 湖北 お問合せ

兩廣官報 21期 廣州兩廣總督署印行 1911.5.10- 廣州 ¥21,700

四川警務官報 3期 成都四川警務公所印行 1911 四川 ¥3,043

雲南官報 24期存10期雲南官報局編印 1911- 云南 ¥7,030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公

報
8期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辦公厅文

书科編輯
1928- 南京 ¥8,750

上海共同租界工部局年

報
3册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編輯 1932-1934 上海 お問合せ

京兆通俗週刊 66期 京兆尹公署通俗書說編纂會主編 1919.1-1920.9 北京

申報周刊 2卷81期 上海申報館發行 1936.1-1943 上海 ¥14,385

逸經 36期 謝興堯主編 1936.3-1937.8 上海 ¥48,418

人人周報 1卷24期 萬梅子主編 1936.6-1936.12 北平 ¥16,400

非常時期聯合旬刊 7期 宇宙風 逸經 西風社出版 1937.8-1937.10 上海 ¥5,800

孤軍 3卷30期 上海泰東書局發行 1922.9-1925.11 上海 ¥29,160

革命評論 18期 陳公博主編 1928 .1-1928.9 上海 ¥26,500

新語林 6期 新語林社編輯 1934.7-10 上海 ¥7,800

半月評論 1卷22期 半月評論社編輯 1935.2-1935.12 南京 ¥10,800

是非公論 47期 是非公論旬刊社編輯 1936.4-1937.8 ¥38,000

新語 5期 周煦良主編 1945.10-1945.12 上海 ¥5,600

華商聯合報 存15期 陳頤壽 李厚祐主編 1909.3-1910 上海 ¥11,046

商業雜志 5卷50期 上海商業雜誌社編輯版 1926.11.1-1931.5 上海 ¥75,600

關税問題專刊 1册 中國經濟學社編輯 1926 お問合せ

新世界學報 15期存14期陳黻宸主持 1902.9-1903.4 ¥23,000



文哲學報 4期
南京高師文學研究會哲學研究會聯合

主辦
1922.3-1923.10 南京 ¥10,300

國文學會叢刊 1卷2期 北京師范大學國文學會編輯 1922.11-1924.1 北京 ¥4,070

北京大學國學季刊 7卷24期 國學季刊編委會編輯 1923.1-1952.12 北京 ¥78,000

國學專刊 1卷4期 陳石遺主編 1926.3-1927.10 上海 ¥7,600

史學與地學 4期 中國史地學會編輯 1926.12.1- 上海 ¥10,500

民俗 123期
楊成志主編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歴史研

究所民俗學會編輯
1928.3-1943.12 廣州 ¥98,000

武漢大學文哲季刊 7卷27期 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委員會編輯 1930-1937 武漢 ¥78,000

國學叢編 2卷8期 北平中國大學編輯 1931.5-1933 北平 ¥8,500

上海通志館期刊 2卷8期 上海通志館編輯 1933-1935.3 上海 ¥46,000

國專月刊 5卷25期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學生自治會編輯 1935.3-1937 無錫 ¥34,373

國學界 1期 無錫國學研究會編輯 1937 無錫 ¥3,500

學文 5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主辦 1939.11-1940.5 北京 ¥3,500

文史 3期 文載道主編 1944.11-1945.7 上海 ¥3,500

故宮周刊 510期 易培基主編 1929.10-1936.4 ¥45,000

女子世界 18期 丁初我创辦 1903.12-1906 上海 ¥15,490

香艷雜志 12期 上海中華圖書館發行 1914-1915年 上海 ¥21,600

中華婦女界 2卷18期 上海中華書局編輯 1915-1916 上海 ¥17,200

新婦女 24期 新婦女雜誌社編輯 1920-1921 ¥12,500

中國婦女 2卷22期 中共中央婦女動動委員會主辦 1939.6-1941.3 ¥23,800

新新小說 10期存6期 陳景韓主編 1904.9- 上海 ¥6,804

月月小說 24期 吳趼人總編輯 1906.11-1909.1 上海 ¥54,000

中華小說界 30期 上海中華書局編輯 1914.1-1916.6 上海 ¥78,000

民權素 17期 劉鐵冷主編 1914.4-1916.4 上海 ¥40,685

小說大觀 15集 包天笑編輯 1915.10-1919.6 上海 ¥11,100

小說新潮 3期 陳鐵生編輯 1921 上海 ¥7,500

創造周報 52號 創造社編輯 1923.5.13-1924.4 上海 ¥7,800

文化批判 5期 成仿吾等編輯 1928.1.15-1928.4 上海 ¥7,800

新月月報 43號 徐志摩 聞一多等主辦 1928.3-1933.6 北京 ¥88,000

金屋月刊 1卷12期 邵洵美等編輯 1929.1-1930.9 上海 ¥24,000

朝華月刊 3卷15期 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編輯 1929.12-1932.6天津 ¥28,500

巴爾底山 5期 巴爾底山社編輯 1930.4-1930.5 上海 ¥3,500

北斗 2卷8期 丁玲主編 1931.9-1932.7 北京 ¥18,600

文學月報 6號 上海光華書局發行 1932.6-1932.12上海 ¥15,300

青鶴 114期 陳灨一 1932.11-1937.7 上海 ¥98,000

詞學季刊 3卷12期 民智書局發行 1933.4-1936 上海 ¥38,500

人間世 42期 林語堂 陶亢德主編 1934.4-1935.12 上海 ¥78,000

越風 2卷28期 黄萍蓀主編 1935.10- 杭州 ¥23,490

芒種 11期 徐懋庸 曹聚仁編 1935 上海 ¥7,984

新小說 6期 鄭君平編輯 1935 上海 ¥8,500

人物月刊 3期 楊開道主編 1936.5-1936.7北京 ¥8,500

詩歌小品 3期 海風詩歌小品社編輯 1936.10-1936.12 天津 ¥3,500



紫蘭花片 24集存23集周瘦鵑主編 1922.6-1924.10 上海 ¥13,600

金剛鉆月刊 1卷12期 施濟羣主編 1933.9-1934.9 上海 お問合せ

公教白話報 存34號 山東兗外教區創辦、韓德鎬主編 1918-1925 山東 ¥8,500

益聞錄 存106期 天主教會機關報、李杕主編 -1878.2 ¥54,000

晨熹 3卷48期 晨熹社編輯 1935.1-1937.6 南京 ¥35,800

時事報圖畫雜俎 存50期 上海時事報館編輯 1908.5-1908.6 ¥3,800

漫畫界 8期 漫畫建設社編輯 1936 上海 ¥5,600

漢聲 1期
原名湖北學生界，1903年6月改名漢

聲，尹授一編輯
1903年8月 ¥2,500

官話報 6期 1906.12-1907.7上海 ¥3,500

安徽白話報

天津白話報

小説季刊 4期 徐枕亚主编上海 1918.1-1920.5 ¥15,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