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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明清研究 

學位論文（2000-2012） 

吳景傑*整理 

畢業學年 研究生 論文名稱 指導教授 學位 

2000 王伯祺 清代福建鹽業運銷制度的改革：

從商專賣到自由販賣 
徐 泓 碩士 

2000 黃有祿 推力與吸力：明清閩南的海外移

民（1567-1840） 
徐 泓 碩士 

2000 楊俊銘 明代閩南地區海上貿易的發展 李東華 碩士 

2000 楊士朋 清中葉以降至民初的茶館酒樓與

客棧 
李孝悌 碩士 

2000 蕭道明 清代臺灣鳳山縣城的營建 劉石吉 碩士 

2001 張勝勛 由首三任海關總稅務司的施政風

格論近代中國 海關的精神 （ 約

1850-1927） 

陳國棟 碩士 

2001 謝峮瑄 以大清銀行為例論中國金融制度

之轉折 
許紫芬 碩士 

2002 吳大昕 海商、海盜、倭：明代嘉靖大倭

寇的形象 
徐 泓 碩士 

2002 黃孟紅 從《點石齋畫報》看清末婦女的

生活型態 
李孝悌 碩士 

2002 陳啟鐘 明清閩南宗族意識的建構與強化 徐 泓 碩士 

2002 蔡承豪 從染料到染坊：十七至十九世紀

臺灣的藍靛業 
陳國棟 碩士 

2003 郭慈欣 清代苗栗地區的開發與漢人社會 溫振華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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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 

2003 顏采容 明清時期出版與文化：以「才子

佳人」小說為中心 
王鴻泰 碩士 

2004 余昌蓬 晚清彩票發行 制度的建構 與嘗

試：以上海為中心的討論 
邱澎生 
張 寧 

碩士 

2004 吳奇浩 清代臺灣之熟番地權：以道卡斯

族為例 
林偉盛 碩士 

2004 郭忠豪 食物製作與品饌文化：萬曆─乾

隆間江南的飲食生活 
王鴻泰 碩士 

2004 黃國峯 清代苗栗地區街庄組織與社會變遷 林偉盛 碩士 

2005 林秀靜 清代中期重慶牙行組織的結構與

演變 
邱澎生 碩士 

2005 邱志仁 從「海賊窟」到「小上海」：布袋

沿海地區經濟 活動 之變遷 （ 約

1560-1950） 

陳國棟 碩士 

2005 陳怡行 明代的福州：一個傳統省城的變遷 徐 泓 碩士 

2005 魏樹達 兩元政治下清代北京商業發展與

城市轉型 
徐 泓 碩士 

2006 朱冬芝 一個明末士紳的社交生活：祁彪

佳的交遊、社群與地方活動 
王鴻泰 碩士 

2006 施沛杉 清代兩浙鹽業的生產與運銷 徐 泓 碩士 

2006 許秀華 徽商商業體的擴展與家族組織的

延續（1465-1850） 
王鴻泰 碩士 

2006 黃千蕙 由商號到票號：傳統中國銀行業

的誕生與演化，1644-1911 
邱澎生 碩士 

2006 劉至耘 清 末 北 臺 灣 茶 葉 的 貿 易

（1865-1895） 
林偉盛 碩士 

2007 王士銘 既是官員也是奴才：乾隆朝長蘆

鹽政 
徐 泓 
賴惠敏 

碩士 

2007 陳依婷 明代的宴享制度 邱仲麟 碩士 

2007 劉伊芳 由判牘案例看明清江南商業秩序

的建立 
濱島敦俊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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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朱偉健 明代的甘肅鎮及其涉外關係 邱仲麟 碩士 

2008 李偉銘 官民之間的代辦機制：明清時期

的歇家 
濱島敦俊 碩士 

2008 陳秋安 明末江南地區的災荒與救濟活動 濱島敦俊 碩士 

2008 黃素慧 明代地方政府 的財政收支 與運

作：以嘉興府為主的分析 
徐 泓 碩士 

2008 黃瀞儀 平埔族婦女形 象與角色的 變遷

（1603-1895） 
林偉盛 碩士 

2009 李其霖 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船 王鴻泰 
陳國棟 

博士 

2009 吳景傑 明代判牘中的婦女買賣現象 濱島敦俊 碩士 

2009 張家豪 家居與燕居：明代居住空間的傳

統與發展 
王鴻泰 碩士 

2009 鄧傑銘 公廟、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以

東勢巧聖仙師廟為例（1775-1895） 
林偉盛 碩士 

2009 謝皖麒 清初寧古塔的社會變遷（十七世

紀到十八世紀中葉） 
濱島敦俊 碩士 

2009 魏君州 崇禎時期的皖北寇亂與地方社會 邱仲麟 碩士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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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 

2010 許益銘 軍事與社會：晚明山西邊防體系

與地方控制 
巫仁恕 碩士 

2010 黃正忠 明清時期浦東地區農田水利的開

發與社會變遷 
濱島敦俊 碩士 

2010 鄭螢憶 國家、信仰與地方社會：笨港媽

祖信仰的發展與變化（1694-1945） 
林蘭芳 碩士 

2011 郭偉鴻 力爭上游：明代僧人的遊方活動 王鴻泰 碩士 

2011 許蕙玟 交通、族群與埔里地區雜貨店經

營之變遷（1814-1945） 
林蘭芳 碩士 

2011 莊博智 天庾重地：明清時期漕運制度下

的通州 
徐 泓 
巫仁恕 

碩士 

2011 楊惠琄 清代至日治時期梧棲港街的發展 林玉茹 碩士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明清研究學位論文（2000-2012） ．214． 

與貿易變遷 

2011 蔡良昇 造化之異與正：明清物怪黑眚信

仰演變 
王鴻泰 
廖咸惠 

碩士 

2012 王大綱 從竊案來看清代四川重慶的社會

變遷（1757-1795） 
巫仁恕 碩士 

2012 林絲婷 婦道：明清士人家庭生活中的主

婦角色 
王鴻泰 碩士 

2012 吳奇浩 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糅

的臺灣漢人服裝文化（1624-1945） 
許雪姬 
林蘭芳 

博士 

2012 張家榮 清代江浙地區疫病與醫療資源 邱仲麟 碩士 

2012 許方瑜 晚清臺灣釐金、子口稅與涉外關

係（1861-1895） 
林偉盛 碩士 

2012 鄭娟容 清代吏役的工食銀：以江西為例 邱仲麟 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