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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明史研究》第71期目錄 

Number 71, August 2015 

Introduction  

Katharine P. Burnett Introduction: Decadence (or Not) in the Ming Dynasty 

Harry Miller Introduction: Reflections on Decadenc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rticles  

Kenneth J. Hammond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Wang Shizhen, 

Jinpingmei, and the Taizhou school 

Peter Ditmanson Imperial History and Broadening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Late Ming China 

Katharine P. Burnett Decadence Disrupted: Arguing Against a Decadence 

Model in Late Ming Painting History 

Reviews  

美國《明史研究》第72期目錄 

Number 72, October 2015 

Articles  

Lane J. Harris Into the Frontiers: The Relay System and Ming Empire 

in the Borderlands, 1368-1449 

Huiping Pang The Confiscating Henchmen: The Masquerade of Ming 

Embroidered-Uniform Guard Liu Shouyou 

Xian Wang Langxian's Dilemma Over the Cult of Martyrdom and 

Filial Piety: A World of Emptiness in “The Siege of 

Yangzhou” 

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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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明史研究》第73期目錄 

Number 73, May 2016 

Articles  

Ellen Soulliere The Writing and Rewriting of History: Imperial Women 

and the Succession in Ming China, 1368-1457 

Yun Zong Between Praise and Prohibition: How the Ming State 

Coped with Extreme Filiality 

Chi-hung Wong Shenyun before Wang Shizhen: A Terminological Study 

of Hu Yinglin's and Lu Shiyong's Poetics 

Ted Farmer Interviews with Ming Scholars 

Book Reviews  

John W. Dardess Doing Good and Ridding Evil in Ming China: The 

Political Career of Wang Yangming 

Ji Hao Women's Poet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hambers 

Frederik Vermote London: The Selden Map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City, 1549-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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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明清史研究》第44輯目錄 

論文  

15 세기  후반  建州女眞의  생존  전략  :  조  ·  명  연합군의 

정벌과  영향을  중심으로 

（15 世纪後期建州女真的生存策略） 

박정민 

海商  王直의  興亡과  徽州  네트워크 

（海商王直的興亡與徽州關係網） 

曺永憲 

蔡暻洙 

17 세기 초 동아시아 해양세계의 변화와 海商 李旦 

（十七世紀初海洋世界的變化與海商李旦） 

한지선 

명 말 崇 禎 年 間 의 재정과 군비 조달 : 加 派 와 捐 納  등을 

중심으로 

（崇禎年間的財政狀況與軍備──以加派與捐納為中心） 

서인범 

淸代  贖刑  體系의  變化와  그  背景  :  明律과  淸律의  差異

에  대한  검토를  겸하여 

（清代贖刑體系的變化及其背景──兼論明律與清律的差異） 

李相勛 

康熙年間 淸國人의 海洋犯越과 朝 · 淸 양국의 대응 

（康熙年間淸國人的海洋犯越及朝淸兩國的對應） 

남이슬 

紳商으로서의  廣東行商  怡和行  伍秉鑒（1769-1843） 

（廣東行商伍秉鑑[1769-1843]的紳商形象） 

朴基水 

1900 년  전후  자희태후의  불안,  격정  그리고  권력 

（1900 前後慈禧太后的不安、激情及權力） 

李永玉 

[參加記]  中國  南明史  학회에  다녀와서 

（[參加記] 2015 年中國南明史學會參加記錄） 

이화승 

彙報  

 

明清史學會 
201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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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明清史研究》第45輯目錄 

論文  

「三立三絶」  을  통해서  본  明朝의  하미（Hami）  지배의  變

化像                        （通過『三立三絕』看明朝對哈密[Hami]支配的變化）

宋正洙 

正德帝의  南巡과  南京                              （正德帝的南巡與南京） 조영헌 

명대  장원  「다록」의  해석상  제문제（중）：제다법을 

중심으로          （張源《茶錄》的製茶曖昧意涵研究的新解釋[中]）

송해경 

明代  遼東邊墻  再考──「明代東北疆域硏究」와  「遼寜

省明長城資源調査報告」를  중심으로 

（明代遼東邊牆再考── 

以《明代東北邊疆研究》與《遼寧省明長城資源報告》為中心） 

南義鉉 

청  초기  理藩院의  위상과  인적구성 

（清代前期理藩院之位置和人員構成） 

이선애 

嘉慶年間（1796-1820）의 天主敎 傳播와 淸朝의 對應 

（嘉慶年間[1796-1820]天主教的傳播與清朝的對應） 

李俊甲 

18 세기 淸朝의 軍流犯 관리와 新疆으로의 發遣 

（18 世紀清代的流刑與發遣新疆的軍流犯管理） 

김한밝 

청 중기 천지회와 지방관, 그리고 지역사회：광동지역을 

중심으로       （清中期天地會、地方官和地域社會：以廣東地區為主） 

李平秀 

19 세기초의 鄕 賑 ： 江 蘇 省  太 倉 州 ㆍ 鎭 洋 縣  사례를 

중심으로        （19 世紀初的鄉賑──以江蘇省太倉州、鎭洋縣為例） 

한승현 

外交史의 각도에서 다시 보는 防穀令사건（1889-1893） 

（從外交史的角度上再看防谷令事件[1889-1893]） 

于 晨 

彙報  

 

明清史學會 
2016 年 4 月 



近期國內外明代研究期刊、論文集目錄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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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輯 

（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年11月） 

目錄 

 

篇名  

論洪武時期的北平軍鎮 胡 凡（003） 

天順時期政治群體的制衡與宮廷政治變遷 趙現海（015） 

一位理學家的日常生活──讀明儒李呈祥《古源山人日錄》 陳時龍（062） 

弘光朝錦衣衛述論 張金奎（074） 

明代神機營建立前後若干問題考述──以火器的發展為中心 劉曉峰（086） 

陳建《皇明通紀》的經世史學初探 莊興亮（131） 

明儒夏良勝的致君嘗試──以《中庸衍義》為中心 孫天覺（148） 

明儒耿定向鄂東講學發覆 李 明（164） 

初探黃宗羲對「遞相出入」於湛、王二家之弟子的處理 黃 濤（178） 

王船山《和梅花百詠詩》與文人氣節 劉永霞（187） 

《明儒學案‧崇仁學案》校讀 朱鴻林（197） 

《明史‧食貨志》荒政志文考述 張兆裕（209） 

黃景昉年譜簡編 朱曦林（225） 

《明朝后妃與政局演變》評介 何孝榮（275） 

評《明代北部海防體制研究》 吳志宏（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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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訊 齊 暢（282） 

《明代山東海防研究》 名 實（283） 

《明四夷館韃靼館及《華夷譯語》韃靼「來文」研究》 高 英（283） 

《域外長城──萬曆援朝抗倭義烏兵考實》 海 云（284） 

   



近期國內外明代研究期刊、論文集目錄 ．277． 

朱誠如、徐凱編《明清論叢》第14輯 

（北京：紫禁城出版社，2014年9月） 

目錄 

篇名 作者 

論皇太極對遼東漢人政策的調整──以對遼官、遼將的爭取

為中心 

刁書仁（001） 

論清初統治者的重武輕文意識 廖曉晴（014） 

雍正朝行政問責與處分官員之作用 孟姝芳（019） 

清朝秘密立儲平議 喻大華（032） 

避暑山莊軍機處尋蹤──以避暑山莊為例談軍機處職能轉變 周曉梅（039） 

士紳活動在清廷江南統治中的作用與影響──以長洲彭氏為

中心的考察 

沈 欣（047） 

論清嘉道時期士風之頹 陳連營（060） 

清末督撫的崛起與中央權威的衰落 暴景升（075） 

清代后妃外戚概觀 李政富（086） 

和孝公主生平考略 郝 黎（096） 

清代盛京圍場管理機構的演變 關亞新（104） 

清政府對越界朝鮮人民之管理 陳 躍（115） 

十八世紀中葉準噶爾失敗於清朝原因探析──以《熬茶檔》、

《使者檔》等相關檔案為中心 

呂文利（124） 

清代歷史上關於臺灣的兩次論爭 梁娟娟（141） 

從直隸大名案看乾隆帝的邪教懲治措施 劉 濤（151） 

晚清政府對反教士紳處置中的兩難情狀──主要以肇端於湖

南的反教宣傳案為例 

董叢林（160） 

 



．278． 明代研究 第二十六期 

清代張家口城市功能考論 孫召華（168） 

香山昭廟都罡殿位置及匾名考 金 路（183） 

乾隆初年開放礦禁問題新探 常建華（192） 

清代錢糧蠲緩積弊及其演變 李光偉（204） 

清代前期福建商人的沿海北艚貿易 范金民（221） 

清前期對日絲織品貿易初探 何 宇（242） 

十七世紀末中國對日貿易重心北移原因初探 荊曉燕（254） 

明清時期食藥用菌物產與文獻記錄 蘆 笛（262） 

清代蒙陝農牧交錯帶土地墾殖過程研究──以懷遠縣伙盤地

為例 

王 晗（291） 

中國農業近代化的早期嘗試──以近代蘇北墾牧公司為例 岑大利（303） 

胡聯洋 

清代學術史研究範式的反思──以錢澄之為例 黃振萍（323） 

《明儒學案》纂修探微 劉 盛（332） 

《國朝宮史》編纂緣起與內容淺析 陶曉姍（339） 

晚清湖湘理學群體的學術特徵與政治選擇 張晨怡（346） 

晚清算學家徐有壬的悲情命運 劉仲華（354） 

丁韙良對晚清中國民俗的觀察──以沈弘等譯《花甲憶記》

為核心 

崔學森（362） 

 

故宮藏「豔榜」照片考察 左遠波（373） 

清代典制璽冊綜論 惲麗梅（398） 

清代皇家御用火槍管理探析 毛憲民（419） 

清代宮廷生活中的玻璃鏡 付 超（437） 

集大成開生面──「四王」繪畫「摹古」內涵之辨析 田藝玟（447） 

乾隆內府日常書畫分等制度初探──以幾個書畫鑑藏的典型

實例為中心 

張 震（465） 

徽墨胡開文款識研究 林 歡（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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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誠如、徐凱編《明清論叢》第15輯 

（北京：紫禁城出版社，2015年12月） 

目錄 

篇名 作者 

藍玉黨案再考 陳梧桐（001） 

明代經筵和日講講官的選任條件 謝貴安（025） 

明福建巡海道邵楩事蹟考實──從《分派福州武林邵氏族譜》

之龍山公傳說起 

牛傳彪（053） 

南明將領黃斌卿事蹟志疑 徐衛東（064） 

康熙帝京畿治河 趙云田（097） 

《閩頌彙編》與姚啟聖治閩平臺事 陳支平（108） 

戰爭與滿洲的形成及國家的構建 暴景升（120） 

李永芳諜事考 楊益茂（120） 

雍正朝《吏部處分則例》解讀──清代問責處分官員之法規 孟姝芳（120） 

崔 耀 

雍正朝名臣王士俊的官宦之路 袁 飛（153） 

論清代官不久任與「沖繁疲難」缺分之調整──以乾隆十二

年為中心 

張振國（162） 

政治過程視野下的清代乾隆朝監斃類事件研究──兼論清代

君主「乾綱獨斷」說 

魏淑民（175） 

曾國藩督直期間的「清訟」處置 董叢林（188） 

「禦侮」與「內爭」──義和團運動起因的若干問題新探 喻大華（196） 

日俄戰爭中日軍給旅大地區造成的災難考察 關 偉（207） 

關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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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憲法大綱》新探 崔學森（219） 

光宣之際皇權交接若干問題考 李學峰（231） 

晚清中國人走向世界的歷史軌跡 王曉秋（240） 

乾隆朝整飭社倉研究 常建華（249） 

清末剛毅江蘇清賦之考察 范金民（286） 

清代江南農業生態技術體系中的風水因素 余同元（307） 

何 偉 

乾隆帝直隸河記的產生與啟示 周曉梅（325） 

湯 斌 

清前期日本對華貿易政策的演變──以正德新令為中心的考察 荊曉燕（333） 

十七至十九世紀前期中日砂糖貿易初探 何 宇（339） 

明末清初的折銀錢體系 劉舜強（346） 

清代徽州賢媛出色的社會歷史見識 馮爾康（360） 

耶穌會士筆下的清代邸報 吳伯婭（368） 

清代太廟帝后神主題主禮淺考 張小李（376） 

恭親王奕訢和醇親王奕譞記述的禮物互贈 孫其剛（389） 

大挑──清代科舉落第舉人的另一條出路 孔祥文（402） 

清宮太監與家人關係述略 滕德永（413） 

「尚陽堡流人」問題探實 張玉興（422） 

清朝皇家園林行宮陳設檔概略 李國榮（431） 

明清水陸行程書的影響與傳承──以《一統路程圖記》等三

書為中心 

張海英（437） 

論清代頒行歷「時刻表」內的地名特點 春 花（447） 

故宮舊藏清代醫籍考 李士娟（459） 

書法在清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姜舜源（469） 

乾隆帝的哥窯收藏與賞鑑 孫 悅（482） 

故宮博物院九十華誕暨中國第十六屆清史學術研討會綜述 張建斌（4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