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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系博士班，107 學年度，285 頁。
5. 阮進立，〈越南明鄉華人書寫意識轉變之研究──以鄚天賜、吳仁靜、鄭
懷德為對象之考察〉，臺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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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107 學年度，196 頁。
28. 蕭家怡，〈元末進士之遺民生涯及創作考論〉，宜蘭：佛光大學中國文學
與應用學系，107 學年度，204 頁。
29. 譚立忠，〈王廷相氣論與經世實學〉，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
學系，107 學年度，254 頁。
30. 饒芷瑄，〈國變•身分與文化認同──曹溶及其作品研究〉，臺北：國立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07 學年度，3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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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07 學年度，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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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107 學年度，1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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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江昱緯，〈救嬰與濟貧：乳婦與明清時代的育嬰堂〉，臺北：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歷史學系，107 學年度，1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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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國文學系所，107 學年度，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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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107 學年度，153 頁。
9. 李文天，〈從圖像學探究明代茶文化之發展──以惠山茶會圖為例〉，苗
栗：育達科技大學茶陶創意研究所，107 學年度，60 頁。
10. 李博閔，〈從東南忠烈到北方遺民：陳去病「明清易代之際」的建構與
想像〉，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107 學年度，120 頁。
11. 周皓旻，〈晚明善書及其教化作用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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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臺北市立大學中國文學系，107 學年度，358 頁。
15. 施怡安，〈越南明鄉人的認同──以胡志明市明鄉嘉盛堂為例〉，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107 學年度，1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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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07 學年度，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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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2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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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107 學年度，1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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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107 學年度，1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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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107 學年度，155 頁。
24. 許詩敏，〈繪刻兼善：劉素明與明末版畫的製作〉，臺北：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藝術史研究所，107 學年度，235 頁。
25. 郭秋蕙，〈徐渭詩歌作品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107 學年度，181 頁。
26. 陳良海，〈楊慎《詩經》學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
究所，107 學年度，127 頁。
27. 陳彥綾，〈蕅益智旭與日常老和尚詮釋《論語》之研究〉，嘉義：國立嘉
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107 學年度，444 頁。
28. 陳秋華，〈「天啟忠烈」家眷之困境與應對〉，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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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班，107 學年度，1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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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107 學年度，244 頁。
41. 葉天韻，〈約翰•尼霍夫《荷使初訪中國記》城鎮與建築圖像之研究〉，
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107 學年度，165 頁。
42. 詹玉菁，〈明代俗曲之愛情觀研究〉，臺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107
學年度，196 頁。
43. 詹捷茵，〈「三言」邊緣人物身體敘事的人欲觀照〉，臺北：國立臺灣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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