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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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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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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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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明清研究》第16期目錄 

Ming Qing Yanju [XVI] 2011 

Caterina, Lucia Notes Regarding the Chinese Gifts of Matteo Ripa 

Mikli, Sandra The Two Hidden Childbearing Periods and the Death of Ximen 

Qing in the Jin Ping Mei 

De Laurentis, Pietro Zhang Shen’s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s on Calligraphy (Fashu 

Tongshi). A Calligraphy Companion of the Early Ming Dynasty 

Iaccarino, Ubaldo The ‘Galleon System’ and Chinese Trade in Manila at the Turn 

of the 16th Century 

Sepe, Agostino Back to the Roots: the Imperial City of Shenyang as a Symbol 

of the Manchu Ethnic Identity of the Qing Dynasty 

Bai Hua Notes Nabulesi Zhonghua shuyuan hanyu jiaocai zai tan: Wang 

Zuocai (1842-1921) dui jindai haiwai hanyu jiaoxue de gong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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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選舉志」3（譯文） 明代史研究會 071 

『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案內（2） 土屋悠子 099 

明代史研究文獻目錄（稿） 岩渕慎 

道上峰史 

109 

驢鳴犬吠錄 川越泰博 113 
 

発行所    明清史研究所 

〒192-0393東京都八王子市東中野742-1 

中央大学文学部川越研究室気付 

印刷所  たにぐち書店 



．174． 明代研究 第二十期 

韓國《明清史研究》第37輯目錄 

論文  

홍무제의 대외인식과 조공제도의 정비 

（洪武朝的對外思想與朝貢機構的變更） 

金暻綠 

入關前 淸의 朝鮮에 대한「三色人」刷還要求 
（清初朝鮮的「三色人」遣返請求） 

鄭丙振 

淸初徽州「程朱闕里」 文人들의 師友 관계와 考證禮學 
（清初徽州「程朱闕里」的文人師友關係與考證禮學） 

李美英 

滿洲族王朝의 中國 統治와 이미지 만들기—— 
康熙年間 北京의 外國人 宣敎師 記述을 중심으로 

（滿洲族的中國統治與圖像創建：康熙年間北京外國傳教士的記述） 

尹振榮 

宗族共同體의 遺産과 太平天國의 平均理念 
（張拔輿太平天國的平均理念：從家族制度的文化産來看） 

金誠贊 

中國醫療傳道協會의 역할——초기 활동을 중심으로（1886-1907） 
（中華博醫會的角色：以早期活動爲中心(1886-1907)） 

曹貞恩 

朝鮮前期 豆滿江流域에 나타나는 두 개의 「朝鮮」 
（朝鮮初期圖門江流域的兩個「朝鮮」） 

韓成周 

〔정년퇴임 교수의 회고〕 중국 근대의 사상적 기원을 찾다—— 

삶 속에 마모된 학자의 꿈 

（〔退休教授回憶〕尋找現代中國哲學的起源） 

曹秉漢 

彙報  
 

明清史學會 
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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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明清史研究》第38輯目錄 

論文  

明淸과 朝鮮, 朝鮮과 明淸 關係史 연구현황과 과제—— 

수교 20 주년에 즈음하여 

（明淸─朝鮮關係史的硏究現狀與課題：韓中建交 20 周年紀念） 

崔韶子 

그 이름 불러주기——실록의 조선·청나라 호칭(互稱) 분석 

（稱呼其名：記在實錄的朝鮮、清互稱分析） 

李永玉 

滿鮮史．滿學．그리고 滿洲學 
（東亞的滿洲研究與民族主義） 

金宣旼 

淸代 柳條邊의 形成과 性格 
（淸代柳條邊的形成與性格） 

南義鉉 

조선왕조의 長久性과 한중관계 

（朝鮮王朝的穩定性與中朝關係） 

桂勝範 

18 세기 연행사의 정보수집활동 

（朝鮮後期燕行使的資訊收集） 

白玉敬 

명 중기 복건 신현의 종족문화 확산과 종족형성—— 

縣志의 서술을 중심으로 

（明中期福建新縣宗族文化的形成與擴散：以縣志內容為中心） 

元廷植 

朝·淸의 學術交流와 通學的 學術觀—— 

19 世紀 前半 揚州學派와 秋史 金正喜 

（朝•淸的學術交流和通學的學術觀：19 世紀前半揚州學派和秋史金正喜） 

李元錫 

燕行에서 中國 書畵 流入 경로 

（燕行的中國書畫路線介紹） 

鄭恩主 

〈送朝天客歸國詩章圖〉의 저자고 

（〈送朝天客歸國詩章圖〉作者考） 
金英淑 

劉學謙 

청말《點石齋畫報》의 儒家 조선에 대한 인식 변화 

（《點石齋畫報》中的韓儒之圖像變化） 
朱賢鎬 

彙報  

 
明清史學會 

201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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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明史研究專刊》第十七期目次 

論著  

明太學生石大用傳略的史源與敘事 林麗月（1） 

從《大學衍義補》看宋明學者對釋奠先師禮儀的討論 李焯然（17） 

鑒宣和之迷惑：明宣宗的藝術志趣 朱 鴻（37） 

清初士大夫對明代風俗的反思及其改良之策 陳寶良（57） 

明代《諸司職掌》的性質 柏 樺（91） 

建武興文：明代建武守禦千戶所建置考論 彭 勇（109） 

明代太和山的行政管理組織 蔡泰彬（141） 

馮琦的事君思想與諫言技巧 解 揚（165） 

宋明以來官方訊息傳播的演變 連啟元（197） 

明代日用類書中的旅程指南 詹怡娜（219） 

紀念文章  

憶吳智和教授 王明蓀（255） 

長留去思：敬悼智和兄 陳進傳（259） 

吳智和教授與我 卓克華（263） 

對智和兄的深切憶往 賴福順（265） 
 

明史研究小組 
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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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明史學會編 

《明史研究：紀念劉基誕辰700週年專輯》第12輯 

（2012年5月，合肥：黃山書社） 

目錄 

劉基專題  

帝王師：劉基的治國理念 李焯然（001） 

劉基「密奏立軍衛法」辨疑 彭 勇（014） 

試析《明實錄》對劉基形象的記述與塑造 謝貴安（025） 

明朝開國元勛「誠意伯」劉基家族史述略 吳仁安（040） 

論影響劉基事業走向的諸種因素 王雪華（048） 

劉基交游考 潘猛補（058） 

劉基為首的「浙東四先生」對大明立國的貢獻 龔劍鋒 黃彪（079） 

劉基諫止營建中都的前前後後 孫祥寬（087） 

劉基與南京的明故宮和明孝陵 向陽鳴（096） 

劉伯溫堪輿思想的景觀生態學詮釋 余同元（099） 

劉基春秋學思想管窺 鄭任釗（106） 

劉基對儒學的反思析論 江心力（120） 

劉耀東與劉基文化 徐世槐 劉天健（130） 

試論劉基的文學思想 周 群（134） 

劉基與高明關係考 蔡克驕（142） 

劉基的生態智慧：論《郁離子•天地之盜》 夏咸淳（151） 

劉基「策殄土寇」與民俗「午日故事」辨析 邢松棋（155） 

《郁離子》中的廉政思想 李向榮（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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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劉基「三不朽」之三：所立之言 俞美玉（165） 

劉基《二鬼》詩中的心態及藝術成就 金邦一（178） 

《郁離子》札記 陳小平（183） 

明史研究  

《朝鮮實錄》記載中之明孝宗弘治皇帝 陳學霖（192） 

崇禎初年錢謙益事件與東林內閣的瓦解 呂士朋（203） 

明朝后妃的歷史作用 林延清（213） 

晚明時代的河南士人與西學：以王英明及其《歷體略》

為中心 
龐乃明（222） 

明代漕糧在天津的掛欠 李俊麗（231） 

論吳桂芳提督兩廣之治績 劉利平（239） 

洪熙、宣德朝公、孤輔政再探 秦 博（257） 

明朝刑獄的域外形象研究 孔 穎（279） 

明代武官犯罪之司法實踐 程彩萍（296） 

「南渡三案」述論 劉中平（324） 

學人回憶  

碧海青天 翰墨清香映儒雅：張海鵬先生憶記 范金民（331） 

藍德彰先生學術紀念 吳豔紅（338） 

書評  
取精用宏 探賾索隱：讀章宏偉先生《故宮問學》 高壽仙（347） 

明朝軍事史研究的新進展：評《明代北邊防禦體

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為線索》 
李海林 肖立軍（350） 

評中島樂章著《明代鄉村糾紛與秩序：以徽州文書

為中心》 
王紹欣（353） 

書後  
《明史研究》敬告作者 （357） 
《明史研究》文稿技術規範 （358） 
張居正研究會成立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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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有、朱誠如主編《明清論叢》第12輯 

（2012年6月，北京：故宮出版社） 

目錄 

篇名  

明代修建郡縣城池的幾個問題 李龍潛（001） 

明代省鎮營兵制下防守城堡武將初探：以操守、

把總、提調和備禦為主的考察 

肖立軍（040） 

捐納制度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伍 躍（047） 

明代士人對家禮撰述與實踐的理論探索 趙克生（075） 

從墓誌銘看明代米氏錦衣衛家族的形成及演變 卜永堅（102） 

嘉靖朝抗倭戰爭和一條鞭法的展開 劉光臨、劉紅鈴（113） 

萬曆朝礦稅事件研究回顧與起因補論 唐立宗（149） 

萬曆朝勞堪案始末考 江柳青（160） 

從劉世延案看明末南京治安管理與司法制度 羅曉翔（186） 

張獻忠籍貫考辨──兼談明代邊疆地區戶籍管理

制度 

彭 勇（199） 

由「兄弟之國」到「君臣之義」：清入關前與朝鮮

關係的演變 

晁中辰（213） 

十七世紀鄭氏海商集團在東亞的國際角色 白 蒂（221） 

清初黑龍江各族與雅克薩保衛戰 周喜峰（247） 

理藩院與俄清關係（十七至十八世紀） 米亞斯尼科夫（255） 

雍正朝改土歸流新探 方 鐵（259） 

乾隆八年蒙古準噶爾部進藏熬茶始末 呂文利（269） 

明清以來清水江下游地區民眾華夏世胄身分的建構 吳才茂（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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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際中醫西傳初探 張宗鑫（298） 

清入關前決定滿族命運的大討論 謝景芳（305） 

清順康時期保甲制的推行 常建華（321） 

試論清代欽差大臣的選派和管理 張晶晶（351） 

康熙帝救荒思想初探 成積春（360） 

君臣恩怨：康熙帝與趙申喬 吳伯婭（366） 

雍正帝矯詔召回撫遠大將軍王允禵考──附論康

雍之際西北軍權的轉移 

羅冬陽（377） 

乾隆時期孫嘉淦偽稿案再探討 劉文鵬（387） 

梁肯堂出生年月及任職考 何孝榮（400） 

嘉慶京畿船戶投充王府宗室問題探析 劉 濤（404） 

清代的召試 宋元強（413） 

清順治朝「三遇恩詔」考 房德鄰（421） 

清初關於王學思潮討論的歷史反思 劉 盛（426） 

清朝政權與官修歷史 多羅寧（433） 

雍正朝文化國策與內府刻書 李士娟（437） 

試析朱彞尊《日下舊聞》的創作原因 魯 穎（444）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文獻辨偽學成就研究 佟大群（451） 

不囿舊說，勇於創新的史家：追念著名歷史學家

王思治教授 

朱誠如（4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