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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明史研究》第67期目錄 

Number 67, May 2013 

Original Article  

Cheng, Yu-yin Tang Xianzu’s (1550-1616) Peony Pavilion and Taizhou 

Philosophy: A Perspective from Intellectual History 

Li, Xiaorong “I Sliced My Flesh into Paper, and Ground My Liver into 

Ink”: Wang Cihui’s (1593-1642) Sensualist Poetry as An 

Alternative Route to Self-realization 

He, Zhaohui Struggling for Balance: The Finances of Baodi County 

Around Wanli 20 

Reviews  

美國《明史研究》第68期目錄 

Number 68, September 2013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Carlitz, Katherine Three Ming Dynasty Martyrs and Their Monstrous 

Mothers-in-law 

Original Article 

Lufrano, Richard Cherishing The People and Enriching The Dynasty: 

Officials and Non-elite Petitioners in Late Ming Jiangnan 

Jiang, Yonglin The “Southern Great Wall Of China” in Fenghuang County: 

Discovery and Restoration 

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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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明史研究》第69期目錄 

Number 69, May 2014 

Original Article 

Dardess, John W.  From Civil War to The Ming Founding: The Verbal 

Photography of Liu Song 

Jiang, Yonglin Legislating Hierarchical yet Harmonious Gender Relations 

in The Great Ming Code 

Yue, Isaac Vulpine Vileness and Demonic (Daoist) Magic: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extual History of Suppressing 

The Demons 

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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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清史研究》第10輯目錄 

篇名篇名篇名篇名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頁碼頁碼頁碼頁碼 

明•宣德朝における武臣の罪と罰（一） 奧山憲夫 003 

中国南方における北宋軍の騎兵利用について 大室智人 069 

『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案內（3） 土屋悠子 101 

明代史研究文獻目錄（稿） 岩渕慎 

道上峰史 

107 

驢鳴犬吠錄 川越泰博 113 

『明清史研究』總目次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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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明清史研究》第39輯目錄 

論文論文論文論文        

明初 朝鮮 貢女 親族의 政治的 成長과 對明外交活動—— 

權永均과 韓確을 中心으로 

（明初朝鮮貢女親族與明鮮關係──以權永均和韓確爲主） 

林常薰    

 南京의  문제와 甲 개혁 

（明末南京的治安問題与火甲改革）    

정상호    

明淸交替期의 淸과 琉球—— 

淸朝의 第一次 琉球 使行 派遣과 正使 張學禮의 使行活動

을 中心으로 

（明清之際的清廷與琉球──以清朝第一次派遣之使者張學禮的出使活動為中心）    

李俊甲    

청말 러시아 조사단이 본 청말 張家口—— 

뽀즈네프 알렉세이 마뜨베이비치(Pozdneev Aleksei 

Matveevich)의 기록을 중심으로 

（清末俄羅斯調査團眼中的張家口）    

鄭惠仲    

 啓 의 改 과 國 國家 

（淸末梁啓超的財政改革案與國民國家） 

鄭址鎬    

잠영(潛影)과 몰락(沒落)—— 

한국사 교과서의 청나라 서술 분석 

（潛影與沒落──韓國史敎科書裏淸朝史敍述的分析） 

이영옥 

期  

（朝鮮後期的白銀流通） 

山本進 

[2012 년 제 1 회 명청사학회 중국 역사유적 답사보고] 

廣東 珠江三角洲 답사——꿩고기도 먹고 碉 

（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古蹟探索） 

박기수 

彙報彙報彙報彙報  

 

明清史學會 

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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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明清史研究》第40輯目錄 

論文論文論文論文        

明代 前期 外國 使節의 身分證明 方式과 國家間 體系 

（明朝使節的旅遊和出使與前現代東亞的國家體系） 

鄭東勳    

네덜란드 동인도회사의 기록을 통해 본 의 構 —— 

1620 년대  무역의 변화와 件 

（東印度公司紀錄中的晚明貿易結構）    

    

Solid as a Rock? : The Story of the Nantang Imperial Commissioned 

Stele 

（堅如磐石？〈御製天主堂碑記〉中的歷史事件）    

祝平一    

Family Strategy and State Policy : Migration and Civil Examinations 

in Southern China, 1660-1760 

（家庭戰略和國家政策：1660-1760 年華南的移民與科舉） 

Steven 

B. Miles 

明朝와 番僧 

（明朝與番僧）    

金成修 

1780 년 열하의 칠순 만수절과 건륭의 ‘제국’ 

（1780 年乾隆皇帝於承德的七十歲壽宴） 

邱凡真    

淸 중엽 牛痘法의 도입과정과 광동 行商의 역할 

（淸中葉牛痘法的引進過程和廣東行商的作用） 

朴基水 

[정년퇴임기념회고] 나의 명청사 연구 회고담 

（我於人文建築科學研究院的回憶） 

鄭台燮 

彙報彙報彙報彙報  

 

明清史學會 

201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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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明史學會編 

《明史研究》第13輯（2013年7月，合肥：黃山書社） 

目錄 

篇篇篇篇名名名名  

晉陵何墅何氏家乘所載洪武、建文敕書的發現以及明甯遠

侯何福家世考 

何歌勁 

從《通鑒博論》看「朱棣為元順帝之子」傳說的故事原型 楊永康 

麥福與明代嘉靖朝政局 齊 暢 

論「大禮議」的核心問題及其影響 吳 銳 

論明代嘉靖八年榜眼程文德的政治、文化成就 龔劍鋒 孫麗麗 

張居正與洪朝選案 江柳青 

陳子龍的江南論 森正夫 

明代捐監生的銓選及升遷 王海妍 

洪武時期山東沿海衛所建置述論 張金奎 

明代哨犯初探 劉少華 

明代著名大將王越史事考 趙長海 

進退兩難：從晚明沿岸擱淺船隻的遭遇看東亞海洋活動的

風險 

譚家齊 

明代靈州鹽業管理與運營機制研究 展龍 耿勇 

明代官窯制度與實際應用：兼談嘉萬以降文人的精緻生活 劉明杉 

明定陵出土的萬曆帝后髮簪研究 王麗梅 

錢謙益對明代「後七子」詩派態度發微：錢謙益《列朝詩

集小傳》和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之比較 

張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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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同臥起」：明武宗與江彬、錢寧關係考辨 呂 楊 

明代官員「管懷理」姓氏考辨 陳時龍 

新書介紹新書介紹新書介紹新書介紹  

解揚著《治政與事君：呂坤〈實政錄〉及其經世思想研究》

出版 

王 磊 

沈定平著《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季：趨同與辨異》

出版 

岳 麓 

李媛著《明代國家祭祀制度研究》出版 李 佳 

趙現海著《明代九邊長城軍鎮史──中國邊疆假說視野下

的長城制度史研究》出版 

王紹欣 

《百年明史論著目錄》出版 逸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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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明主編 

《明史研究論叢：明代國家與社會研究專輯》第 12輯

（2014年 1月，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目錄 

篇篇篇篇名名名名  

明代財政的轉型：以《萬曆會計錄》浙江田賦為中心的探析 萬 明（001） 

被扭曲的形象與被湮滅的歷史：評明清傳統文獻中的陳友諒 彭 勇（016） 

對「計里畫方」在中國地圖繪製史中地位的重新評價 成一農（024） 

明人對書院的態度：以明代地方志的書院記載為考察對象 陳時龍（036） 

明代蘇州府徭役折銀考論 侯官响（048） 

宗族組織與戶役分擔：以明代祁門桃源洪氏為個案 王紹欣（067） 

明初山東海防職能的初步轉型 張金奎（084） 

「土木之變」前後蒙古打通「陰山走廊」與進入河套 趙現海（095） 

論于謙與景帝君臣關係的變動及其對土木之變後京營領

導體制重建的影響 

洪國強（117） 

萬曆朝鮮戰爭第一階段（1592-1593）的明軍：以《中國

明朝檔案總匯》衛所選簿為中心之考察 

卜永堅（132） 

從科舉宴排位爭議看明嘉靖初皇權之強化 胡吉勛（142） 

明嘉靖時期外戚張延齡案評析 葉群英（155） 

王陽明《傳習錄》對儒家經典的詮釋 汪學群（165） 

羅汝芳對儒家經典的理會及其思想史意義：以其泛論《四

書》《五經》和專論《語》《孟》為中心 

王啟發（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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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lden Map of China」中「化人」略析：兼考「佛

郎機」與「佛郎機國」 

金國平（209） 

論《皇明啟運錄》中明太祖「法度昭明」之形象 莊慶亮（224）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索隱 張兆裕（243） 

明代「兵備道契尾」考 阿 風（254） 

跋楊東明十卷本《山居功課》 解 揚（262） 

明清易代之際私撰明史風氣的興起及其消退 曹江紅（266） 

國外學術動態國外學術動態國外學術動態國外學術動態  

2009-2012年日本明清史夏合宿簡介 申 斌（282） 

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調查報告  

2012年徽州調查報告 康 健（2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