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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明代研究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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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年度，361 頁。 

6. 莊凱雯，〈朱舜水學術思想及其對日本江戶時代文化之影響〉，國立中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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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陳英傑，〈宋元明詩學發展中的「盛唐」觀念析論〉，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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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99 學年度，1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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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99 學年度，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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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系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碩士論文，99 學年度，頁 177。 

22. 周玉軒，〈袁于令與《西樓記》研究〉，中壢：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99 學年度，1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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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99 學年度，2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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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99 學年度，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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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99 學年度，2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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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99 學年度，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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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99 學年度，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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