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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宛芝，〈《西遊記》續書之經典轉化：以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為主〉，臺

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104 學年度，167 頁。 

15. 李宛臻，〈朱彝尊《茶煙閣體物集》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

學系，104 學年度，232 頁。 

16. 周君璞，〈《傳習錄》《壇經》修養論與修行觀之比較——從道德主體通過形

氣主體至無限親近幾乎當下〉，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104 學

年度，166 頁。 

17. 周景培，〈明代永樂宮廷金銅造像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

所，104 學年度，181 頁。 

18. 林坤振，〈明末八大山人藝術與禪學思想之研究〉，新北：華梵大學東方人

文思想研究所，104 學年度，229 頁。 

19. 林秋月，〈《六十種曲》之遊覽關目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

系，104 學年度，110 頁。 

20. 林偢萍，〈「言」、「體」、「韻」——從語言美學探析王士禛「神韻說」〉，臺

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104 學年度，162 頁。 

21. 林笛，〈古傳日本之中國涅槃圖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

所，104 學年度，125 頁。 

22. 林維萱，〈明末江南文士飲食中的閒適和養生：以李漁《閒情偶寄》和高濂

《雅尚齋遵生八牋》為研究對象〉，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104 學年度，1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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