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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木康，〈從俗文學看明清的城市與鄉村、中央與地方=俗文学における都
市と農村、中央と地方〉，《成大歷史學報》，36(臺南，2009.06)，頁 1-15。

2.

于志嘉，〈犬牙相制──以明清時代的潼關衛為例〉，《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80：1(臺北，2009.03)，頁 77-135。

3.

王和群，〈王陽明與蕅益智旭《大學》功夫論之研究〉，《法鼓佛學學報》，
4(臺北，2009.06)，頁 147-187。

4.

王和群，
〈蕅益智旭的罪感心理之探析〉
，
《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
，12(臺南，
2009.06)，頁 67-80。

5.

王惠盈，〈葉朗對明清小說美學理論的詮介〉，《國文天地》，25：1(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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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2009.06)，頁 23-28。
6.

王慧燕，〈陳確性善思想初探〉，《中國文學研究》，28(臺北，2009.06)，頁
137-141、143-174。

7.

王鴻泰，
〈明清的資訊傳播、社會想像與公眾社會〉
，
《明代研究》
，12(臺北，
2009.06)，頁 41-92。

8.

王櫻芬，〈踏在西天之路──《西遊記》女妖研究〉，《高雄師大學報人
文與藝術類》，26(高雄，2009.06)，頁 81-98。

9.

王璦玲，〈《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導言一：重寫文學史──「經典
性」重構與明清文學之新詮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9：2(臺北，
2009.06)，頁 1-16。

10.

王雯怡，〈明代散曲祝壽曲詞的承傳及特色〉，《雲漢學刊》，19(臺南，
2009.07)，頁 117-134。

11.

尹貞粉，〈韓國明史研究的現況〉，《明代研究》，12(臺北，2009.06)，頁
171-198。

12.

仝婉澄，〈一部《西廂記》版本目錄文獻的集大成之作──評陳旭耀博士
的《現存明刊〈西廂記〉綜錄》〉，《國文天地》，24：10(臺北，2009.03)，
頁 92-95。

13.

朱湘玉，〈胡廬山對羅整菴的批判及其意義〉，《當代儒學研究》，5(桃
園，2009.01)，頁 1-35。

14.

沈以正，
〈由兩幅故宮畫作談明代的浙派〉
，
《藝文薈粹》
，5(臺北，2009.01)，
頁 7-11。

15.

沈俊平，〈明中晚期坊刻制舉用書的出版及朝野人士的反應〉，《漢學研
究》，27：1(臺北，2009.03)，頁 141-176。

16.

何淑蘋，〈《屈大均詩詞編年箋校》補正〉，《東方人文學誌》，8：3(臺
北，2009.09)，頁 211-225。

17.

吳振漢，〈明儒高攀龍的思想與殉節〉，《國立中央大學人文學報》，37(桃
園，2009.01)，頁 29-67。

18.

吳

震，〈「事天」與「尊天」──明末清初地方儒者的宗教關懷〉，《清華

學報》，39：1(新竹，2009.03)，頁 125-163。
19.

吳翊良，〈地景書寫與文本詮釋──以錢謙益〈黃山組詩〉二十四首為析論
對象〉，《雲漢學刊》，19(臺南，2009.07)，頁 49-71。

20.

李南賢，〈薛侃先賢的豐功偉業──王陽明學派在嶺南擴張的功臣〉，《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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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文獻季刊》，37：1(臺北，2009.01)，頁 41-49。
21.

李百容，〈從「群體意識」與「個體意識」論文學史「詩言志」與「詩緣
情」之對舉關係──以明代格調、性靈詩學分流起點為論證核心〉，《新
竹教育大學人文社會學報》，2：1(新竹，2009.03)，頁 3-29。

22.

李彥儀，〈牟宗三對王陽明「致良知」的理解與詮釋──以〈致知疑難〉為
核心的討論〉，《臺北大學中文學報》，6(臺北，2009.03)，頁 171-195。

23.

李雪梅，〈明末清初工商禁碑與地方法律秩序──以江南地區「禁當行碑」
為中心〉，《法制史研究》，15(臺北，2009.06)，頁 245-276。

24.

杜祐寧，〈評川越泰博《明代建文朝史の研究》〉，《明代研究》，12(臺北，
2009.06)，頁 199-214。

25.

谷井俊仁著，沈玉慧譯，〈明清兩朝財政法規之特徵：以民欠和虧空為中
心〉，《明代研究》，12(臺北，2009.06)，頁 1-39。

26.

林莉珊，
〈從短篇公案小說「悔婚」類型見明代戶律法與社會現象〉
，
《問學
集》，16(臺北，2009.02)，頁 104-117。

27.

〈從晚明性靈文學思潮看「三言」中對歷史文人的描寫〉
，
《清雲學
林漢彬，
報》，29：2(桃園，2009.04)，頁 209-227。

28.

金美愛，〈《庚午皇華集〉考述〉，《逢甲中文學刊》，2(臺中，2009.01)，頁
1-17。

29.

施盈佑，〈王船山《詩廣傳》義理研究──以「由用證體」之「情」論「人
道」的豁顯〉，《興大人文學報》，42(臺中，2009.03)，頁 1-30。

30.

胡衍南，〈《蜃樓志》：明清長篇世情小說創作的萎縮〉，《中國學術年
刊》，31[春](臺北，2009.03)，頁 171-192。

31.

胡學正，〈萬載明代貴州左布政使易節及其身後事〉，《江西文獻》，215(臺
北，2009.05)，頁 32-33。

32.

胡曉真，〈《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導言二：在《金瓶梅》與《紅樓
夢》的魅影下──敘事藝術與作者關懷的轉化〉，《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19：2(臺北，2009.06)，頁 17-23。

33.

洪詠秋，〈談元明雜劇水滸戲中宋江形象之演變〉，《中國文學研究》，
27(臺北，2009.01)，頁 37-75。

34.

唐經欽，〈林兆恩新體觀探討〉，《鵝湖學誌》，42(臺北，2009.06)，頁
95-138。

35.

袁光儀，〈名教與真機──耿定向、李卓吾學術論爭之本質及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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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年刊》，31[春](臺北，2009.03)，頁 89-114。
36.

徐

泓，
〈民國六十年間的明史研究：以政治、社會、經濟史研究為主〉
，
《明

代研究》，12(臺北，2009.06)，頁 129-170。
37.

徐

泓，
〈何炳棣在明清科舉與社會流動研究史上的地位：何炳棣著《明清

社會史論》譯者序〉，《東吳歷史學報》，21(臺北，2009.06)，頁 191-207。
38.

徐

泓譯，
〈何炳棣《明清社會史論》譯註：
〈第一章 社會意識形態與社會

階層〉〉，《東吳歷史學報》，21(臺北，2009.06)，頁 209-273。
39.

涂豐恩，
〈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
，
《新史學》
，20：1(臺北，2009.03)，頁
181-215。

40.

凃柏辰，〈評 Jamie Greenbaum, Chen Jiru (1558-1639): The Background to,
Development and Subsequent Uses of Literary Personae〉
，
《明代研究》
，12(臺
北，2009.06)，頁 215-222。

41.

陳秋良，〈迂、酸、鄙、偽──明清詼諧寓言中的讀書人形象析論〉，《臺
北教育大學語文集刊》，15(臺北，2009.01)，頁 67-100。

42.

陳純禛，
〈論《剪燈新話句解》
「易解」
「展才」效果之實現與失衡〉
，
《北臺
灣學報》，32(臺北，2009.03)，頁 187-202。

43.

陳祺助，〈船山「道」、「善」、「性」之概念關係的詮釋問題──對唐
君毅先生之詮釋的述評〉，《鵝湖》，34：9(臺北，2009.03)，頁 7-20。

44.

陳祺助，
〈王船山氣論系統中「性體」觀念的涵義及其理論價值〉
，
《淡江中
文學報》，20(臺北，2009.06)，頁 93-128。

45.

陳怡蓉，〈李東陽《麓唐詩話》的宋詩觀〉，《輔大中研所學刊》，21(臺
北，2009.04)，頁 105-127。

46.

陳明麗，〈明清外銷瓷對歐洲瓷藝發展之影響〉，《典藏古美術》，199(臺
北，2009.04)，頁 70-73。

47.

陳

致，〈《屈大均詩學研究》序〉，《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9：2(臺

北，2009.06)，頁 25-33。
48.

陳海茵，〈從「禁忌」主題看《庚己編》中人與異類的姻緣關係〉，《中
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集刊》，11(嘉義，2009.06)，頁 23-41。

49.

陳階晉，〈明代項元汴祖孫三代書畫作品選介〉，《故宮文物月刊》，317(臺
北，2009.08)，頁 98-108。

50.

莊蕙綺，〈晚明文人的悲歌[袁宏道、葉紹袁、張岱]〉，《國文天地》，29：
9(臺北，2009.02)，頁 54-59。

．358．張雅雯、江豐兆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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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華克，〈努爾哈齊「七大恨」探討〉，《中國邊政》，177(臺北，2009.03)，
頁 59-76。

52.

張

錯，〈半生落魄已成翁──徐渭的〈水墨葡萄〉及其他〉，《故宮文物月

刊》，312(臺北，2009.03)，頁 16-25。
53.

張雅函，〈何良俊《曲論》中本色論的主要核心〉，《文學前瞻》，9(嘉
義，2009.07)，頁 37-48。

54.

許媛婷，
〈道教國度的仙履奇緣──明代女仙傳《新鐫仙媛紀事》探析〉
，
《故
宮文物月刊》，313(臺北，2009.04)，頁 92-101。

55.

許郭璜，〈水墨微蹤認始眞──沈周〈祟山修竹〉之畫風檢討〉，《故宮文物
月刊》，313(臺北，2009.04)，頁 102-115。

56.

許郭璜，
〈竹居別業──探討沈周〈崇山修竹〉畫中主題〉
，
《故宮文物月刊》
，
314(臺北，2009.05)，頁 70-77。

57.

許郭璜，〈品題流落兩傷神──關於沈周〈崇山修竹〉的題跋與流傳〉，《故
宮文物月刊》，315(臺北，2009.06)，頁 104-111。

58.

許瑞娟，〈王夫之人性論及其意義初探〉，《中國文學研究》，28(臺北，
2009.06)，頁 175-204。

59.

郭子琦，
〈明清時期靳輔與潘季馴治河方針之比較〉
，
《卦山史話》
，2(彰化，
2009.06)，頁 31-57。

60.

連啟元，〈明代司獄形象及其社會地位的探討〉，《法制史研究》，15(臺北，
2009.06)，頁 103-142。

61.

黃美玲，
〈杖底煙霞 v.s.帝國之眼《徐霞客遊記．滇遊日記》與《裨海紀遊》
之比較〉，《清雲學報》，29：1(桃園，2009.01)，頁 307-325。

62.

黃毓棟，〈統而不正──對魏禧〈正統論〉的一種新詮釋〉，《漢學研究》，
27：1(臺北，2009.03)，頁 235-261。

63.

黃子霏，〈董其昌〈論用筆〉研究──兼論米芾〈海嶽名言〉之影響〉，
《中華書道》，64(臺北，2009.05)，頁 50-66。

64.

黃明理，〈八股文的表格化整理──以歸有光的四書文為例〉，《政大中文學
報》，11(臺北，2009.06)，頁 91-125。

65.

黃莘瑜，
〈遂涉徘優體，將延歲月身：湯顯祖的創作巔峰及其經濟與性命之
學〉，《明代研究》，12(臺北，2009.06)，頁 93-127。

66.

黃絢親，〈《三言》中宣傳佛教教義的故事〉，《東方人文學誌》，8：3(臺
北，2009.09)，頁 155-172。

2009年臺灣地區明代研究論文

67.

．359．

彭喻歆，〈明仇英畫《帝王道統萬年圖》研究〉，《藝術論壇》，6(臺北，
2009.07)，頁 110-148。

68.

楊彥妮，〈桑悅生平及其詩學思想考論〉，《東華人文學報》，14(花蓮，
2009.01)，頁 75-114。

69.

楊婉瑜，〈晚明《唐詩畫譜》的女性圖像〉，《議藝份子》，12(桃園，2009.03)，
頁 19-39。

70.

廖寶秀，〈明代茶空間與茶器陳設──以丁雲鵬茶畫為例〉，《故宮文物月
刊》，317(臺北，2009.08)，頁 82-96。

71.

鄧克銘，〈方以智的禪學思想〉，《漢學研究》，27：2(臺北，2009.06)，
頁 303-331。

72.

鄧聲國、江楊峰，〈試論「三言」「二拍」中的新型商人形象〉，《國文
天地》，24：10(臺北，2009.03)，頁 33-37。

73.

鄧慶平，〈衛所與州縣──明清時期蔚州基層行政體系的變遷〉，《中央研究
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0：2(臺北，2009.06)，頁 291-331。

74.

鄭于香，〈談明清學術思想的幾個問題──專訪伊利諾州立大學周啟榮教
授〉，《國文天地》，24：8(臺北，2009.01)，頁 96-100。

75.

鄭文惠，
〈公共園林與人文建構：明代中期虎丘地景的文化書寫〉
，
《政大中
文學報》，11(臺北，2009.06)，頁 127-161。

76.

劉原州，〈李漁《奈何天》傳奇析論(下)〉，《國文天地》，24：8(臺北，
2009.01)，頁 52-57。

77.

劉懿萱，〈評朱海濱《祭祀政策與民間信仰變遷──近世浙江民間信仰研
究》〉，《明代研究》，12(臺北，2009.06)，頁 223-232。

78.

潘星輝、馬雲駸，
〈錢謙益與「茶陵詩派」的構建〉
，
《東吳歷史學報》
，21(臺
北，2009.06)，頁 1-38。

79.

蔡玫芬，
〈碧綠──明代龍泉窯青瓷〉
，
《故宮文物月刊》
，311(臺北，2009.02)，
頁 6-19。

80.

盧雪燕，〈一帶山河萬里牆──國立故宮博物院藏明彩繪本《甘肅鎮戰守
圖略》〉，《故宮學術季刊》，26：3(臺北，2009.03)，頁 71-103。

81.

謝雅婷，〈《癡婆子傳》小說的假性書寫〉，2(臺中，2009.01)，頁 19-38。

82.

藍御菁，〈《明內府騶虞圖》之研究〉，《書畫藝術學刊》，6(臺北，2009.06)，
頁 441-464。

83.

鄺采芸，〈誰在說話，和誰對話？──試析《牡丹亭》中的話語策略〉，《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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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報》，28(臺北，2009.06)，頁 39-69。
84.

羅中琦，〈李漁《十種曲》慣用情節析論〉，《中國語文》，104：4(臺北，
2009.04)，頁 62-81。

85.

蘇菁媛，〈人格、政治與審美：劉淑《個山詞》析論〉，《新竹教育大學
人文社會學報》，2：1(新竹，2009.03)，頁 179-209。

86. 蘇菁媛，〈偏是相思相見難──楊宛《鍾山獻詞》析論〉，《屏東教育大學學
報(人文社會類)》，32(屏東，2009.03)，頁 29-54。

二、 2007 年至 2008 年(補第十一期未載)

1.

卜永堅，
〈評賴建誠《邊鎮糧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
1531-1602》〉，《明代研究》，11(臺北，2008.12)，頁 163-173。

2.

大木康，〈從出版文化的進路談明清敘事文學〉，《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17：3(臺北，2007.09)，頁 175-178。

3.

川原秀城，
〈梅文鼎與東亞〉
，
《宗教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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