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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歐美近現代史：近代歐美革命
史與政治史」始與2008年12月1日，並獲國科會三年補助。本計畫以美國革命與十九世紀初期
美國歷史為主題，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殖民時期的獨立革命思潮 ( - 1775)、美國獨立
的革命戰爭 (1775-1781)、新國家、新憲法、新政府 (1781-1789)、十八世紀末期的美國
(1789-1800)、傑佛遜民主時代 (1800-1828)、傑克遜民主時代 (1828-1840)、內戰前的美國
(1840-1860)。選購書籍的主題包括：美國革命戰爭、美國兩黨政治及司法審查、美國憲法美
國例外主義、美國總統（ American Presidency）、美國高等法院、美國議會、美國公民自由、
美國重要人物傳記、美國社會、美國文學、美國政治、美國外交、美國文化、美國哲學思想、
美國運動具體的議題，則廣納美國建國初期歷史上的其他議題，例如原住民、黑奴、聯邦主
義落實、移民社會形成、兩黨政治發展、邊疆開發、農業及工業革命等相關領域。政治大學
圖書館目前已有美國政治、外交與文學方面的豐富館藏，如能進一步添購美國史的書籍，不
但能完整涵蓋美國研究的所有重要面相，同時也可以為美國研究的領域建構更堅實的基礎。
美國研究是一個整合性質的領域，而美國歷史可說是此研究的基礎；有了對美國歷史的充份
瞭解及較為全面的歷史觀，遂能對美國政治或美國社會有較為客觀的認識。

關鍵詞：美國研究、美國歷史、革命與政治史

英文摘要
This Project: Subsidizing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ibrary Project- Early
Modern European and American History: History of Revolution and Politics was operated
since December at 2008, receiving three-year sponsor from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ts main
topics ar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19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y. Generally, American his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following stages: Ideological trend of Revolution in colonial period (-1775),
Revolution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1775-1781), New ages of country, constitution and
government (1781-1789), late 18th century America (1789-1800), Jefferson era of democracy
(1800-1828)、Jackson democratic era (1828-1840), and pre American civil war(1840-1860). The
topics includes War of American Revolution, American two-party politics and judicature, American
Constitution, American Exceptionism, American Presidency, American Supreme Court, American
legislative assembly, American civil liberty, Biography, American Society, American Literature,
American Diplomacy,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 Philosophy, American Sport. Furthermore, the
concrete issues consist of aboriginal issue, slaves, implement of federation, immigrant society,
frontier development,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 has
already had abundant librarian collec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diplomacy and literature, if it
increases collections of American History, it will complement the essential faces of American
Studies, meanwhile, it will strength the foundation of American Studies. American Studies is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American history can be seen as foundation; with complete
understanding toward history, it will have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to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Keywords: American Studies, American History, History of Revolution and Politics

前言
本計劃為三年期執行計畫，分別獲得國科會經費 2,686,400 元、270 萬元與 270 萬元的
補助，共 8,086,400 元，在購買進度與成果上進度實屬良好。本計劃進行方式為透過查詢國外
之名大學（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 http://lib.harvard.edu/）的藏書，或參照威廉瑪麗學院的 Institute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及維吉尼亞大學米勒中心有關美國革命的書單，並透過
政治大學美國研究相關教授的資源整合，使圖書在建置與使用上更趨於完整。本計畫是以「歐
美革命與政治史」為主題，「美國歷史」為核心，分為幾個主題面向：美國歷史（American
History ）、美國例外主義（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美國總統（ American Presidency）、
美國高等法院（US Supreme Court）、美國議會（US Congress）、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
美國重要人物傳記。具體的議題，則廣納美國建國初期歷史上的其他議題，例如原住民問題、
黑奴問題、聯邦主義落實、移民社會形成、兩黨政治發展、邊疆開發、農業及工業革命等。

計畫目的
計畫目的
本計畫期望能彌補目前台灣在美國史方面館藏不足的缺失，而此舉的目的乃是為了進一
步提高台灣的美國研究水準。目前，由於美國史的師資不足，以及過去二十年在人文及社會
科學界經歷的本土化，因此年輕學子普遍對於美國史欠缺興趣。而相關的資源也多轉向台灣
政治、台灣史、台灣文學、台灣少數民族等等，如此一來將使得政大的國際化面向略有不足
之處。此外，目前國內僅有的兩所美國研究所發展並不順利。文大美研所評鑑結果不佳，未
來前景亦不可預料；而淡大則在評鑑之後，決定將拉美所與美國所合併為美洲所。這兩個案
例顯示，推動美國研究的責任仍應由資源較多、且對於年輕學者與學生更具吸引力的公立大
學來承擔。政治大學為國內最佳頂尖大學之一，擁有國內最佳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傳統與
成果，同時亦每年獲得美國研究中心捐贈美國研究的相關書籍，顯然是推展美國研究的最佳
機構；而此次所提出的美國史購書計畫，正是這項長遠目標的第一步。
選擇以美國史作為推動國內之美國研究的第一步，最重要的理由乃是美國的獨特性。從
美國獨立宣言所揭櫫的自由平等價值到美國憲法的制衡精神及其人權法案的自由思想，從美
國革命建國後所創立的民主政治體制到它的多元族群及移民社會的形成與擴大，從它早期的
冒險犯難精神，到它因理想主義而積極捍衛正義的國際參與，都是美國史特殊性的具體表達。
這些都是美國文明中，不應被忽視的貢獻。
政治大學圖書館目前已有美國政治、外交與文學方面的豐富館藏，如能進一步添購美國
史的書籍，不但能完整涵蓋美國研究的所有重要面相，同時也可以為美國研究的領域建構更
堅實的基礎。美國研究是一個整合性質的領域，在此領域涵蓋美國歷史、美國社會、美國文
學、美國政治、美國外交、美國文化、美國哲學思想、美國宗教、美國種族等相關的次領域，
而美國歷史可以說是一切次領域的基礎，因為有了對美國歷史的充份瞭解及較為全面的歷史
觀，才能夠對美國政治或美國社會有較為客觀的認識，因此本研究購書計畫是發展此領域的
重要基礎。

結果與討論
壹、經費核定

年度

時間

經費

總經費 8,086,400 元
97 年度

97 年 12 月 1 日至 98 年 11 月 30 日

2,686,400 元

98 年度

98 年 12 月 1 日至 99 年 11 月 30 日

2,700,000 元

99 年度

99 年 12 月 1 日至 100 年 11 月 30 日

2,700,000 元

本計畫為三年期計畫，第一年度為 97 年 12 月 1 日至 98 年 11 月 30 日止，經費為 268 萬
6 千 4 百元；第二年度為 98 年 12 月 1 日至 99 年 11 月 30 日止，經費為 270 萬元；第三年度
為 99 年 12 月 1 日至 100 年 11 月 30 日止，經費為 270 萬元，共計為 808 萬 6 千 4 百元整。
至第一年 98 年十月底止，購書率已超過本計劃額度，為 131%。部分將於本年度前訂購核銷
完畢，尚有多餘未購置圖書可留待下年度繼續添購；第二年 99 年至七月底止，本年度書籍的
進館率為 93％，而購書率已超過本計劃額度，為 137%；第三年計畫則於 100 年十一月 30 日
將訂購核銷完畢，在購買進度與成果上進度良好。

貳、年度工作報告
一、經費
97 年度
年度

項目

經費

總經費 8,086,400 元
97 年度

可用額度

2,686,400 元

98 年 5 月提交書單

184,257 元

98 年 6 月提交總書單

697,304 元

98 年 9 月提交總書單

340,273 元

98 年 10 月回報預估總訂購
金額

352 萬 1523 元
（約 131%）

98 年度
年度

項目

經費

總經費 8,086,400 元
98 年度

可用額度

2,700,000 元

第一年度超出的經費

835,123 元

98 年 12 月提交書單

232,084 元

99 年 4 月提交總書單

72,793 元

99 年 5 月提交總書單

564,488 元

99 年 6 月提交總書單

860,001 元

99 年 8 月回報預估總訂購
金額

369 萬 250 元
（約 137%）

99 年度
年度

項目

經費

總經費 8,086,4、00 元
99 年度

可用額度

2,700,000 元

第二年度超出的經費

990,250 元

100 年 1 月提交書單

392,733 元

100 年 6 月提交總書單

1,154,022 元

100 年 10 月提交總書單

232,711 元

99 年 11 月回報預估總訂購

2,700,000 元

金額

（約 100%）

本計畫第一年度經費運用情形：第一年度超出經費83萬5千123元，98年5、6、9、10 月

由本所提出共178 萬6千513元書單，經過圖書館和書商訂購、部分書籍仍由書商尋書，回報
的預估總訂購金額為352萬1523元，98年10月回報書單購買率為131%，超出今年計劃的83萬
5123元，將以第二年經費支付。第二年度經費運用情形：第一年度超出經費83萬5千123元，
98年12月，和99年4、5、6月由本所提出共172萬9千366元書單，經過圖書館和書商訂購、部
分書籍仍由書商尋書，回報的預估總訂購金額為369萬250元，99年7月回報書單購買率為
137%，超出今年計劃的99萬250元，將以第三年經費支付。第三年度經費運用情形：包括第
二年超出99萬250元，及2011年1、6和10月提出共177萬9466元書單，並於2011年11月底全數
核銷完畢。

二、購書進度與到書狀況
97 年度
圖書館回傳購買書單
第一年購買額度

額度 NT$
2,686,400 元

98 年 6 月

6%

98 年 7 月

41%

98 年 8 月

41%

98 年 9 月

41%

98 年 10 月

80%

98/10/31 訂購總計
98/10/31 購書率

352 萬 1523 元
約 131%

說明：
超出今年計劃的 835,123 元，將以第二年經費支付。
98 年度
圖書館回傳購買書單
第二年購買額度
99 年 1 月

額度 NT$
2,70,000 元
20%

99 年 2 月

21%

99 年 3 月

23%

99 年 4 月

23%

99 年 5 月

26%

99 年 6 月

47%

99 年 7 月

92%

99/07/31 訂購總計
99/07/31 購書率

369 萬 250 元
約 137%

說明：
超出今年計劃的 990,250 元，將以第三年經費支付。
99 年度
圖書館回傳購買書單
第三年購買額度

額度 NT$
2,70,000 元

100 年 1 月

45%

100 年 4 月

50%

100 年 5 月

77%

100 年 7 月

91%

100 年 11 月

100%

100/11/31 訂購總計
100/11/31 購書率

270 萬元
100%

說明：計畫結案。

本計畫97年度經費額度為2,686,400 萬元，分別在五、六、九、十月提交共369萬250 元書
單至圖書館進行薦購程序，於今年七月獲圖書館回覆購買進度為131％，其31％將以第二年經

費支付。以到書狀況來看，書籍的進館比率為80％，計畫執行進度良好，其餘書籍均在陸續
到館與訂購中。98年度經費額度為270萬元，分別在十二、四、五、六月提交共369萬250 元
書單至圖書館進行薦購程序，於今年七月獲圖書館回覆購買進度為137％，其37％將以第三年
經費支付。以到書狀況來看，書籍的進館比率為92％，計畫執行進度良好，其餘書籍均在陸
續到館與訂購中。99年度經費額度為270萬元，除第二年超出990,250元經費外外，另在一、
六、十及十一月提交共270萬元書單至圖書館進行建構程序，並於2011年十一月底獲圖書館回
覆購買進度為100%。

三、年度購書數量
97 年度
月份

訂購明細
種

請購中

已核銷

訂購中金額

預估訂購總金額

冊

98 年 5 月 115

120

$184,257

$0

$1,447,878

98 年 6 月 488

500

$697,304

$184,257

$750,574

$1,632,135

98 年 7 月 619

635

$0

$1,093,436

$538,699

$1,632,135

98 年 8 月 619

635

$0

$1,093,436

$2,428,087

$3,521,523

98 年 9 月 849

870

$340,273

$1,093,436

$2,087,814

$3,521,523

$564,679

$2,121,721

$835,123

請購中

已核銷

訂購中金額

$0

$281,710

$835,123

$0

$275,592

$835,123

$1,864,877

$0

$720,064

$1,339,186

$1,360,814

$72,793

$2,998,335

$3,690,250

-$990,250

$564,488

$2,433,84

$3,690,250

-$990,250

98 年 10

1,638

1,689

月

$1,632,135

$3,521,523

98 年度
月份

訂購明細
種

預估訂購總金額

冊

99 年 1 月 271

277

99 年 2 月 292

303

99 年 3 月 327

339

99 年 4 月 378

391

99 年 5 月 675

719

$1,864,877

99 年 6 月 1,123

179

99 年 7 月 1,289

363

$860,001

$1,573,846

$3,690,250

-$990,250

$0

$1,211,127

$3,690,250

-$990,250

請購中

已核銷

訂購中金額

$0

$2479123

$1211127

99 年度
月份

訂購明細
種

預估訂購總金額

冊

99 年 12
月

1373

1453

100 年 1

170

172

$392,733

$0

$818,394

$1,211,127

170

172

$0

$392,733

$956,465

$1,349,198

182

184

$0

$448,475

$1,638,909

$2,087,384

100 年 6
月

988

1,019

$1,154,022

$448,475

$484,887

100 年 7

988

1,019

$0

$1,602,497

$861,257

$2,463,754

100 年 8
月

1,234

1,275

$0

$1,953,383

$847,281

$2,800,664

100 年 9
月

1,435

1,487

$2,251,869

$548,795

100 年 10 1,570
月

1,623

$232,711

$2,251,869

$316,084

$2,800,664

100 年 11 1676
月

1739

$0

$2,700,000

$0

$2,700,000

$3,69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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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書搜尋與執行的發展面及困難面

$2,800,664

1)發展面
發展面
本計劃執行者嚴震生教授基於本圖書計劃的啟發，於2009年十月邀請政治大學美國研究
相關教授開會商討美國研究學程的設置，與會成員有英語系教授馬誼蓮老師（開設「進階英
語口語訓練：美國文化」）、法律系教授廖元豪老師（開設「美國憲法」）、歷史系教授Joe
Eaton（「美國運動史」）、國關中心劉復國教授（開設「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研究」），法律
系教授劉宏恩老師（開設「美國法律與社會」）和胡錦媛教授（「美國文學1865 以後」）因
故無法參加。盼將政治大學的美國相關課程與本計劃圖書結合，並使本計劃圖書發揮其最大
效益，「美國學程」計畫如下：
A)美國研究學程
美國研究學程-本學分學程設置緣由
美國研究學程 本學分學程設置緣由
政治大學和美國研究其實早有淵源：學校為美國文化中心贈書的對象，又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過去出版《美國月刊》，對美國研究素有心得，而在清華及政治大學擔任「美國政治」、
「美國外交」、「美國憲法專題」課題的嚴震生老師和美國文化中心更有極為良好的互動，
九十七學年度，國科會通過了由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第一研究所所長，嚴震生老師所
負責「美國研究」之圖書計畫。這批數量龐大的藏書，勢必將重新啟發國內對美國研究的重
視，更能讓國內擔任美國史教學研究的學者專家，有最新的圖書資料可以使用，又另一方面，
更能開拓學生對美國研究的視野。因此，「美國學程」的設立，是對此發展極為恰當的回應
方式。
B)本學分學程課程規劃內容及特色
本學分學程課程規劃內容及特色
「美國研究」學程將橫跨美國外交、美國文學、美國法律、美國歷史、美國社會、美國
電影…等相關主題，並輔以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第一研究所所長，嚴震生老師所申請
通過之國科會「美國研究」圖書計畫。
C)本學分學程發展方向及重點
本學分學程發展方向及重點
透過「美國研究」學程的設立，及美國為主題的圖書資料建構，除了開拓學生的視野，
相信將幫助且深化國內美國史的的教學研究。
D) 「美國研究學程」
美國研究學程」籌備會議紀錄：
籌備會議紀錄：
召集人: 國關中心嚴震生教授
與會老師: 國關中心劉復國教授、法律系廖元豪教授、歷史系周一騰教授（Joe
Eaton）、英語系馬誼蓮教授（Ruth Martin）
會議記錄: 吳象元
時間: 10.14.2009
美國學程設立源由討論
嚴：台灣有許多赴美深造的人才，卻鮮少有「美國研究」、「美國domestic issue」”、
“American Exceptionalism”這類的議題（淡江的美國研究中心比較是聚焦在國家安全的議題
上）。南韓、北京、清華、上海復旦在這部分則已有成果。而我們今天主要是將不同領域，
卻又和美國課程相關的同事們，一起討論美國學程的設立，並向學校提出申請。

周:：根據今年前往北京的經驗，北京教育大學的美國研究中心令人驚艷，越南也有了不小的
成果。
課程討論
嚴：期待有美國社會、美國電影、美國媒體的課程。
劉：是否有要專注在某部分的議題?
廖：開設的法律課程，可過渡致至美國社會議題。
馬：如果課程能有視訊連結美國與台灣，會讓學生有更多參與感。
周：不同系所合開課程會增添課程豐富性。
馬：英語系和哲學系的教師就曾有過合開課程的經驗。
劉：我們是否有要將學生塑造為什麼模樣？是要以既定課程放入學程？抑或要新增課程？
廖：因為是大學部課程，如果希望同學積極參與，中文仍是首選。
關於程天放《
關於程天放《美國論》
美國論》1的再版計畫
-意義如同中國人版本的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
-期待任何對《美國論》條目所列之議題有興趣者，提出回應，之後將收錄在十
年後再版版本中。
展望
-美國研究中心的成立
-推薦書目給本計劃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使政大美國研究專書更趨完整
美國學程計畫尚未確認，但透過本次會議的討論，已將本圖書計畫宣傳給政治大學美國研究
相關教師，我們也與老師們建立了圖書聯絡網，盼其提供美國研究相關專書，使本計劃更趨
完善。

2)困難面
困難面
本計劃最主要是以補充國內關於美國歷史研究藏書的不足，在搜尋書籍上，主要是以關
鍵字句：美國歷史（American History）、美國總統（American precidency）、美國高等法院
（Us supreme court）
、美國議會（Us congress）
、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
、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傳記類查詢國外大學（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 http://lib.harvard.edu/）或知名
國家圖書館（蘇格蘭國家圖書館 http://discover.nls.uk/）的藏書為主，而查詢議題包括：美國
原住民問題、黑奴問題、聯邦主義落實、移民社會形成、兩黨政治發展、邊疆開發、農業及
工業革命等重要議題討論，幾名重要的作者則有 David M. Wrobel、Jack P. Greene、Godfrey
Hodgson、Deborah L.Madsen、D.K. Adams、Seymour Martin Lipset、Peter H. Schuck 等。然圖
書在搜尋與購買程序上仍有部分困難之處，第一為受限於複本率的政策：許多和本主題相關
的經典專書，在購買上很容易與他校重複而造成複本率的提高，因此只要在購買程序上稍落
後於他校，就得有所取捨；複本率的限制，實然讓許多必要性的書籍無法購入，只能藉由下
一年的計畫再行購入，但也因此失去了書本在使用上的及時性。第二為許多較為專門、或冷
門的研究書籍，由於受限於研究社群的內向交流，造成書商在提供書目參考上會稍嫌不足，
大多時候必須透過相關科目的研究者或老師來提供書目以進行採購（有向政大與本計劃相關

研究的教授提供書單以供參考）；此問題為反映出書商和專業研究領域之間的聯繫度和涉略
程度。但總的而言，本計畫共三年年度執行成效並無太大問題，而對於美國歷史及相關研究
的補充、對政治大學圖書館美國研究的館藏量，實能有所貢獻。

五、購書成果
本計劃三年共購 4382 本，時期橫跨殖民時期的獨立革命思潮 ( - 1775)、美國獨立的革命
戰爭 (1775-1781)、新國家、新憲法、新政府 (1781-1789)、十八世紀末期的美國 (1789-1800)、
傑佛遜民主時代 (1800-1828)、傑克遜民主時代 (1828-1840)、內戰前的美國 (1840-1860)及當
代(1860-至今)；書籍主題則包括：美國革命戰爭、美國兩黨政治及司法審查、美國憲法美國
例外主義、美國總統、美國高等法院、美國議會、美國公民自由、美國人物傳記、美國社會、
美國文學、美國政治、美國外交、美國文化、美國哲學思想、美國運動具體的議題，則廣納
美國建國初期歷史上的其他議題，例如原住民、黑奴、聯邦主義落實、移民社會形成、兩黨
政治發展、邊疆開發、農業及工業革命等相關領域。
關於美國革命的代表著作，有 Jack N. Rakove 所編 The annotated U.S. Constitution and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Gary B. Nash 的 The forgotten fifth : 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David Armitage 的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 a global history、Laura F.
Edwards 的 The people and their pe ace : legal cul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equality in the
post-revolutionary south、Douglas Bradburn 的 The citizenship revolution : politic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union, 1774-1804、Troy Bickham 的 Making headlines :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s seen through the British press、Terry Bouton 的 Taming democracy : the people , the founders,
and the troubled ending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hristian G. Fritz 的 American sovereigns : the
people and America's Constitutional tradition before the Civil War、Sheldon D. Pollack 的 War,
revenue, and state building : fin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state。關於美國內戰主
題，代表有 Mark E. Neely, Jr 的 The Civil War and the limits of destruction 、Adam Arenson 的
The great heart of the republic : St. Louis and the cultural Civil War 、Stephen C. Neff 的 Justice in
blue and gray : a leg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Paul D. Escott 的 What shall we do with the
Negro? : Lincoln, white racism, and Civil War America、Margaret Humphreys 的 Intensely human :
the health of the Black soldier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Richard M. Reid 的 Freedom for
themselves : North Carolina's Black soldiers in the Civil War era、Heather Cox Richardson 的 West
from Appomattox :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 after the Civil War 等。
美國與對外關係的著作，重要則有 Michael R. Auslin 的 Pacific cosmopolitans : a cultural
history of U.S.-Japan relations、Frank Ninkovich 的 Global dawn :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1865-1890、Melvyn P. Leffler 和 Jeffrey W. Legro 所編 In uncertain
times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Berlin Wall and 9/11；關於美國例外主義，代表著作有
Kim Vos 的 The making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 the Knights of Labor and class form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omas R. Hietala 的 Manifest design :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empire、Michael Ignatieff 編著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human rights、Elisabeth Glaser 和
Hermann Wellenreuther 編著 Bridging the Atlantic : the question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perspective、Godfrey Hodgson 的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Peter H. Schuck 和 James
Q. Wilson 編著的 Understanding America : the anatomy of an exceptional nation。
政治與社會方面，有 Joel H. Silbey 編著 The American party battle : election campaign
pamphlets, 1828-1876、Elizabeth N. Saunders 的 Leaders at war : how presidents shape military
interventions 、Paul C. Rosier 的 Serving their country : American Indian politics and patriot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Stephen Mihm 的 A nation of counterfeiters : capitalists, con me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Johann N. Neem 的 Creating a nation of joiners :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in early national Massachusetts、Ann Norton Greene 的 Horses at work : harnessing power
in industrial America、Stephen Mihm 的 A nation of counterfeiters : capitalists, con me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Thomas G. Andrews 的 Killing for coal : America's deadliest labor
war、John Gilbert McCurdy 的 Citizen bachelors : manhood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關於美國的種族議題，則有 Adriane Lentz-Smith 的 Freedom struggles : African Americans
and World War I、Matthew Pratt Guterl 的 American Mediterranean : Southern slaveholders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Stephen Tuck 的 We ain't what we ought to be : the Black freedom struggle,
from emancipation to Obama、Michael Tesler 和 David O. Sears 合著的 Obama's race : the 2008
election and the dream of a post-racial America、 Richard Alba 的 Blurring the color line : the new
chance for a more integrated America、Steven Hahn 的 The political worlds of slavery and
freedom、Christian G. Samito 的 Becoming American under fire : Irish Americans,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during the Civil War era。關於美國運動，有 Warren
Goldstein 的 Playing for keeps : a history of early baseball 、Benjamin G. Rader 的 American
sports : from the age of folk games to the age of televised sports。
總的而言，本計畫實能完成計畫初衷，確實彌補了台灣在美國史館藏之不足。身為國內
最佳頂尖大學的政治大學，過去擁有國內最佳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傳統與成果，而本計劃
的執行更使政大的人文研究在國際化面向更上層樓，進一步提高台灣的美國研究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