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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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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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指導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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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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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學位論文 

（英文） 

成 果 摘 要 

98 年度中文系、歷史系指導研究生撰寫明清迄近代相關領域之學位論文，碩士

班研究生計 44 位，其中 11 位於 98 年度獲得學位；博士班研究生，計 5 位。論文題

目均屬於本計畫七項子計畫之議題（士人生活與文人文化、城市生活與物質文化、性

別研究、海洋文化、印刷與評點、近代報刊、現代性），如此多研究生投入明清相關

研究，固然與中文系、歷史系長年推動建立的傳統有關，更足以顯示本計畫具有及時

而重要的助益，學術效益極其顯著，為本校明清研究培植後起之秀，形塑特色鮮明的

學術方向。本計畫碩、博士生撰寫學位論文之情形，表列如下： 

 

●中文系與歷史系指導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論文情形 

級

數 
姓名 碩 論 題 目 指導教授 備 註 

91 呂聰福 清代臺灣的天然災害與救濟 林偉盛 明清研究領域 

92 蔡佩芬 晚清浮世繪：《游戲報》與上海文人的文化想像(98 楊玉成 明清研究領域 



年畢業) 

92 蔡淑華 
漫游海上櫥窗：晚清《世界繁華報》中的文化圖

景(98 年畢業) 
楊玉成 明清研究領域 

92 謝皖麒 
清代寧古塔的社會——以《柳編紀略》為主的考

察(98 年畢業) 
濱島敦俊 明清研究領域 

92 張家豪 明清民居建築與生活文化(98年畢業) 王鴻泰 明清研究領域 

93 鄭恩賜 唐宋派古文評點研究 楊玉成 明清研究領域 

93 許家莉 錢穆《論語新解》的詮釋進路 (98年畢業) 高大威 明清研究領域 

93 范碧惠 論李贄《幽閨記》評點之批評意識 劉恆興 明清研究領域 

93 洪佩君 
華燈初上：上海新舞臺(1908~1927)的表演與觀看

(98年畢業) 
楊玉成 明清研究領域 

93 李滿凌 馬華女作家研究 黃錦樹 近現代領域 

93 蕭秀雁 馬華旅台作家雙鄉的歷史書寫(98年畢業) 張錦忠 近現代領域 

93 廖卉婷 
汪端從名媛才女到宗教導師的生命轉向(98 年畢

業) 
王學玲 明清研究領域 

93 施澤雄 郁達夫遊記文學研究 周昌龍 近現代領域 

93 許益銘 明末山西邊餉危機與地方社會 巫仁恕 明清研究領域 

93 許文彥 
清代北臺民事糾紛中的調解者——以《淡新檔案》

為中心 
林偉盛 明清研究領域 

94 李依蓉 《故事新編》探究 劉恆興 近現代領域 

94 陳皇旭 近現代通俗敘事的現代性觀照 1884-1923 黃錦樹 近現代領域 

94 謝萬科 作為現代方案的民俗視域 1918-1948 黃錦樹 近現代領域 

94 賴思妤 明代女仙研究 李豐楙 明清研究領域 

94 李佩璇 五四時期的知識女性：論丁玲小說 劉恆興 近現代領域 

94 鄧傑銘 
家族與社會——以東勢校粟埔林家的發展為例

(98年畢業) 
林偉盛 海洋文化領域 

94 吳景傑 
明末華北婦女的法律地位——以《 辭》為主的

考察(98年畢業) 
濱島敦俊 明清研究領域 

94 魏君州 明末的皖北寇亂與地域社會(98 年畢業) 邱仲麟 明清研究領域 

94 莊博智 天庾重地：明清時期通州的漕倉管理與城市發展 
徐泓 

巫仁恕 
明清研究領域 

94 蔡良昇 明清時期怪物信仰 
王鴻泰 

廖咸惠 
明清研究領域 

95 溫珮琪 女性文藝與地方文學的建構─梁章鉅《閩川閨秀 王學玲 明清研究領域 

http://140.111.1.40/yitic/frc/frc07777.htm


詩話》研究 

95 蘇慧芳 清初北方遺民申涵光研究 王學玲 明清研究領域 

95 黃元嘉 大人之學─論泰州學派的內在分歧與轉向 周昌龍 明清研究領域 

95 余欣怡 晚清小說的文明論述 黃錦樹 明清研究領域 

95 黃愛嘉 前期《語絲》的時代視野與風格創新 周昌龍 近現代領域 

95 朱芯儀 《小說林》敘事模式及其文學理論研究 楊玉成 明清研究領域 

95 梁芷君 生死與佛儒─以李卓吾和紫柏達觀為研究中心 周昌龍 明清研究領域 

95 黃明君 五四文學中的禮教現象研究 周昌龍 近現代領域 

95 黃正忠 明清江南的水利建設：以浦東地區為主 濱島敦俊 明清研究領域 

95 林絲婷 明代官宦家庭中的子女教育 王鴻泰 明清研究領域 

96 邱惠真 
中國現代文學的空間、感覺、經驗－以海派作家

作品為討論對象 
未定 近現代領域 

96 許若菱 晚明徐渭詩研究 楊玉成 明清研究領域 

96 徐綉惠 發達資本主義時期的大陸文學 黃錦樹 近現代領域 

96 黃湘云 明代李維楨研究 
蔡英俊 

王鴻泰 
明清研究領域 

96 黃珮瑩 清代東北區域發展──以大豆為例 林士鉉 明清研究領域 

96 張月姝 
紙上談兵──名中晚期士人談冰及邊防書籍的刊

刻 
王鴻泰 

明清研究領域 

97 陳怡文 中國音樂的現代轉向─以譚小麟為中心 
黃錦樹 

張海欣 

近現代領域 

97 許方瑜 清末臺灣樟腦貿易 林偉盛 明清研究領域 

97 陳濟揚 清代邊疆研究 林士鉉 明清研究領域 

 

●中文系與歷史系指導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論文情形 

級

數 
姓名 博 論 題 目 指導教授 備 註 

92 李其霖 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船 
陳國棟 

王鴻泰 
明清研究領域 

93 吳奇浩 清末到日治臺灣人民之消費文化 
許雪姬 

林蘭芳 
明清研究領域 

93 張繼瑩 清代荒政與救災 徐泓 明清研究領域 

94 曾美芳 清代的中央財政 徐泓 明清研究領域 

96 林俞佑 阮元學術思想及學圈探微 周昌龍 明清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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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