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發展學術特色研究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

告書-6 

填表日期： 98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名稱 明清研究 

活動類別 

□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學術研討會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  □讀書會       

□鼓勵計畫團隊成員（含研究生）申請各式研究計畫             

■ 開設明清領域課程   

填表人姓名 楊玉成 服務單位 中國語文學系 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博士生□碩士生  

電      話 

(049)291

0960 

#2868 

e-mail yang@ncnu.edu.tw 

活動日期 自 98年 1月 1日至 98年 12月 31日 活動地點  

活動名稱 
（中文）明清領域課程 

（英文） 

成 果 摘 要 

 

本計畫團隊 98 年度規畫之明清領域課程，主要有二：一為延續教育部顧問室「人

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主題計畫「近世商人城市與流行文化」第二年之執行，一為大學

部、研究所常態性明清領域課程。前者為具前瞻性之跨系所之嘗試，極具開創性與實驗

性，茲先綜述兩年期課程規畫，以呈現全貌；其次，再表列常態性明清領域課程，至於

評鑑指標則以第二項常態性明清領域課程為準。 

● 「近世商人城市與流行文化」主題計畫開設課程（96-97學年度，碩、博士班） 

本學程由本校中文、歷史、外文三系，加上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東吳大學歷史系

多位老師開授之課程組合而成，專供本校有志專攻近世特別針對明清時期社會文化範

疇的研究所學生修讀。總計 96、97兩學年共開設 13門課程，供博、碩士班同學選修。

本學程提供一個有系統而又不失靈活，且具針對性之組合課程，以便修讀同學能儘早

就個人興趣在相關研究領域中，尋找到個人的關注焦點。本課程之特色是由跨系、跨



校（研究院）之師資開授之課程構成，一方面將課程集中近世範圍內，以便修讀學生

能更有效率進入研究階段；另一方面用跨學科修課方式，拓展研究生的學術視野，以

便在學術上的專精與博通上，保持良好的平衡與健康的發展。 

 

開課時

間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任課學校及職稱 

96 上 評點與印刷文化 楊玉成 暨大中文系副教授 

96 上 中國近現代通俗小說 陳俊啟 暨大中文系副教授 

96 下 明代江南士大夫的鄉居與城居 濱島敦俊 暨大歷史系教授 

96 下 城市史文獻選讀 徐泓 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 

96 下 近代西方城市專題 王芝芝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96 下 明清城市生活與文人文化 王鴻泰 暨大歷史系教授 

97 上 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 洪敏秀 暨大外文系副教授 

97 上 明清物質、消費與生活史專題 巫仁恕 
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暨大

歷史系兼任副教授 

97 上 明清社會史專題 邱仲麟 
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暨大

歷史系兼任副教授 

97 上 中國民間信仰 廖咸惠 暨大歷史系助理教授 

97 上 明清經濟的法律與文化分析 邱澎生 
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暨大

歷史系兼任副教授 

97 下 明清文學與城市論述專題 王學玲 暨大中文系副教授 

97 下 明清文學與讀者研究 楊玉成 暨大中文系副教授 

 

● 本計畫期間中文系與歷史系開設明清相關課程（97 下、98 上，含大學部

及研究所，共計 29門課程） 

 

開課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任課學校及職稱 開課部別 

97 下 
明清文學與城巿論述

專題 
王學玲 

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兼

系主任 

碩、博士班 

97 下 宋明理學 鄧克銘 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學士班二年

級以上 

97 下 宋明學術專題 鄧克銘 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碩、博士班 

97 下 明清文學與讀者研究 楊玉成 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碩、博士班 

97 下 近三百年學術史 蕭敏如 暨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學士班 

97 下 文史通義選讀 蕭敏如 暨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學士班 

97 下 清代滿文史料選讀 林士鉉 暨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學、碩士班 

97 下 明清社會經濟史 鄭振滿 暨南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 學士班三年

http://www.cll.ncnu.edu.tw/Site/course2.html
http://www.cll.ncnu.edu.tw/Site/course1.html
http://www.cll.ncnu.edu.tw/Site/course3.html
http://www.cll.ncnu.edu.tw/Site/course3.html
http://www.cll.ncnu.edu.tw/Site/course4.html
http://www.cll.ncnu.edu.tw/Site/course5.html
http://www.cll.ncnu.edu.tw/Site/course7.html
http://www.cll.ncnu.edu.tw/Site/course8.html
http://www.cll.ncnu.edu.tw/Site/course9.html
http://www.cll.ncnu.edu.tw/Site/course10.html
http://www.cll.ncnu.edu.tw/Site/course13.html
http://www.cll.ncnu.edu.tw/Site/course11.html
http://www.cll.ncnu.edu.tw/Site/course12.html


級以上 

97 下 早期台灣史專題 林偉盛 暨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學、碩士班 

97 下 
檔案與清代民族史專

題 
林士鉉 暨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學、碩士班 

97 下 中國近代城市史 徐泓 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 學、碩士班 

97 下 
近世江南地方社會與

民間信仰 
濱島敦俊 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碩、博士班 

97 下 
明清城市空間與消費

文化專題 
巫仁恕 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碩、博士班 

97 下 華南地域社會研究 鄭振滿 暨南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 碩、博士班 

97 下 
調解和審判－華北、江

南比較分析 
濱島敦俊 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碩、博士班 

97 下 民間文獻導讀 鄭振滿 暨南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 碩、博士班 

98 上 易代文學與文化專題 王學玲 
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兼

系主任 

碩、博士班 

98 上 小品文專題 周昌龍 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碩、博士班 

98 上 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向 高大威 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碩、博士班 

98 上 評點與印刷文化 楊玉成 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碩、博士班 

98 上 明清小說(上) 劉恆興 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學士班 

98 上 五四女性文學導讀 劉恆興 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學士班 

98 上 話本小說專題 劉恆興 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碩士班 

98 上 
明清士人教育與學術

文化 
蕭敏如 暨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學士班 

98 上 
中國與周邊民族關係

史 
林士鉉 暨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學士班 

98 上 清史滿文史料學（一） 林士鉉 暨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碩士班 

98 上 
開港以後的台灣發展

(1860-1895) 
林偉盛 暨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碩、博士班 

98 上 
自律解決和審判-華北

江南比較考察 
濱島敦俊 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碩、博士班 

98 上 明清財政史專題 徐泓 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 博士班 
 

備註： 

1.檢附資料請以電子檔為優先。 

2.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另應檢附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3.如有活動照片，可檢附。 

 

填表人 總計畫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