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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區明清史學位論文目錄
*

 

黃展樑**整理 

一、香港大學（1961-2011） 

                                                      
*

 香港地區早年學位論文目錄不甚齊全，不少論文，即使能在圖書館找到，也不一定

有指導老師姓名，故本目錄凡遇指導老師姓名不詳者，一概從缺。又本目錄之編纂，

其學校之排名是以筆劃排列，並得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何漢威研究員、香

港大學中文學院楊永安教授、許振興教授、何偉幟博士、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

心范家偉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卜永堅博士等師長指導，謹表謝忱。但一切

闕漏錯誤，均為筆者責任，仍望各方師長不吝賜正補充。 
**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碩士 

遞交年分 作 者 論文題目 學系/學位 指導老師 

1961 莫秀馨 明代殿閣大學士制度研究 中文/碩士 羅香林 

1961 許劍冰 淸初之粤海關 中文/碩士 羅香林 

1962 Jocelyn 

Valery 

Milner 

The role of Huang Tsun-Hsien in 

the reform movemen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中文/碩士 余秉權 

1963 陳 璋 明代中國與南洋之外交及貿易

等關係研究 

中文/碩士 羅香林 

1964 呂元驄 The training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under the early Ch'ing, 

1644-1795 

歷史/碩士 M. 

Blockmore 

1964 李慕戎 The role of the southern officials 

during the Boxer uprising, 1900 

歷史/碩士 【待考】 

1965 吳懷德 南明之永曆時代 中文/碩士 羅香林 

1965 馬天綱 元代及明初回敎在中國之發展 中文/碩士 羅香林 

1966 林子昇 由中國載籍探討明代與馬六甲

及葡萄牙之關係 

中文/碩士 羅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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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黃康顯 淸季西藏與四川等地茶葉貿易

之史的分析 

中文/碩士 羅香林 

1966 溫慶翕 The Chines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歷史/碩士 L.K.Young 

（楊國倫） 

1966 廖日榮 The Ch'ing Grand Council : a 

study of its origins and 

organization to 1861 

歷史/碩士 B. Harrison 

M. 

Blackmore 

1966 廖寅顯 利瑪竇與明淸之際基督敎及西

學之傳播 

中文/碩士 【待考】 

1966 趙不倚 由中國載籍探討明代與蘇門答

臘之關係 

中文/碩士 羅香林 

1966 劉海東 明代絲織品之對外貿易 中文/碩士 【待考】 

1967 唐元立 劉坤一與晚淸地方政治 中文/碩士 余秉權 

1968 Anne 

Rosemary 

Hickling 

Hudson 

The respons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anti-missionary disturbances in 

China, 1891-1907 

歷史/碩士 L.K.Young 

（楊國倫） 

1968 林澤芸 王船山史學之研究 中文/碩士 【待考】 

1968 馮兆基 Chinese policy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1894-95 

歷史/碩士 M. 

Blackmore 

1968 簡麗冰 明淸藏書制度 中文/博士 【待考】 

1969 潘鎮球 晚淸之憲政運動 中文/碩士 羅香林 

余秉權 

1970 冼梓林 康有為之歷史進化觀 中文/碩士 羅香林 

1970 林子昇 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與中國之

關係 

中文/博士 羅香林 

1970 張雲樵 晚淸之君主立憲運動 中文/碩士 羅香林 

1970 黃曾影靖 淸代雜劇研究 中文/碩士 羅忼烈 

1970 楊松年 王夫之詩論系統探索 中文/碩士 黃兆傑 

1970 趙廣和 唐王朱聿鍵之生平及其在南明

史上之地位 

中文/碩士 羅香林 

1970 龍壽鏜 明淸兩代之廣西土司 中文/碩士 羅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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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Hara 

Takemichi 

Chinese policy in Manchuria, 

1905-1911,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Japan 

歷史/碩士 R. Quested 

1971 韓炎聯 梁啟超與淸季之西學 中文/碩士 【待考】 

1971 關樹津 淸末留日學生與辛亥革命的

關係 

中文/碩士 羅香林 

1973 連浩鋈 Local elitist activities : a study 

of the Kwangtung gentry in the 

Tao-Kuang period, 1821-1850 

歷史/碩士 呂元聰 

1974 凌榮添 從日知錄看顧炎武之史學觀點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74 楊松年 詩論史辨惑：整理明末淸初詩

論史之我見 

中文/博士 黃兆傑 

1976 王大鏗 Protestant missionary concepts 

of reforms and revolutions in 

China, 1895-1911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待考】 

1976 王忠信 龔自珍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待考】 

1976 陳文輝 李鴻章與中國鐵路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待考】 

1976 彭鶴強 明末江南經濟對史學發展之

影響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77 許文超 Bouvet, Le Comte, Du Halde : 

the new awareness of China, 

1650-1750 

歷史/碩士 張榮洋 

劉潔貞 

1978 王仁傑 明代八股文的研究 中文/碩士 何沛雄 

1978 何冠彪 邵廷采思想研究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78 馬赤提 馮桂芬的經濟思想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78 陳少棠 晚明小品論析 中文/碩士 何沛雄 

1978 陳耀南 魏源研究 中文/博士 羅忼烈 

1978 彭國強 袁枚的詩論 中文/碩士 何沛雄 

1978 黃麗香 黃遵憲人境廬詩草之研究 中文/碩士 陳耀南 

1979 王玉棠 劉坤一研究 中文/博士 趙令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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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伍安祖 Ch’ing management of the 

West : a study of theregulations, 

homicide cases and debt cases, 

1644-1820 

歷史/碩士 霍啟昌 

1979 宋叙五 洪亮吉思想研究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79 周鎮邦 曹寅奏摺之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79 梁操雅 從金瓶梅及三言二拍看明中葉

江南地區之經濟發展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79 鄭葆冲 庚子拳亂期間東南督撫之態度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待考】 

1980 吳萬頌 方孝孺研究 中文/碩士 【待考】 

1980 李永基 奪門之變一事始末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0 冼玉儀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Darwinism on the ideas 

of history in China, 1895-1906 

歷史/碩士 楊國倫 

1980 胡名標 明中葉後官辦手工業的衰落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0 馬慶展 淸初浙東史學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杜維運 

1980 翟德成 晚明士子生活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1 朱國能 從晚淸小說看中美工約風潮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1 何冠彪 戴名世及其「南山集案」 中文/博士 趙令揚 

1981 李焯然 晚明學術思想述論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81 阮少卿 順治朝淸廷對明宗室之態度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1 莫寧西 王韜的變法思想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1 彭添添 A study of the compiling 歷史/碩士 呂元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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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of local gazetteers in 

Kwangtung in the Ch'ing dynasty 

1981 葉堯明 從朝鮮李朝實錄看明代中日

之戰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待考】 

1981 裘旭祺 明宣德朝高煦之叛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1 顔婉雲 明前後七子詩論析評 中文/博士 黃兆傑 

1981 魏白蒂 Juan Yuan : a biographical stud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id-Ch‘ingsecurity and control 

in southern China, 1799-1835 

歷史/博士 呂元聰 

1982 何貴初 魏禧和他的散文 中文/碩士 何沛雄 

1982 張雲樵 伍廷芳對清末政治改革之貢獻 中文/博士 趙令揚 

1982 陳珍珍 顧炎武與趙翼的史觀比較 中文/碩士 杜維運 

1983 沈福誠 三言中的報應觀念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待考】 

1983 林潔儀 現代史家對朱元璋的評價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3 翁耀東 張蔭桓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3 彭健威 明代竟陵派研究 中文/碩士 何沛雄 

1983 楊永安 祝允明的思想與史學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83 劉安立 章學誠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3 霍達文 明嘉靖兵變考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3 叢蔣漢 郭嵩燾的洋務觀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呂元驄 

1983 羅麗娟 左光斗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待考】 

1984 尚維瑞 丁韙良在華之傳敎事業 中文/碩士 趙令揚 

何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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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林敏森 Hong Kong and China's reform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 

an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reports 

of four Hong Kong English 

newspapers, 1895-1912 

歷史/碩士 霍啟昌 

1984 曹光明 潘耒的史學：兼論顧炎武史學

的繼承 

中文/碩士 杜維運 

1984 郭俊沂 黃仲則生平及其詩研究 中文/碩士 何冠彪 

1984 葉世雄 包世臣研究 中文/碩士 陳耀南 

1984 賴松偉 明初政治與金華學派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85 吳 昊 吸烟與明清社會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5 吳美英 鄭觀應與《盛世危言》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5 沈季英 清末經濟思想史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待考】 

1985 麥子全 The development of silk industry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Ming 

period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5 鄭佩華 元明之際知識分子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5 黎惠賢 明中葉的海外貿易政策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6 朱崇學 方苞的生平與學術 中文/碩士 杜維運 

1986 李兆燊 從《聊齋志異》看蒲松齡的社

會批評 

中文/博士 【待考】 

1986 冼玉儀 The Tung Wah Hospital, 

1869-1896 : a study of a medical,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 in 

Hong Kong 

歷史/博士 趙令揚 

楊國倫 

1986 張壽安 淸中葉徽州義理學之發展 中文/博士 杜維運 

1986 黃錦昌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 writing 歷史/碩士 霍啟昌 



香港地區明清史學位論文目錄 ．171． 

in late Ch'ing China 

1987 尹樂強 俞大猷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7 王明妮 章學誠的方志學研究 中文/碩士 杜維運 

1987 何錦階 康熙與曹寅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待考】 

1987 余智輝 論周延儒與崇禎朝之黨爭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何冠彪 

1987 周佳榮 《新民叢報》與清末民初之中

國思潮 

中文/博士 趙令揚 

1987 崔勁中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 a study of the view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tween 

1860 and 1919 

歷史/碩士 陸人龍 

1987 張永德 薛福成的政治思想及生涯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呂元驄 

1987 梁銳基 湘軍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待考】 

1987 陳國權 洪承疇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待考】 

1987 曾潤梅 馬建忠的維新思想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待考】 

1987 雷傳遠 畢沅與乾嘉史學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杜維運 

1987 劉偉華 明宣宗之政治思想及宣德年間

之政治發展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7 劉詠聰 清代前期女性才德觀研究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87 歐陽東華 袁宏道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章 群 

1987 潘漢光 葉燮詩論鉤沉 中文/碩士 黃兆傑 

1987 蔡景輝 魏禧思想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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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鄧立光 陳確理學思想研究 中文/碩士 杜維運 

1987 羅玉萍 袁崇煥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何冠彪 

1988 丁新豹 香港早期之華人社會 1841-1870 中文/博士 何丙郁 

趙令揚 

1988 喬孝忠 張之洞研究：《勸學篇》探析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黃康顯 

1989 吳淑玲 明宣宗《歷代臣鑑》之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9 李志明 章太炎之歷史觀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陸人龍 

1989 周卓梅 朱高熾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9 陳振和 孫奇逢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何冠彪 

1989 湯浩堅 從《老殘遊記》看劉鶚之救國

思想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陳炳良 

1989 黃子剛 柯維騏及其《宋史新編》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9 黃江霖 順治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何冠彪 

1989 劉素蓮 嚴嵩當政時期之防倭政策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89 鄭德華 廣東中路土客械鬥研究 中文/博士 趙令揚 

1990 梁紹傑 龔自珍之生平與思想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90 梁樹華 石達開研究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90 陳永明 張煌言之反淸思想及活動 中文/碩士 何冠彪 

1990 羅婉薇 侯方域的生平與經世思想 中文/碩士 何冠彪 

1991 孔士敦 林樂知與晚淸改革，1860-1907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待考】 

1991 李海雄 黃遵憲（一八四八至一九○五）

的維新思想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連浩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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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尚維瑞 《敎會新報》中基督敎衛道思

想之研究 

中文/博士 趙令揚 

1991 陳國全 明太祖的宗敎政策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91 黃嫣梨 蔣春霖之生平與著述 中文/博士 羅忼烈 

1991 鄧 轉 范文程（1597-1666）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91 黎承志 熊廷弼（1569-1625）防守遼東

的策略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何冠彪 

1991 譚棣華 淸代珠江三角洲沙田研究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92 梁餘生 徐繼畬（1795-1873）及其《瀛

環志略》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92 陳志明 十六、七世紀思想家所構想的

理想儒者及純儒學 

中文/碩士 何冠彪 

1992 陳 燕 淸 末 民 初 的 文 學 思 潮

（1872-1916） 

中文/博士 黃兆漢 

1992 楊文信 王世貞史學研究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92 劉劍洪 凌濛初的生平與思想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92 蘇耀宗 王夫之的史論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93 司徒秀英 厲鶚及其詞研究 中文/碩士 黃兆漢 

1993 朱治夫 吳偉業（1609-1672）仕淸與歸

隱之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何冠彪 

1993 何志平 明太祖治內的州縣刑獄，一三

六八至一三九八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93 紀馥華 從聊齋誌異看蒲松齡的婦女觀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93 高周淑 淸代揚州八家的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黃兆漢 

1993 梁玉霞 吳三桂（1612-1678）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馮錦榮 

1993 陳熾洪 明初沈萬三案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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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黃秀顔 論宣德至正統期間周忱對江南

地區財賦之整理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93 蔡美蘭 方孝孺（1357-1402）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93 賴芳伶 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一年期間之

小說所反映晚淸的政治與社會

變遷 

中文/博士 陳耀南 

1994 Geoff 

Wade 

The Ming Shi-lu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 as 

a source for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4th to 17th centuries 

歷史/碩士 王賡武 

Norman G. 

Owen 

呂元驄 

1994 朱少璋 淸末民初南社詩論研究 中文/碩士 陳耀南 

1994 冷 東 葉向高研究 中文/博士 趙令揚 

1994 洪 濤 《紅樓夢》衍義考析 中文/碩士 黃兆傑 

1994 馬楚堅 元明淸三代通惠河之興廢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94 梁紹傑 《國本論》與晚明政爭 中文/博士 趙令揚 

1994 陳偉明 王廷相的經世思想 中文/博士 趙令揚 

1994 鄺玉深 淸代詩經學立異派研究 中文/碩士 李家樹 

1995 方奕亮 黃綰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待考】 

1995 何偉幟 明初之宦官政治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95 余憲民 淸季幼童出洋肄業局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馬幼垣 

1995 胡國煒 康熙與李煦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95 梁永昌 朱次琦（1807-1881）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馮錦榮 

1995 莫健偉 Lineage and elite dominance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society : a 

case study of Shunde County, 

Guangdong 

歷史/碩士 呂元驄 

連浩鋈 

1995 許振發 明太祖《相鑒》研究 中國歷史 梁紹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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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碩士 

1995 郭耀華 嘉靖年間蒙古境內的漢人在明

蒙關係發展上的作用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梁紹傑 

1995 陳劍鍠 高攀龍（1562-1626）的學術思

想與晚明王學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95 陸汝誠 淸末以來之岳飛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許振興 

1995 曾漢棠 屈大均之生平與思想 中文/碩士 何冠彪 

1995 黃劍雄 年羹堯被撤職及賜死原因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廖日榮 

1996 李復滿 陳繼儒（1558-1639）《晚香堂

小品》研究 

中文/碩士 何沛雄 

1996 陳建偉 吳偉業（1609-1671）詩研究 中文/博士 何沛雄 

1996 黃毓棟 歸莊生平與思想研究 中文/碩士 何冠彪 

1997 李百臻 淸末革命派對美國獨立革命的

認識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連浩鋈 

1997 許振隆 明初藍玉案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1997 曾永鴻 許坤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梁紹傑 

1997 黃少文 革命黨游說李鴻章（1823-1901）

參加反淸運動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梁紹傑 

1997 廖炳輝 張謇提出「棉鐵主義」的動機

及背景分析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連浩鋈 

1997 劉仲永 明成祖遷都北京析論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許振興 

1998 杜志開 胡惟庸案研究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98 夏其龍 The foundation of the Catholic 

mission in Hong Kong, 1841-1894 

亞洲研究/

碩士 

冼玉儀 

1998 黃迺錕 明代皇室研究 中文/碩士 趙令揚 

1998 劉大鈞 甲午戰爭時期（1894-1895）中

國知識分子思想的變化 

中文/碩士 馮錦榮 



．176．黃展樑 明代研究 第二十一期 

1998 錢 江 Merchants and other sojourners : 

the Hokkiens overseas, 1570-1760 

歷史/博士 王賡武 

呂元驄 

1999 Hans 

Wing-yu 

Yeung 

Guangzhou, 1800-1925 : the 

urban evolution of a Chinese 

provincial capital 

歷史/碩士 Kerrie L 

MacPherson 

1999 尹浩然 Population expansion, internal 

migration and social disturbanc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歷史/碩士 呂元驄 

1999 王冰儀 A study of the thought of 

statecraft scholars in early 

nineteeth century China 

歷史/碩士 呂元驄 

1999 司徒秀英 明中葉傳奇研究 中文/博士 黃兆漢 

何沛雄 

1999 司徒雅儀 明末淸初（1601-1701）士大夫

階層之醫學化 

中文/碩士 馮錦榮 

1999 司徒美嫻 容閎與晚淸維新運動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梁紹傑 

1999 余劭農 1897 年至 1898 年期間湖南反

變法之行動及思想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連浩鋈 

1999 李潤滿 張惠言（1761-1802）之詞學及

詞研究 

中文/碩士 黃兆漢 

鄧昭祺 

1999 杜宗蘭 謝榛的生平及其詩學理論 中文/碩士 黃兆傑 

1999 姜德成 徐階與明嘉隆期間之政治研究 中文/博士 趙令揚 

1999 夏志焜 鄭觀應政治改革思想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梁紹傑 

1999 陳志明 淸初朱子學之發展 中文/博士 馮錦榮 

1999 陳群松 薛福成（1838-1894）的生平及

其著述研究 

中文/博士 何沛雄 

1999 陸志豪 陸隴其思想述評 中文/碩士 何冠彪 

1999 蕭國健 Chinese piracy and coastal 

defence in the eighteen and early 

nineteen centuries with an 

歷史/碩士 呂元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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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s on the Canton Delta 

1999 魏城璧 明初宮廷雜劇研究 中文/碩士 黃兆漢 

趙令揚 

2000 陳焜豪 陸世儀之生平及其治國思想 中文/碩士 何冠彪 

2000 趙葉秀常 韋廉臣（1829-1890）在華的傳

敎事業 

中文/博士 趙令揚 

2000 劉燕萍 明淸小說中的怪誕諷刺 中文/博士 陳炳良 

2000 戴 平 明代三言二拍中之愛情觀 中文/碩士 趙令揚 

2001 李蘊娜 曹溶《靜惕堂詞》研究 中文/碩士 李家樹 

2001 巢偉儀 淸季以來（1840-1949）墨子形

像的變遷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馮錦榮 

2001 張欣欣 沈垚研究 中文/碩士 梁紹傑 

2001 甄美梨 王驥德散曲研究 中文/碩士 何冠彪 

2001 潘步釗 明代忠奸衝突傳奇研究 中文/博士 李家樹 

2001 龍康琪 Britain and the suppression of 

piracy on the coast of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vicinity 

of Hong Kong 1842-1870 

歷史/碩士 【待考】 

2002 何偉幟 傅維鱗及其《明書》 中文/博士 趙令揚 

2002 陳運娣 The emergence of the Qingliu 

officials : a response to the impact 

of the West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歷史/碩士 呂元驄 

2003 王容龍 淸末上海租界社會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連浩鋈 

2003 朱治夫 唐甄（1630-1704）《潛書》思

想研究 

中文/博士 楊永安 

2003 林浩光 周濟（1781-1839）詞論研究 中文/博士 何沛雄 

2003 林學忠 晚淸國際法的傳入、詮釋與應用 中文/博士 馮錦榮 

2003 張克宏 新馬華文日報之晚淸現代政論

研究（1895-1911） 

中文/博士 李家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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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麥慧容 朱升與明初政治 中文/碩士 趙令揚 

2003 黃展翹 Modernization in late Qing 

China (1861-1910) and Meiji 

Japan (1868-1912) 

比較亞洲

研究/碩士 

Tom 

Stanley 

2003 黃毓棟 明亡後漢族知識分子的取向：

魏禧個案研究 

中文/博士 何冠彪 

2003 葉潔雲 林譯小說在晚淸引進外來文化

上所扮演的角色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馮錦榮 

2003 謝淑平 Peter Parker (1804-1888) : a 

diplomat and medical missionar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尚維瑞 

2003 謝寶珠 呂坤《閨範》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梁兆傑 

2003 鍾國昌 淸代地方官對司法權之運用

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2004 司徒國健 廣東文士與清初政治︰梁佩蘭

交遊及著述研究 

中文/博士 周錫䪖 

2004 崔文翰 王源生平與思想研究 中文/碩士 何冠彪 

2004 黃振威 明末清初知識分子、耶穌會士

與《崇禎曆書》的編纂 

中文/碩士 馮錦榮 

楊永安 

2004 蔡筱雯 The Yongzheng emperor 

revisited : the Confucian and 

legalist elements in his policies, 

1723-35 

歷史/碩士 呂元驄 

連浩鋈 

2005 姚佑強 楊嗣昌平定明末流寇方略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梁紹傑 

2005 莫家詠 清代廣東工藝的特色及其地域

性因素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待考】 

2005 陳志宏 黃世仲的小說與政論：兼及清

末的報業、小說與革命 

中文/博士 周錫䪖 

2005 陳潔儀 魏裔介：明末士人仕清個案研

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何冠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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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鄒家明 從湖廣總督的任用看雍正帝的

用人之道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待考】 

2006 羅淑華 文徵明的生平思想 中文/碩士 楊永安 

2007 何漢權 曽國藩之家庭教育思想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梁紹傑 

2007 袁持英 明永樂年間的東北經營與宦官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梁紹傑 

2007 許文須 明中葉閣臣楊廷和研究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楊文信 

2008 招祥麒 王夫之（1619-1692）《春秋稗

疏》研究 

中文/博士 單周堯 

2008 崔文翰 清初的官史編修：徐乾學的領

導與貢獻 

中文/博士 何冠彪 

2008 梁操雅 元末明初江南地區知識分子的

「仕」與「隱」觀念研究 

中文/博士 趙令揚 

2009 余忠傑 清末駐外使節制度的設立和

發展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梁紹傑 

楊文信 

2009 周政緯 甲午戰爭中的方伯謙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梁紹傑 

馮錦榮 

2009 林仲南 明正統至天順間的對蒙政策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馬楚堅 

2009 黃正謙 十六、十七世紀在華耶穌會士

之政治策略及其所傳播之宗教

文化 

中文/博士 馮錦榮 

2009 謝雋曄 楊一清政治生涯研究 中文/碩士 梁紹傑 

2010 明柔佑 清朝詠明詩集的史學審視︰以

明樂府的撰述為中心 

中文/博士 梁紹傑 

2010 邵筱芳 清末民初入華新教傳教士《聖

經》漢譯之翻譯語言和書寫系

統研究 

中文/碩士 陳遠止 

2011 方湛華 明末崇禎朝復社之政治運動 中國歷史

研究/碩士 

趙令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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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中文大學（1967-2013）
1

 

遞交/畢業 

年分 

姓 名 論文題目 學系/學位 指導老師 

1967 王俊儒 沈家本與大清律例之修訂 歷史/碩士 李定一 

1967 尚重濂 袁世凱與新建陸軍 歷史/碩士 李定一 

1967 章 群 李秀成供詞真假及投降誠偽問

題之研究 

歷史/碩士 李定一 

1967 黃開華 明代南京部院之組織與人事 歷史/碩士 牟潤孫 

1967 蘇慶彬 清史稿列傳本證：諸王列傳之部 歷史/碩士 牟潤孫 

1968 區美嫦 漢冶萍公司史稿 歷史/碩士 全漢昇 

1968 趙 潛 丁日昌（1823-82）及其對中國

陸軍近代化之嘗試 

歷史/碩士 李定一 

1968 謝廉昌 明代倭寇研究 歷史/碩士 牟潤孫 

1968 羅炳綿 梁啓超的新史學 歷史/碩士 李定一 

1969 王兆麟 天京陷後洪福瑱下落問題之研究 歷史/碩士 李定一 

1969 陸迪鈴 許景澄與晚清外交 歷史/碩士 李定一 

1969 陸惠風 張謇創辦大生紗廠的歷史背景

和經過 

歷史/碩士 全漢昇 

1970 李龍華 明代的開中法 歷史/碩士 全漢昇 

1970 唐燦熙 清季鐵路國有政策與四川保路 歷史/碩士 全漢昇 

                                                      
1

 2013 年適為該校五十周年，各學系紛紛舉行紀念活動，例如歷史系就於 2013 年

12 月 9-10 日舉行「中大史學五十年學術研討會及團聚晚宴」，筆者因利乘便，將

該系 2013年學位論文亦一併列入。又，該表第一欄作「遞交論文／畢業年分」者，

蓋因該表部分內容，乃係比對中大圖書館學位論文目錄、歷史系文件、及早期校

友憶述而成，且遞交論文、答辯通過之後，因修改論文或工作關係，未能及時參

加當年之畢業禮者，往往有之，因此相關年分，有時是論文遞交年分，有時是畢

業年分，難以一一分辨，望讀者鑒諒。 

2011 甄芷婷 晚清合譯研究︰以《全體新

論》、《代微積拾級》、《化學鑑

原》為例 

中文/碩士 陳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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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潮 

1970 陳大敦 廣學會與康梁二氏之維新思想 歷史/碩士 王德昭 

1970 鄭文莊 十七世紀前半期之菲律賓華僑 歷史/碩士 陳荊和 

1971 周若飛 湖南新政與戊戌變法運動 歷史/碩士 王德昭 

1971 梁偉德 康有為與梁啓超思想之傳承與

蛻變 

歷史/碩士 王德昭 

1971 蔣家勇 盛宣懷與鐵路總公司 歷史/碩士 全漢昇 

1972 林啟彥 留日學生與辛亥革命 歷史/碩士 王德昭 

1972 李炯洪 嚴復翻譯工作硏究之一例：赫

胥黎之天演論 

歷史/碩士 王德昭 

1972 凌少薇 從改良主義至革命：秦力山研究 歷史/碩士 王德昭 

1973 張 震 梁啓超與蔡鍔 歷史/碩士 王德昭 

1973 馮豔春 十六、七世紀明帝國與菲律賓

的貿易 

歷史/碩士 全漢昇 

1973 戴錦章 鄭觀應及其時勢 歷史/碩士 王德昭 

1974 吳惠梨 中文記載中所見維新運動期間

李提摩太的活動 

歷史/碩士 王德昭 

1974 梁元生 林樂知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

【1978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歷史/碩士 王德昭 

1975 何漢威 京漢鐵路的建設及其對於近代

中國經濟之影響 

【1979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歷史/碩士 全漢昇 

1975 葉國洪 福州船廠的創立背景及其與中

法戰爭有關問題的探討 

歷史/碩士 全漢昇 

1975 劉福注 清初順治康熙年間田賦逋欠問

題的研究 

歷史/碩士 張德昌 

1976 李朝津 中日外交之序幕：日本的出兵

臺灣 1870-1874 

歷史/碩士 陳荊和 

1977 何炳堅 清德宗與戊戌變法運動：中國

近代思想史研究之一例 

歷史/碩士 王德昭 

1977 蔡美冰 清朝官吏對義和團運動的反

應：例證、分析與比較 

歷史/碩士 王德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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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鍾志強 奕訢在咸豐、同治間的政治活動 歷史/碩士 王德昭 

1979 蔡澤霖 明嘉靖至清嘉慶年間閩粤沿海

海盜之研究 

歷史/碩士 王爾敏 

1980 葉家儀 論宮崎滔天及其與中國革命關係 歷史/碩士 譚汝謙 

1981 林健發 清代邊遠省分書院之研究：以

雲南為例 

歷史/碩士 王爾敏 

1981 柳立言 李鴻章之早期外交研究：

1871-1881 

歷史/碩士 鄺兆江 

1981 蔡志祥 近代中國農業發展及其影響：

湖南省個案研究 

歷史/碩士 科大衛 

1982 梁家麟 晚清廣東傳敎敎育 歷史/碩士 王爾敏 

1982 許文浩 戴東原 歷史/碩士 【待考】 

1983 吳太平 中國近代社會主義思潮與日本

之關係：一八七〇至一九三七年 

歷史/碩士 譚汝謙 

1983 劉傑泉 李鴻章對中法越南關係的認識

與運用 

歷史/碩士 王爾敏 

1985 梁鳳儀 晚清通俗小說對新思潮的傳播

功能 

歷史/博士 王爾敏 

1987 游子安 論明清時代商、礦業的合伙制

與伙計制 

歷史/碩士 羅炳綿 

1987 黃永豪 清代珠江三角洲沙田、鄉紳、

宗族與租佃關係 

【2005年由文化創造出版社出版】 

歷史/碩士 科大衛 

1988 何炳堅 滿清政府挽救其政權的最後嘗

試：戊戌變法及其在中國近代

思想史上的意義 

歷史/博士 王爾敏 

1988 杜榮佳 論光緖年間（1875-1895）的清議 歷史/碩士 鄺兆江 

1989 吳志華 中國史學的新趨向 歷史/碩士 羅球慶 

1989 邢福增 晚清中國基督徒對宗敎信仰與

文化環境的調適，1860-1911 

【1995年由建道神學院出版】 

歷史/碩士 王爾敏 

1989 黃美施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廷與英法 歷史/碩士 王爾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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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軍在北省地區的和戰推移：

兼論清政府與北省地方官民對

聯軍壓境的態度及因應 

1990 胡志偉 論阮元的學術思想及其對清代

學術的貢獻 

歷史/碩士 逯耀東 

1991 李家駒 一場神或上帝的爭論：早期來

華新敎敎士對於「God」一詞

的翻譯與解釋（1807-1877） 

歷史/碩士 葉漢明 

1993 梁炳華 中英就九龍城寨治權之交涉

（1898-1948） 

歷史/博士 吳倫霓霞 

1994 游子安 清代善書與社會文化變遷 歷史/博士 羅炳綿 

1994 林國輝 從《皇朝經世文續編》「學術」

及「治體」部分看晚清「經世

思想」的內涵 

歷史/碩士 劉義章 

1994 馬木池 清前期潮州地方社會與書院發展 歷史/碩士 劉義章 

1994 區志堅 查繼佐及其《罪惟錄》之研究 歷史/碩士 羅炳綿 

1995 李盤勝 康熙帝之民族政策研究 歷史/博士 羅炳綿 

1995 胡志偉 劉師培政治思想研究 歷史/博士 梁元生 

1995 葉國洪 張之洞與其所辦近代工業：從中

體西用論剖析清末工業化運動 

歷史/博士 吳倫霓霞 

1995 林錦源 汪康年與《時務報》：一位晚

清改革者的思想變遷 

歷史/碩士 劉義章 

1996 李光雄 近代村儒社會職能的變化：翁

仕朝（1874-1944）個案研究 

歷史/博士 王爾敏 

吳倫霓霞 

1996 許崇德 明洪武朝定都應天府的研究

（1368-1398） 

歷史/碩士 羅炳綿 

1997 李傑泉 清末的師範敎育（1897-1911） 歷史/博士 劉義章 

1997 劉 績 岑毓英與近代中國：兼論晚清

廣西西林縣地方精英活動 

歷史/碩士 劉義章 

1997 鍾佳華 官、紳與地方經營：以清末民

初廣東潮嘉地區為例 

歷史/碩士 劉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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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丁穎茵 王學與科舉：從考試用書、講會

與地方敎育說明二者的關係 

歷史/碩士 陳學霖 

朱鴻林 

2000 譚家齊 明太祖對刑罰輕重的態度與洪

武律法對基層社會的模塑 

歷史/碩士 朱鴻林 

2000 王 航 明憲、孝宗朝內閣與六部關係

的轉變 

歷史/碩士 陳學霖 

2000 陳潔凝 明代宦官對北京城建設之貢獻 歷史/碩士 陳學霖 

2001 李漢英 陳子褒與清末民初的女子敎育 歷史/碩士 葉漢明 

2001 李家駒 上海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

的傳播和塑造（1897 至 1949）：

從書籍出版史角度考察 

【2007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歷史/博士 梁元生 

2002 黃秀顏 家族與社會變遷：江西吉安棣

華周氏個案研究 

歷史/博士 陳學霖 

葉漢明 

2002 吳嘉輝 香港政府與漁民：一個歷史的

考察 

歷史/碩士 葉漢明 

2002 陳偉基 平 定 安 史 之 亂 ： 唐 與 燕

（755-763A.D.）在政治與軍事

領域的戰略互動 

歷史/碩士 曾瑞龍 

2002 黃維詩 二十世紀上半期香港華人喪葬

的社會分析 

歷史/碩士 郭少棠 

2003 陸文雪 閱讀和理解：十七世紀至十九

世紀中期歐洲的中國圖像 

歷史/博士 郭少棠 

梁元生 

2003 程家欣 從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的人事操

控探討慈禧對晚清皇權的競逐

（1860-1898） 

歷史/碩士 劉義章 

2003 葉天賜 元代徽州理學研究：以鄭玉及

趙汸為例 

歷史/碩士 蘇基朗 

2003 伍錦源 香港與中國內地的互動：以太

平天國時期為個案的研究 

歷史/博士 劉義章 

2004 陳敬陽 明代碧霞元君信仰的傳播與演變 歷史/碩士 朱鴻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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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陳麗媚 明末福建天主教徒的本土化經

歷：《口鐸日抄》與《西海艾先

生語錄》的傳承與文本分析 

歷史/碩士 朱鴻林 

2005 杜正貞 村社傳統與明清士紳：山西澤

州鄉土社會的制度變遷 

【2007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 

歷史/博士 朱鴻林 

2005 胡吉勛 「大禮議」與明廷人事變局及

政治倫理轉向研究：以嘉靖三

年（1524）左順門哭諫群臣遭

遇為中心的歷史考察 

【2007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歷史/博士 朱鴻林 

2005 張靜雯 澳門與近代中葡關係 歷史/碩士 葉漢明 

2006 章 毅 徽州宗族與明代地方社會的禮

教秩序︰以新安程氏為中心 

【2013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歷史/博士 朱鴻林 

2006 公一兵 The circulation of foreign silver 

coins in southern coastal 

provinces of China, 1790-1890 

歷史/碩士 蘇基朗 

2007 賀 喜 地方信仰與區域開發：宋以來

廣東高雷瓊地區冼夫人信仰和

雷神信仰研究【2011年三聯出版】 

歷史/博士 科大衛 

2007 解 揚 呂坤（1536-1618）的《實政錄》

及其經世思想的表現 

【2011年三聯出版】 

歷史/博士 朱鴻林 

2007 樊 鏵 政治決策與經世思考中的明代

海運 

【2009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歷史/博士 朱鴻林 

2007 謝曉輝 延續的邊緣：從宋到清的湘西 歷史/博士 科大衛 

2007 馬增榮 南朝（公元 420-589 年）仕宦

者的心態研究：以「忠」為考

察中心 

歷史/碩士 黎明釗 

2007 鄧國亮 明代中葉「藤峽三征」研究 歷史/碩士 朱鴻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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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李嘉寶 從慈善到市政：上海橋路修建

與地方自治運動（1905-1914） 

歷史/碩士 梁元生 

2007 王家健 華人基督徒與中國新式教育：廣

州培正中學研究（1889-1944） 

歷史/碩士 劉義章 

2008 劉 勇 晚明士人的講學活動與學派建

構：以李材（1529-1607）為中

心的研究 

歷史/博士 朱鴻林 

2008 王幫清 清代江西「懷遠人」的身分建

構與社會變遷 

歷史/碩士 科大衛 

2008 郭錦洲 明清時期徽州宗族的發展和義

田管理：以棠樾鮑氏為中心 

歷史/碩士 張瑞威 

2009 陳健成 明代經世文編所見明人經世思

想之內容 

歷史/碩士 朱鴻林 

2009 楊 吟 嘉靖朝臣對明世宗父子關係的

疏議 

歷史/碩士 朱鴻林 

2010 孫 明 清末四川農村政治：以團練為

中心的研究 

歷史/博士 梁元生 

2010 陳麗華 客家地域社會的形成：臺灣六堆 歷史/博士 科大衛 

2010 盧志虹 閨中的學者：汪端（1793-1839）

的生命歷程、詩歌編撰及歷史

關懷 

歷史/碩士 朱鴻林 

2011 余 艷 無錫縣的華氏家族：一個長時

段的探討 

歷史/博士 科大衛 

2011 張興華 中 國 內 地 會 在 河 南

（1875-1950）：以周家口、陳

州、賒旗鎮、開封為例 

歷史/博士 梁元生 

2011 陳 瑤 積穀防饑：清代湖南湘潭縣的

米穀市場與社會變遷 

歷史/博士 蔡志祥 

2011 韓朝建 土地、寺院與官府：明清五臺

山地方社會的演變 

歷史/博士 科大衛 

2011 羅杜芳 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

洞庭湖區的環境變遷：以「堤

垸」為中心的考察 

歷史/博士 蘇基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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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李 林 晚清進士的考選與教育：以進

士館為中心的研究（1898-1911） 

歷史/碩士 葉漢明 

2012 姜海龍 文本與語境：《北洋官報》與

清末北洋新政 

歷史/博士 葉漢明 

2012 謝茂松 明儒郝敬（1558-1639）之儒學

志業及其對清代經學之影響 

歷史/博士 朱鴻林 

2012 張文偉 雲南大理洱海東岸的地方社會

與宗教 

歷史/碩士 科大衛 

2012 萬 蜜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 

Modernity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North China 

Nianhua (New Year pictures) 

歷史/碩士 梁元生 

2012 吳兆丰 「有教無類」：中晚明士大夫

對宦官態度的轉變及其行動的

意義 

歷史/博士 朱鴻林 

葉漢明 

2012 朱 冶 十四、十五世紀朱子學的流傳

與演變：明初《四書五經性理大

全》的成書與思想反應為中心 

歷史/博士 朱鴻林 

梁元生 

2012 張學謙 元明儒醫思想與實踐的社會

史：以朱震亨及「丹溪學派」

為中心 

歷史/博士 梁其姿 

張瑞威 

2013 敖迎盈 宋到清初的吉安青原山佛寺與

地方精英 

歷史/碩士 卜永堅 

2013 彭永昌 1876-1879 年華北旱災期間西

方賑濟活動及其影響 

歷史/碩士 何佩然 

2013 黃展樑 明末皖北社會的動亂與變遷：

以南直隸鳳陽府潁州太和縣為

中心 

歷史/碩士 卜永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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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科技大學（1995-2012） 

遞交年分 作者 論文題目 學系/學位 指導老師 

1995 高國豪 天庾正供：晚淸漕糧海運制度

的成立、組織及作用 

人文/碩士 甘德星 

1996 吳妙慧 洪亮吉《北江詩話》研究 人文/碩士 陳國球 

1996 殷嘉慧 八股文的形式裂罅 人文/碩士 高辛勇 

1997 鄭銳達 移民、戶籍與宗族：淸代至民

國期間江西袁州府地區研究 

【2009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人文/碩士 蔡志祥 

1999 陳岸峰 沈德潛詩學理論與明代復古

詩說之關係探析 

人文/碩士 陳國球 

1999 鄭永健 朱熹、王陽明「格物」說的比

較及檢討 

人文/碩士 馮耀明 

2000 范廣欣 誠信與務實：試論郭嵩燾的外

交思想 

人文/碩士 張 灝 

2000 由 紅 劉宗周《人譜》思想研究 人文/碩士 馮耀明 

2001 周飛舟 制度變遷和農村工業化：包買

制在清末民初手工業發展中

的歷史角色 

社會科學/

碩士 

【待考】 

2001 孫衛國 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

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

1637-1800 

人文/博士 王心揚 

2005 范廣欣 以經術為治術：晚淸湖南理學

家的經世觀念研究 

人文/博士 張 灝 

2005 黎麗明 從工匠到藝術家：淸末以來廣

東石灣陶瓷從業員的身分地

位建構 

人文/碩士 蔡志祥 

2005 謝文欣 明代杜詩選本研究 人文/碩士 陳國球 

2006 陳偉江 王重陽心性論研究 人文/碩士 葉錦明 

2007 任 明 淸代畫家費丹旭研究：以其交 人文/碩士 傅立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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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肖像畫及仕女畫為中心 

2007 余劍龍 南方詩歌社群與晚淸「詩界革

命」 

人文/碩士 陳建華 

2008 李思涯 胡應麟文學思想研究 人文/博士 陳國球 

2008 陳亮亮 朱熹對《論語》「學」的槪念

的詮釋 

人文/碩士 陳榮開 

2008 陳士誠 從《帝鑒圖說》看張居正心目

中理想君王的形象，兼論他的

帝師角色 

人文/碩士 呂宗力 

2008 劉錦江 明代三一敎敎義析論 人文/碩士 葉錦明 

2010 楊彥妮 明代中後期唐詩選本研究 人文/碩士 陳國球 

2012 王林偉 正學理想與天人回環：論船山

思想的核心問題與視野 

人文/博士 黃敏浩 

四、香港浸會大學（2003-2013） 

遞交年分 姓名 論文題目 學系/學位 指導老師 

2003 周子峰 近代通商口岸研究：以廈門城市

發展為個案之考察（1900-1937） 

歷史/博士 李金強 

2005 范永聰 《東方雜誌》與近代中國文化

的變遷 

歷史/博士 周佳榮 

2005 林錦源 張蔭桓（1837-1900）與近代

中國：一位清季大臣從「雜流」

置身「貳卿」的個案研究 

歷史/博士 林啟彥 

2007 盧嘉琪 清代廣嗣思想研究 歷史/博士 劉詠聰 

2010 文兆堅 《教育雜誌》與近代中國教育

思想的傳播 

歷史/博士 周佳榮 

2012 區顯鋒 王錫祺（1855-1913）與《小

方壺齋輿志叢鈔》之研究 

歷史/博士 周佳榮 

2012 黃彩蓮 福音與邊疆：近代廣西基督教

史之研究（1862-1945） 

歷史/博士 李金強 

2013 黃嘉康 清流、士紳、遺老：陳寶琛的 歷史/博士 李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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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與事功（1848-1935） 

1995 潘淑華 Five Years Of “Mischievous 

Activity” : An Analysis of 

Governor Hennessy’s Policies 

towards the Chinese in Hong 

Kong, 1877-1882 

歷史/碩士 馮培榮 

1998 彭淑敏 “To Save Life and Spread the 

True Light” : 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 in 

China (1899-1936) 

歷史/碩士 J. Barton 

Starr 

1998 張美娥 “Bona Fide Auxiliaries” : The 

Literary and Educational 

Enterprise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in the Canton 

Mission (1830-1854) 

歷史/碩士 J. Barton 

Starr 

1999 范永聰 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 歷史/碩士 周佳榮 

1999 姜嘉榮 清季閩南基督教之發展 歷史/碩士 李金強 

2001 梁頌茵 A Bilingual British 

“Barbarian” – A Study of 

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 as the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for the British 

Plenipotentiaries in China 

between 1839-1843 

歷史/碩士 J. Barton 

Starr 

2001 湯泳詩 近代中國自立教會：從巴色會

到香港崇真會之個案研究

（1847-2000） 

歷史/碩士 李金強 

2003 盧鑑榮 清末立憲派個案研究：江蘇立

憲派與江蘇諮議局 

歷史/碩士 林啟彥 

2010 布琮任 Westerners in Li Hongzhang’s 

Mufu – With References to 

Gustav Detring and Hosea 

Ballou Morse 

歷史/碩士 麥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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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呂凱鈴 Gender, Emotions, and Texts: 

Writings to and about 

Husbands in Anthologies of 

Qing Women’s Works 

歷史/碩士 劉詠聰 

2013 何宇軒 「夫道」：清代家訓所呈現的

男性人格 

歷史/碩士 劉詠聰 

五、珠海書院中國歷史研究所（1973-1978） 

遞交年分 作 者 論文題目 學系/學位 指導老師 

1973 周家和 清代銀錢貨幣制度的研討 碩士 李 璜 

1974 陳啟樵 明代中國與滿剌加之關係 碩士 陳直夫 

1974 李志剛 容閎研究 碩士 羅香林 

1974 余偉雄 戊戌變法之原因及其影響 碩士 李 璜 

1975 藍建雄 道忞法師研究 碩士 羅香林 

1976 尹西明 論宋太宗、明成祖、清世宗之

得國 

碩士 周億孚 

1976 王其祥 丁日昌研究 碩士 羅香林 

1977 陳 灼 中英南京條約研究：論中國近

百多年苦難的開端 

碩士 李 璜 

1978 馬楚堅 明神宗之施政及其影響 碩士 羅香林 

六、新亞研究所（1959-2012） 

遞交年分 作 者 論文題目 學系/學位 指導老師 

1959 黃開華 明代土司制度設施與西南開發 碩士 羅香林 

1960 王兆麟 明初太監與廠衛制度之研究 碩士 【待考】 

1961 區惠本 明代礦稅弊政之研究 碩士 【待考】 

1961 楊啟樵 明代諸帝之崇尚方術及其影響 碩士 【待考】 

1961 廖 珍 清初百年文藝思潮 碩士 【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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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梁中英 李鴻章與清廷外交對日決策

關係 

碩士 【待考】 

1963 黃養志 乾隆朝征緬考實 碩士 【待考】 

1963 張 震 晚明流寇興滅之研究 碩士 羅香林 

1963 黎華標 朱子理學中之理氣系統 碩士 劉百閔 

1964 莫廣銓 明中葉漕運之弊害 碩士 牟宗三 

1966 李明道 永曆奔緬考實 碩士 羅香林 

1968 郭遠欽 顧亭林年譜新編 碩士 【待考】 

1968 梁瑞明 王船山與明末清初的哲學 碩士 【待考】 

1970 鄧青平 清雍正年間的文官養廉制度 碩士 汪經昌 

全漢昇 

1973 歐陽鎰豪 從政治經濟兩方面看 1905 年

粵漢鐵路之贖約運動 

碩士 全漢昇 

1977 李金強 清代福州之研究 碩士 孫國棟 

1977 陳自遜 聊齋志異、新齊諧與閱微草堂

筆記的比較研究 

碩士 徐復觀 

1979 梁滇瑛 初二刻拍案驚奇研究 碩士 徐復觀 

1979 黃兆強 趙翼史學研究 碩士 吳俊升 

1979 馮康泰 金瓶梅詞話與儒林外史的人

物型像研究 

碩士 李學銘 

1981 張綺文 呂留良的研究 碩士 徐復觀 

1982 林燊祿 明代金花銀的折納 碩士 全漢昇 

1982 黎志剛 郭嵩燾對晚清經濟問題的探討 碩士 全漢昇 

1983 陳惠雪 歸有光研究 碩士 王韶生 

1985 陶國璋 王陽明哲學研究：良知之三性 博士 牟宗三 

1986 李超群 晚清武漢企業史略 碩士 全漢昇 

1987 鄧雪蓮 清季福建船政局史略 碩士 全漢昇 

1987 林燊祿 明代田賦的改折 博士 全漢昇 

1988 楊學元 清中葉後國家財政與現代化

企業的關係 

碩士 全漢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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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區紹賢 清代福建的糧食短缺問題及

其補缺辦法 

碩士 全漢昇 

1990 方潤華 十八世紀福建米糧供求與米

價變動的關係 

碩士 全漢昇 

1990 鄭潤培 清季漢陽鐵廠史之研究 博士 全漢昇 

1990 鄧國榮 明代太僕寺銀研究 碩士 全漢昇 

1991 張偉保 明代徭役制度改革之研究：以

江西為中心 

碩士 全漢昇 

1991 鄭永常 明洪武宣德年間中越關係研究 博士 全漢昇 

1992 高國豪 清代漕運制度的廢弛與改革

研究 

碩士 全漢昇 

1993 楊永漢 晚明遼餉收支的研究 博士 全漢昇 

1995 詹益光 明代漁課之研究 碩士 全漢昇 

1995 劉志平 明代經濟與白銀的供需 碩士 全漢昇 

1996 宋小君 清代玉器美學研究 碩士 邱燮友 

1996 江玉勤 早 期 開 平 煤 礦 發 展 研 究

（1876-1892） 

碩士 李木妙 

1997 陳耀權 清代前期中英貿易關係研究 碩士 李木妙 

2000 朱雪芳 比較朱熹與王陽明「格物」義

研究 

碩士 陶國璋 

2003 鄺振威 洪武至隆慶年間（1386-1571）

明蒙馬匹貢市發展研究 

碩士 楊永漢 

2008 趙善軒 上 海 機 器 織 布 局 部

（1878-1893）發展史研究 

碩士 張偉保 

2009 楊鍵文 郭嵩燾、李鴻章外交思想研究 碩士 李學銘 

2012 江燕媚 張之洞「通經致用」教育思想

研究 

碩士 李學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