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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利《明清研究》第17期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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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利《明清研究》第18期目錄 

Ming Qing Yanju XVIII 2013-2014 

Han And Non-Han 

Hang Lin Intimacy of Power, Alliance of Kinship: Imperial Marriages 

of the Khitan Liao Dynasty (907-1125) 

Stephen G. Haw The Semu ren in the Yuan empire 

Francesca Fiaschetti Tradition, Innov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ubilai’s 

diplomacy 

Andrew Shimunek The phonology and lexicon of Early Modern Mongolian and 

Late Southern Middle Mongol as documented in a 17th 

century Ming Chinese-Mongolian dictionary 

Federico Brusadelli “Poisoning China”: Kang Youwei’s Saving the Country 

(1911) and his stance against anti-Manchuism 

Oded Abt Nation, Ethnicity and Lineage: Historical Memories of 

Zheng He in Fujian 

Book 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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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明清史研究》第41輯目錄 

論文  

宣祖代  洪純彦의  외교활동과  朝ㆍ明관계 

（洪純彥的活動及宣祖時期朝鮮與明朝的關係） 

김경록 

朝鮮通事 굴마훈, 淸譯  鄭命壽 

（朝鮮通事古兒馬紅，清譯鄭命壽） 

金宣旼 

16~17 세기 豆滿江  邊境地帶  女眞의 성장과 국제질서의 

변화——瓦爾喀 등 女眞族 통합과정을 중심으로 

（16-17 世紀圖們江的女真成長與國際秩序的變遷） 

南義鉉 

동아시아 해양어류지식의 역사 : 어보 출현 이전을 

중심으로 

（東亞地區海洋魚類知識的歷史：以魚譜的誕生為中心） 

金文基 

淸代 天地會 起源傳說의 脚色과 變遷 : 인물과 이야기의 

비교를 중심으로 

（淸代天地會起源傳說的改編與變遷：以人物和故事的比較為中心） 

李平秀 

明ㆍ淸代 福建 宗族의 祖上祭祀 認識—— 

祈福避禍信仰과 관련하여 

（明清福建宗族的祖上祭祀認識：關於祈福避禍信仰） 

원정식 

中國에서 流入된 地圖의 朝鮮的 變容 

（中國地圖的流入對朝鮮的改變） 

鄭恩主 

1848 년 漕糧  海運의 중단, 敎案, 그리고 河運에의 ‘집착’ 

（1848 年青浦教案後漕糧海運及運河的變遷） 

曺永憲 

書評 
 

魏光奇『有法與無法——淸代的州縣制度及其運作』——北京：商

務印書館, 2010 

박민수 

彙報 
 

 

明清史學會 
201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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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明清史研究》第42輯目錄 

論文  

조선과 에도문단의 중국 시문집 출판형태와 향유층 비교 

（朝鮮和江戶之間中國文學的讀者群和出版格式的鮮明對比） 

노경희 

근세 일본의 중국 선서(善書) 수용 및 유통 

（早期近代早期日本善書的出版與分布） 

김시덕 

명말 강남 사대부의 佛學 유행과 『嘉興大藏經』 開版 

（江南士大夫的佛學研究趨勢與明末《嘉興大藏經》的出版） 

이미정 

明末 余象斗의 상업 출판—— 

법률관계 서적을 중심으로 

（晩明余象斗的商業出版：以和法律有關的書籍爲中心） 

朴桂花 

건륭 시기 『大藏經』의 滿文 번역과 짱꺄 쿠툭투 3 세 

（乾隆時期譯《大藏經》的滿文翻譯與三世章嘉呼圖克圖） 

安允兒 

조선 변경정책의 허와 실—— 

두만강 유역 女眞 藩胡의 성장과 발전 

（朝鮮邊境政策的軟弱與堅定：圖們江流域的藩胡與女真的發展） 

한성주 

1884 년 ‘李範晉 사건’의 재조명 

（重新探索 1884 年的李範晉事件） 

權仁溶 

淸末 上海의 善堂運營과 育嬰의 변모 

（淸末上海的善堂運營與育嬰之變貌） 

劉採源 

彙報 
 

 

明清史學會 
201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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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明清史研究》第43輯目錄 

論文  

14~15 세기 우량카이 3 衛와 몽골ㆍ明 관계 

（14 至 15 世紀蒙古兀良哈三衛和明的關係） 

윤은숙 

명대 장원 『다록』의 해석상 제문제 (상)—— 

제다법을 중심으로 

（張源《茶錄》的製茶曖昧意涵研究的新解釋） 

송해경 

명대 위소제도의 형성과 성격—— 

변경지역의 東寧衛를 중심으로 

（明代衛所制度與東寧衛之硏究） 

南義鉉 

南京을 재현한 明末淸初 山水版畵와 繪畫 

（明末清初山水版畫與繪畫中的南京形象） 

박효은 

外國(tulergi gurun)에서 外藩(tulergi golo)으로—— 

17 세기 청-할하 관계 

（從外國到外藩：17 世紀清朝與喀爾喀的關係） 

李善愛 

淸代의 人口移動과 天主敎徒—— 

四川 天主敎徒의 移住民 性格을 중심으로 

（清代的移民和基督徒：四川社會中的基督徒移民） 

李俊甲 

19 世紀 初 對淸使行과 燕行圖—— 

《李信園寫生帖》을 중심으로 

（十九世紀初燕行圖中的清使者：以「李信園寫生帖」為例） 

정은주 

1885 년 淸ㆍ日 天津條約의 재검토 

（1885 年的淸日天津條約之討論） 

于晨 

20 세기 초 중국 미션계 병원의 토착화—— 

경제적 자립에 대한 의료선교사의 동향을 중심으로 

（二十世紀初中國教會醫院之本土化：基於經濟獨立的醫療傳教士動向為中心） 

曹貞恩 

彙報 
 

 

明清史學會 
20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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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明史學會編 

《明史研究》第14輯（2015年3月，合肥：黃山書社） 

目錄 

篇名  

從四子部到四科：明初戶部組織調整及其影響 曾美芳 

明代蘇松督糧道制考略 胡克誠 

1572-1573年海道漕運的「夭折」及意義 曹永憲 

明代官方告示的結構與格式 連啟元 

明代福建新縣和地區文化變遷：以公署和學校建設為中心 元廷植 

明代嘉靖朝舉人御史選任探析 翟云杰 

正律、比附律與嘉靖後期判死朝臣 解 揚 

試論東林學派及復社對清初國家治理的影響： 

以清初幾位理學名臣為個案 

張憲博 

明代士大夫的節義觀念及其行為抉擇 陳寶良 

晚明多元理學學說之間的對話與競爭： 

以李材與許孚遠、萬廷言的互動為例 

劉 勇 

 

《明儒學案》的文本剪裁及編纂問題析說： 

以魏校學案為例 

何威萱 

明代江陰徐氏家族教育活動探略： 

兼析徐霞客家族英才崛起的奧秘 
蔣明宏 朱露露 

祟病之除魅指南：晚明醫方典籍與醫案實錄之摭例略述 林宜蓉 

明代漢族學者與伊斯蘭天文、曆法之學 陳占山 

難得的軍事家——俞大猷 范中義 

試論戚繼光與義烏兵的招募和征戰 龔劍鋒 高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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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札記  

明朝覆亡歷史與章太炎民族革命論 沈定平 

史料考釋 
 

明中山王徐達子孫墓誌考釋 邵 磊 

孫燧年譜 ［明］陳有年輯著 

王孫榮點校 

學人回憶 
 

司律思先生的學術遺產 魯大維 

(David Robinson) 

書評 
 

《〈明史‧地理志〉疑誤考正》簡評 肖立軍 

書訊 
 

《明代蜀中望族：蓬溪席家》出版  

《明代宗藩犯罪問題研究》與讀者見面  

田澍新著《正德十六年：「大禮議」與嘉隆萬改革》  

胡丹輯考《明代宦官史料長編》出版  

森正夫等編《明清時代史的基本問題》中文版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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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 

《明史研究論叢》第13輯 

（2014年10月，北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目錄 

篇名  

《明史》校勘修訂和信息時代的到來 南炳文 

關於明代中後期的歷史走向： 

黃仁宇傳統中國「不能產生資本主義萌芽」說述評 

張顯清 

《萬曆會計錄》的重新認識與明史研究的新議題 萬 明 

明清時期社會群體的變動趨向 吳 琦 

海防地理視域下的明代福建水寨內遷 王日根 黃友泉 

榆林長城修築與明中後期「長城時代」的開啟 趙現海 

明末州縣官僚的地理分佈： 

以《分省撫按縉紳便覽》為中心 

伍 躍 

二十世紀以來的明代學校與科舉研究 郭培貴 

從「都司」含義的演變看明代衛所制與營兵制的並行與交

錯：以從「都司領班」到「領班都司」的轉變為線索 

彭 勇 

 

明代山東小雲南移民淺談 張金奎 

《明太祖實錄》勘誤一則兼論明代遼東屯田起始時間 陳曉珊 

極權性格的養成： 

嘉靖初年朱厚熄的心路歷程（1521-1524） 

陳時龍 

毛國科使日考：兼談萬曆援朝東征後期的和議問題 楊海英 

晚明通俗文學的商業化出版及作者和受眾分析 張獻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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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流行：明亡原因的另類解讀—— 

以明清之際野史筆記中的災異記錄為考察對象 

張兆裕 

 

會議綜述 
 

「新世紀明史研究的新熱點與新進展」學術研討會綜述 趙現海 

書評 
 

《〈明史•地理志〉疑誤考正》評介 林延清 

《明代海南文化研究》讀後 張兆裕 

譯文 
 

拄杖者：曾鯨和晚明的圖像創作 ［美］斯歐克

旺‧喬伊撰 

劉楠杰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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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誠如、徐凱編《明清論叢》第13輯 

（2014年4月，北京：故宮出版社） 

目錄 

篇名 作者 

燕地雨無正：明代北京城的雨災與官方的善後措施 邱仲麟 

明代士大夫的仕隱觀念及其抉擇 陳寶良 

明代出海軍 牛傳彪 

一個移民後裔的醫事活動：以明代名醫萬全為例 吳琦 嚴忠良 

明末清初桐城桂林方氏家族與西學流播 金衛國 

清代密考制度探析 鄒愛蓮 王金山 

清初京官考績制度 孔祥文 

雍正帝與秘密奏摺 晁中辰 

試論清代對欽差大臣的獎罰措施 張晶晶 

略論清代的巡幸制度 趙雲田 

試論明清經筵制度的發展演變 許 靜 

清季捐納對內務府補缺制度的影響 滕德永 

雍正朝「維民所止」試題案考 李國榮 

高其位與賞四團龍補服 楊 虎 

樊守義與中西文化交流 吳伯婭 

從四庫提要看清人歐洲觀 龐乃明 

清代中國漂流民與日本儒生的筆談： 

以《得泰船筆語》為中心 

王曉秋 

八國聯軍侵佔北京時期安民公所的設立 ［韓］金澤璟 

庚子年之後北京的多重文化圖景 王建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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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宮廷與江南的地緣戰略變化 余同元 

明清里甲的土地分佈形態：以徽州府為中心的考察 汪慶元 

清代萬柳堂與北京園林文化 鄭永華 

清代皇帝宗廟廟數制度探析 張小李 

乾隆時期慈寧宮的修繕與改建 田 園 

樣式雷《東堂子胡同錢局地盤畫樣細底》的文獻價值 張兆平 

清代宮廷茶葉管理機構考論 萬秀鋒 

清代王公的飲茶雅趣：以醇王府、恭王府和榮王府為例 孫其剛 

繼承閻若璩遺產清除偽竹簡霧霾： 

紀念閻若璩逝世310週年 

房徳鄰 

康熙朝內府圖書編刊探析 李士娟 

《清史稿‧天文志》纂修考 趙晨嶺 

論「文獻辨偽」與清代學術 佟大群 

今古文分派說始自清代哪位學者： 

從劉師培的一則文字談起 

李 帆 

端方近代化教育觀探析 劉甲良 閆長麗 

論書法家林則徐： 

從集中發見的楹聯看林則徐書法活動 

姜舜源 

清中期書畫收藏研究 孫曉松 

從《萬壽盛典初集》看康熙朝宮廷用瓷 孫 悅 

清宮舊藏日本織物淺談 梁 科 

第十五屆清史學術研討會綜述  

為學為人皆為師：悼念著名歷史學家王天有教授 朱誠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