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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研究通訊》第三期(2000年10月)發行人：張哲郎，執行主編：張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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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仁恕、呂妙芬  

  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學術研討會紀要(頁57-66) 

書評 

朱 鴻 評介姜守鵬、林乾《明永宣盛世》(頁67-72) 

學界動態 

編輯部 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動態 

編輯部 第五屆(88)年會報導(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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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 近一年來學會活動(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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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仲麟 姚旅《露書》中的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頁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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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 「第九屆國際明史研討會」論文題目(頁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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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訊息 

編輯部 臺灣地區大學明代研究博碩論文目錄暨摘要(頁83-176) 

張 璉 新近明代研究書目索引資訊(頁177-187) 

 

《明代研究通訊》第五期(2002年12月)發行人：林麗月，執行主編：巫仁恕 

專題演講 

馮爾康 近年大陸中國社會史的研究趨勢 ──以明清時期的研究為例(頁1-9) 

專論 

大澤顯浩 明代出版文化中的二十四孝 ──論孝子形象的建立與發展(頁11-33) 

張藝曦 明代士人的睡眠時間與睡眠觀念──關於睡眠史的初步研究(頁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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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訊 

徐 泓 介紹幾則萬曆四十三、四年山東饑荒導致人相食的史料(頁143-149) 

林麗月 漢城「明清史研究方向的新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頁15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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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大昕 猝聞倭至──明朝對江南倭寇的知識（1552-1554）(頁2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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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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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頁75-93) 

書評 

徐 泓 評張顯清、林金樹等著《明代政治史》(頁95-102) 

張海英 評樊樹志《晚明史》(頁103-113) 

吳奇浩 評馮賢亮《明清江南地區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頁115-121) 

學訊 

朱鴻勳、顏瑞均  

  臺灣地區明代研究論著(頁123-142) 

 

《明代研究》第八期(2005年12月)執行主編：朱鴻 
專論 
邱仲麟 國防線上：明代長城沿邊的森林砍伐與人工造林(頁1-66) 

尤淑君 公與私：明代大禮議的名分意義(頁67-98) 

卞 利 明清徽州鄉村社會的經濟與文化生活(頁99-115) 

研究討論 

張瑞威 足國與富民？──江陵柄政下的直省鑄錢(頁117-124) 

史料校讀 

杜淑芬 《明史紀事本末．大禮議》校讀(頁125-167) 

書評 

陳依婷 評錢茂偉著《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為中心的考察》(頁169-178) 

李偉銘 評陳寶良著《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頁179-185) 

學訊 

朱鴻勳、顏瑞均  
  臺灣地區明代研究論著(頁187-208) 

 

《明代研究》第九期(2006年12月)主編：王德毅，執行主編：巫仁恕 
專論 

連啟元 傳播與空間：明代官方告示刊布場所及其傳播特性(頁1-34) 

陳小法 明初祖闡、克勤使日因緣考(頁35-62) 

朱冬芝 晚明士紳的人際縮影：祁彪佳日記中的社交活動及其轉變(頁63-100) 

謝玉珍 明初官方器用、服飾文樣的限制──以明初貴族墓葬的隨葬
品為例(頁101-130) 

教學與討論 

徐 泓 羅香林教授對中國移民史研究的貢獻：讀〈中國族譜所見之
明代衛所與民族遷移之關係〉(頁131-140) 

尤淑君 《定陵註略》校讀(頁141-188) 

書評 

張藝曦 評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頁189-193) 

魏君州 評彭勇著《明代班軍制度研究──以京操班軍為中心》(頁195-202) 

學訊 

嚴雅美、翁稷安  

  台灣地區明代研究論著(頁203-221) 

 
《明代研究》第十期(2007年12月)主編：王德毅，執行主編：宋惠中 
特稿 

邱仲麟、吳大昕  

  鄭樑生教授的生平與為學(頁1-15) 
論著 

邱仲麟 黑夜與妖眚：明代社會的物怪恐慌(頁17-69) 

王鴻泰 世俗空間與大眾廣場：明清城市中的寺廟空間與公眾生活(頁7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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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永堅 明代公共資本市場的興滅：以兩淮鹽引為中心(頁105-121) 

張瑞威 一條鞭法的開端：論明憲宗一朝的貨幣政策(頁123-139) 

何淑宜 一體之心，不容自已：王學士人對祭祖禮的闡釋與祠堂建設(頁141-175) 

研究與討論 

唐立宗 明代福建製鐵業發展的再思考(頁177-192) 

書評 

張哲郎 評呂士朋《明代史》(頁193-195) 

甘利弘樹 介紹森正夫《森正夫明清史論集》(頁197-208) 

呂妙芬 評朱鴻林《中國近世儒學實質的思辨與習學》(頁209-215) 
學訊 

編輯部 台灣地區明代研究論著(頁217-229) 

宋惠中 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紀實(頁230-241) 

編輯部 《山根幸夫教授追悼記念論叢－明代中國の歷史的位相》目
錄(頁242-243) 

 

《明代研究》第十一期(2008年12月)主編：王德毅，執行編輯：衣若蘭 
論著 

邱仲麟 明代遴選后妃及其規制(頁1-58) 

濱島敦俊 明代中後期江南士大夫的鄉居和城居──從「民望」到「鄉
紳」(頁59-94) 

廖肇亨 希望．絕望．虛妄──試論臺靜農《亡明講史》與郭沫若《甲
申三百年祭》的人物圖像與文化詮釋(頁95-118) 

研究與討論 

徐 泓 鄭樑生教授對嘉靖大倭寇研究的貢獻(頁119-132) 

祝平一 《崇禎曆書》考(頁113-161) 

書評 

卜永堅 評賴建誠《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
機，1531-1602》(頁163-173) 

尤淑君 評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東林党と復社》(頁175-183) 

學訊 

裴英姬 「燕行學與韓中關係」──韓國明清史學會夏季學術研討會
會議紀實(頁185-197) 

曾美芳 2008年臺灣地區明代研究相關論著(頁199-211) 
王德毅 明史工具書目錄(頁213-214) 

 

《明代研究》第十二期(2009年6月)發行人：王鴻泰，主編：王德毅，
執行主編：徐泓 

論著 

谷井俊仁 明清兩朝財政法規之特徵：以民欠和虧空為中心(頁1-39) 

王鴻泰 明清的資訊傳播、社會想像與公眾社會(頁41-92) 

黃莘瑜 遂涉徘優體，將延歲月身：湯顯祖的創作巔峰及其經濟與性
命之學(頁93-127) 

研究與討論 

徐 泓 民國六十年間的明史研究：以政治、社會、經濟史研究為主
(上)(頁129-170) 

尹貞粉 韓國明史研究的現況(頁171-198) 

書評 

杜祐寧 評川越泰博《明代建文朝史研究》(頁199-214) 

涂柏辰 評Jamie Greenbaum, Chen Jiru (1558-1639): The Background to, 

Development and Subsequent Uses of Literary Personae(頁215-222) 

劉懿萱 評朱海濱《祭祀政策與民間信仰變遷──近世浙江民間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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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頁223-232) 

劉婷玉 廈門大學明清史博碩士論文索引(1984-2009)(頁233-238) 

曾美芳 暨南國際大學明清史博碩士論文索引(2000-2008)(頁239-240) 

編輯部 近期國內外明代研究期刊目錄(頁241-248) 

 

《明代研究》第十三期(2009年12月)發行人：王鴻泰，主編：王德毅，
執行主編：徐泓 

特稿 

邱澎生、邱仲麟、閻鴻中  

  融攝人生志業於史事考訂的大家：悼念黃彰健先生(頁1-20) 

張哲郎 悼念張德信先生(頁21-32) 
論著 

范金民 《衛所武職選簿》所反映的鄭和下西洋史事(頁33-80) 

陳博翼 「Aytiur」(Aytim)地名釋證：附論早期海澄的對菲貿易(頁81-108) 

卜永堅 明朝十六世紀兩淮鹽政的制度創新：以《鹽法條例》為中心(頁109-136) 

唐立宗 從《定氛外史》看明代惠州礦徒事件、劃疆分邑與士民議論(頁137-186) 

研究與討論 

徐 泓 民國六十年間的明史研究：以政治、社會、經濟史研究為主
(中)(頁187-232) 

邱澎生 覺非山人《珥筆肯綮》點校本(頁233-290) 

書評 

沈登苗 評吳宣德《明代進士的地理分布》(頁291-306) 

張繼瑩、劉婷玉  
  評陳支平《民間文書與明清東南族商研究》(頁307-312) 

學訊 

雷文進 南京大學歷史系明清史博碩士論文索引(1984-2009)(頁313-318) 

何孝榮、張靜宴  

南開大學明清史博碩士畢業論文索引(1956-2009.6)(頁319-334) 

吳大昕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明清史博碩士論文索引(1974-2009)(頁335-342) 

江豐兆、張雅雯  

  2009年臺灣地區明代研究論文(頁343-383) 

 

《明代研究》第十四期(2010年6月)發行人：邱澎生，主編：王德毅，
執行主編：徐泓 

特稿 
柏 樺 悼恩師韋慶遠教授(頁1-16) 

論著 

李新峰 論明初里甲的輪役方式(頁17-43) 

盧增夫 鄧茂七之亂史料傳承考辨(頁45-66) 

連啟元 明代獄神廟與監獄神祇的信仰文化(頁67-94) 

吳靜芳 明末清初觀音信仰與求子故事的書寫(頁95-140) 

研究與討論 

徐 泓 民國六十年間的明史研究：以政治、社會、經濟史研究為主
(下)(頁141-162) 

王德毅 《明人傳記資料索引新編》簡介(頁163-168) 

書評 

徐 泓 評朱鴻林主編《明太祖的治國理念及其實踐》(頁169-174) 
曾美芳 評張顯清主編《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頁175-182) 

學訊 

江豐兆、張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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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六、九十七學年度臺灣明代研究博士論文摘要(頁183-234) 

編輯部 近期國內外明代研究期刊、論文集目錄與會議議程(頁235-260) 

 
《明代研究》第十五期(2010年12月)發行人：邱澎生，主編：王德毅，

執行主編：徐泓 
論著 

李卓穎 新方案與十五世紀晚期江南水利改革(頁1-35) 

張繼瑩 明清山西稻作種植：「用水極大化」的嘗試(頁37-84) 

陳賢波 明清華南海島的經營與開發：以北部灣潿洲島為例(頁85-117) 
研究與討論 

徐 泓 何炳棣著《明清社會史論》譯註：〈第三章 向上流動：進入
仕途〉(頁119-152) 

邱仲麟 陸啟浤《客燕雜記》標點并序(頁153-184) 

書評 

巫仁恕 評Si-yen Fei, Negotiating Urban Space: 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頁185-191) 

陳怡行 評樊鏵《政治決策與明代海運》(頁193-200) 

學訊 

黃國信、鄭九樂、曾攀  

  中山大學明清史博碩士畢業論文索引(1965-2010.6)(頁201-205) 

閆 鳴 復旦大學明清史博碩士畢業論文索引(1981.7-2010.5)(頁207-218) 

城地孝 日本箱根「明清史夏合宿2010」紀要(頁219-226) 

徐 泓 《明史論文提要》序言(頁227-230) 

柯淑芳 2008-2010 年臺灣地區明代研究專著(頁231-240) 

 

《明代研究》第十六期(2011年6月)發行人：邱澎生，主編：王德毅，
執行主編：徐泓 

論著 

何幸真 英廟「盛德」：明天順朝君臣對「建文問題」之態度(頁1-28) 

廖肇亨 詩法即其兵法：明代中後期武將詩學義蘊探詮(頁29-56) 

馮賢亮 江南記憶：萬曆年間的大水災與社會反應(頁57-91) 

呂士朋 崇禎初年錢謙益事件與東林內閣的瓦解(頁93-106) 

吳景傑 明代婦女買賣案件中的法律推理(頁107-140) 
研究與討論 

吳大昕 倭寇形象與嘉靖大倭寇：談《倭寇圖卷》、《太平抗倭圖》與
《明人抗倭圖》(頁141-161) 

書評 

張金奎 評于志嘉《衛所、軍戶與軍役──以明清江西地區為中心的
研究》(頁163-166) 

甘利弘樹著，李侑儒譯  

  評佐藤文俊《李公子の謎─明の終末から現在まで─》(頁167-176) 

學訊 

許馨燕、江豐兆、柯淑芳  

  九十八、九十九學年度臺灣地區明代研究學位論文(頁177-189) 

許馨燕、江豐兆、柯淑芳  
  九十八、九十九學年度臺灣明代研究博士論文摘要(頁191-223) 

編輯部 近期國內外明代研究期刊、論文集目錄(頁225-233) 

 
《明代研究》第十七期(2011年12月)發行人：邱澎生，主編：王德毅，

執行主編：徐泓 
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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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風 明代徽州宗族墓地、祠廟訴訟探析(頁1-47) 

馬雅貞 戰勳與宦蹟：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頁49-89) 

濱島敦俊 從〈放生河規約〉看明代後期江南士大夫家族(頁91-119) 

楊國安、徐斌  

  江湖盜、水保甲與明清兩湖水上社會控制(頁121-153) 

研究與討論 

王榮湟 百年袁崇煥研究綜述(頁155-186) 

史料校釋 

陳時龍 丘橓《望京樓遺稿》奏疏兩篇(頁187-191) 

邱仲麟 王在《西行記》點校并序(頁193-210) 

書評 
鄭娟容 評劉曉東《明代的塾師與基層社會》(頁211-219) 

學訊 

連啟元 第14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側記(頁221-226) 

沈玉慧 2011年京都聖護院明清史夏合宿紀實(頁227-232) 

劉 強 1978-2007年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明史研究學位論文目錄(頁233) 

顏瑞均、陳佩歆、謝宛洳  

  2010-2011年臺灣地區明代研究論著目錄(頁234-254) 

編委會 《明代研究》第一期至第十五期(1998-2010)總目索引(頁255-260) 

 
《明代研究》第十八期(2012年6月)發行人：邱仲麟，主編：王德毅，

執行主編：徐泓 

特稿 
黃秀顏 陳學霖教授：學術生平和明史研究簡述(頁1-21) 

徐 泓 何炳棣教授的明清史研究(頁23-46) 

論著 

謝曉輝 只願賊在，豈肯滅賊？明代湘西苗疆開發與邊牆修築之再認
識(頁47-80) 

劉心如 新安具眼：詹景鳳與晚明鑑賞家的地域競爭(頁81-102) 

王鴻泰 明清感官世界的開發與欲望的商品化(頁103-141) 

研究與討論 

何炳棣 《明清社會史論》譯註本序(頁142-146) 

書評 

趙 晶 評科大衛著《皇帝與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頁147-159) 

學訊 
顏瑞均 九十九、一百學年度臺灣地區明代研究博碩士論文目錄(頁161-167) 

顏瑞均 九十九、一百學年度臺灣地區明代研究博士論文摘要(頁169-190) 

編輯部 近期國內外明代研究期刊、論文集目錄(頁191-196) 

 

《明代研究》第十九期(2012年12月)發行人：邱仲麟，主編：王德毅，
執行主編：徐泓 

特稿 

連啟元 明史與茶學研究專家：悼念吳師智和教授(頁1-9) 

王門生 大義丘山重信史：王天有教授學術貢獻概述(頁11-19) 

論著 

邱仲麟 採集、捕獵與墾種：明代軍民在北邊境外的經濟活動 (頁21-77) 

韓朝建 寺院與禁山體制：明中葉五臺山的開發（1453-1566）(頁79-119) 
連啟元 儒俠之辨：汪道昆對徽州人物「儒俠」形象的論述與型塑(頁121-140) 

史料校釋 

卞 利 古之賢《新安蠹狀》點校并序(頁14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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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朱祐鋐 評何淑宜《香火：江南士人與元明時期祭祖傳統的建構》(頁189-193) 

學訊 

申 斌 2012 年日本明清史夏合宿會議綜述(頁195-206) 

李 洛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明清研究學位論文（1998-2012）
(頁207-209) 

吳景傑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明清研究學位論文（2000-2012）(頁211-214) 

黃素慧、郭偉鴻、林家維、黃詩雅  

  2012年臺灣地區明代研究論著目錄(頁215-227) 
 

《明代研究》第二十期(2013年6月)發行人：邱仲麟，主編：王德毅，
執行主編：徐泓 

論著 

張藝曦 明中晚期江右儒學士人與淨明道的交涉──兼論《淨明忠孝
全書》的影響(頁1-33) 

劉婷玉 「朱紈之死」與閩南士紳林希元──兼論嘉靖年間閩南區域
秩序之變遷(頁35-58) 

林宜蓉 不入城之旅：明清之際遺民徐枋的身分認同與生命安頓(頁59-98) 

研究討論 

李新峰 析明初俞本《紀事錄》朵只巴事蹟繫年(頁99-119) 

書評 
陳一中 評王雪萍《16－18世紀婢女生存狀態研究》(頁121-136) 

學訊 

陳一中 100、101學年度臺灣地區明代研究博碩士論文目錄(頁137-144) 

劉伊芳 100、101學年度臺灣地區明代研究博士論文摘要(頁145-169) 

顏瑞均 近期國內外明代研究期刊、論文集目錄(頁171-180) 

 

《明代研究》第二十一期(2013年12月)發行人：邱仲麟，主編：王德毅，
執行主編：徐泓 

論著 

李毓中 「建構」中國：西班牙人1574年所獲大明《古今形勝之圖》
研究(頁1-30) 

李 嘎 邊方有警：蒙古掠晉與明代山西的築城高潮(頁31-74) 
邱澎生 律例本乎聖經：明清士人與官員的法律知識論述(頁75-98) 

史料校釋 

潘敏德 《嫖經》點校并序(頁99-143) 

書評 

張繼瑩 《百年明史論著目錄》評介(頁145-158) 

學訊 

曾美芳 第十五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頁159-164) 

黃展樑 香港地區明清史學位論文目錄(頁165-193) 

黃素慧、陳一中  

  2013年臺灣地區明代研究論著目錄(頁195-204) 

 

《明代研究》第二十二期(2014年6月)發行人：巫仁恕，主編：巫仁恕 
論著 

馬孟晶 地志與紀遊：《西湖合志》與晚明杭州刊刻的名勝志(頁1-49) 

傅范維 從〈諭中原檄〉的傳鈔看明代華夷正統觀的轉變(頁51-76) 

何淑宜 清初河南理學家與地方秩序的恢復(頁77-107) 

史料校釋 

李新峰 《獻徵錄》明初三傳校讀(頁10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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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卜永堅 評城地孝《長城と北京の朝政──明代內閣政治の展開と變
容》(頁145-153) 

學訊 

劉伊芳、衛姿伃  

  101、102學年度臺灣地區明代研究博碩士論文目錄(頁155-161) 

劉伊芳 101、102學年度臺灣地區明代研究博士論文摘要(頁163-183) 

劉伊芳 近期國內外明代研究期刊、論文集目錄(頁185-193) 

 
《明代研究》第二十三期(2014年12月)發行人：巫仁恕，主編：巫仁恕 
論著 
陳冠華 隆慶時期江南地方官蔡國熙之際遇與「窮治徐階三子案」探

究：以明中葉江南士大夫物欲觀念之變遷與衝突為中心的分
析(頁1-45) 

呂妙芬 杜文煥會宗三教(頁47-89) 

曾美芳 京師戒嚴與糧餉肆應：以崇禎己巳之變為中心的討論(頁91-125) 

研究討論 

李華彥 近三十年來明清鼎革之際軍事史研究回顧(頁127-154) 

書評  

羅娓娓 書評：Jiang Yonglin,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the Great 

Ming Code(頁155-159) 

學訊 

戰蓓蓓 2014年大英博物館國際會議報告：明：宮廷與交流（1400-1450）(頁161-171) 
吳景傑 科技部學術補助獎勵之明代相關專題研究計劃（102年度至

103年度）(頁173-177) 

郭偉鴻、陳一中  

  2014年臺灣地區明代研究論著目錄(頁179-188) 

 
《明代研究》第二十四期(2015年6月)發行人：巫仁恕，主編：巫仁恕 
論著 

戰蓓蓓 政治秩序之新規劃：洪武朝親王婚禮中先祖祭祀之分析(頁1-34) 

蘇新紅 明代內庫的皇室財政專屬化演變(頁35-71) 

連啟元 明代禁殺牛隻的相關法令與社會風氣變遷(頁73-104) 

邱仲麟 明清的樂戶：基於一種特殊官方體制的考察(頁105-208) 

書評  
吳景傑 評徐忠明、杜金，《傳播與閱讀：明清法律知識史》(頁209-214) 

學訊 

黃素慧、劉伊芳  

  102、103學年度臺灣地區明代研究博碩士論文目錄(頁215-221) 

劉伊芳 102學年度臺灣地區明代研究博士論文摘要(頁223-238) 

陳一中 近期國內外明代研究期刊、論文集目錄(頁239-250) 

 

《明代研究》第二十五期(2015年12月)發行人：巫仁恕，主編：巫仁恕 
論著 

于志嘉 虛實參半的先祖歷史：從資陽徐氏始遷祖手傳看明代湖廣地
區的垛集軍戶(頁1-56) 

濱島敦俊著、李侑儒譯  
  江南三角洲圩田水利雜考(頁57-82) 

張藝曦 詩文、制藝與經世：以李鼎為例(頁83-114) 

王 健 竟為疆場：軍旅、戰事與明清鼎革之初松江地方社會(頁11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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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段曉琳 Yuming Hu, 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頁139-150) 

陳啟鐘 評三木聰，《伝統中国と福建社会》(頁151-163) 

學訊 

何幸真 科技部學術補助獎勵之明代相關專題研究計畫（104年度）(頁165-169) 

郭偉鴻、韓正誼  

  2015年臺灣地區明代研究論著目錄(頁171-179) 
 

《明代研究》第二十六期(2016年6月)發行人：衣若蘭，主編：衣若蘭 
論著 

伍 躍 明清中國社會成員的制度選擇：以捐納制度為中心(頁1-41) 

楊正顯 「明亡之因」的追論與議定(頁43-80) 

陳怡行 邁入世界：十六至十七世紀初期葡、西、荷人筆下的福州描繪(頁81-126) 

Guotong Li(李國彤)  

  Transforming Islamic Customs with Confucian Rituals: Flexible 

Identities of the Muslim Ding Family in Late Ming Quanzhou(頁127-164) 

研究討論  

王一樵 近二十年明清書籍、印刷與出版文化相關研究成果評述(頁165-198) 

書評  
韓承樺 評李隆獻，《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宋元明清編》(頁199-205) 

謝仁晏 評Joseph R. Dennis,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頁207-213) 

學訊 

劉柏正 戴彼得（Peter B. Ditmanson）「政治、暴力與明代中葉的出版
業」演講紀要(頁215-223) 

何幸真 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16 年會暨新秀論文發表會報導(頁225-231) 

許凱翔、劉伊芳  

  103、104 學年度臺灣地區明代研究博碩士論文目錄(頁233-240) 

劉伊芳 103 學年度臺灣地區明代研究博士論文摘要(頁241-270) 

陳一中 近期國內外明代研究期刊、論文集目錄(頁271-280) 

 

《明代研究》第二十七期(2016年12月)發行人：衣若蘭，主編：衣若蘭 
論著 

邱仲麟 明代兀良哈三衛撫賞及其經費之籌措(頁1-69) 

陳秀芬 「診斷」徐渭：晚明社會對於狂與病的多元理解(頁71-121) 

許齊雄 吳與弼的宗族觀念(頁123-157) 

張繼瑩 祇恐遺珠負九淵：明清易代及《偏關志》的書寫(頁159-187) 

史料解析  

韋胤宗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圖書館藏《九州分野輿圖古今
人物事跡》(頁189-219) 

書評  

林文凱 書評：阿風，《明清徽州訴訟文書研究》(頁221-232) 

學訊 
何幸真 科技部學術補助獎勵之明代相關專題研究計畫（105年度）(頁233-237) 

許凱翔、陳一中  

  2016年臺灣地區明代研究論著目錄(頁239-252) 

 
《明代研究》第二十八期 「十六世紀朝鮮戰爭」專號(2017年6月)發行

人：衣若蘭，主編：衣若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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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號論著 

卜永堅 「十六世紀朝鮮戰爭」專號導言(頁1-3) 

劉曉東 「服遠」與「治近」：嘉靖二十六年的遣明使處置(頁5-37) 

卜永堅 十六世紀朝鮮戰爭與明朝中央政治(頁39-64) 

羅麗馨 萬曆朝鮮戰爭：日軍之戰術(頁65-88) 

中島樂章著、郭陽譯  

  十六世紀末朝鮮戰爭與九州──東南亞貿易：以加藤清正的
呂宋貿易為中心(頁89-119) 

書評  

孫欲容 朴元熇，《崔溥漂海錄分析研究》(頁121-128) 

李菊華 정민 ，《 18세기 한중 지식인의 문예 공화국 ─ 하버드 
옌칭도서관에서 만난 후지쓰카 컬렉션》（鄭珉，《18世紀韓中文人
的文藝共和國──在哈佛燕京圖書館邂逅之藤塚鄰舊藏》）(頁129-153) 

學訊 

許凱翔、何幸真  

  104、105學年度臺灣地區明代研究學位論文(頁155-163) 

劉伊芳 104、105 學年度臺灣地區明代研究博士論文摘要(頁165-187) 

何幸真 近期國內外明代研究期刊、論文集目錄(頁189-199) 

 

《明代研究》第二十九期(2017年12月)發行人：衣若蘭，主編：衣若蘭 
論著 

吳才茂 明代衛所武官後裔的身份變遷與村落形成──以銅鼓衛劉氏
指揮使為例(頁1-45) 

郭嘉輝 論「李善長案」的形成與性質──從《昭示姦黨錄》的重構
切入分析(頁47-95) 

吳兆豐 明儒王畿《中鑒錄》的流傳、編刊與內容特色(頁97-137) 

曹 曄 適彼樂土：地方士紳與明崇禎十四年紹興山陰縣天樂鄉的救
荒活動(頁139-175) 

書評  

吳若明 書評：宮廷史視野下的明史新論──《明代宮廷史研究叢書》(頁177-185) 

學訊 

許凱翔、何幸真、吳政龍  

  2016-2017年臺灣地區明代研究論著目錄(頁187-205) 

何幸真 科技部學術補助獎勵之明代相關專題研究計畫（106年度）(頁207-211) 

 
《明代研究》第三十期(2018年6月)發行人：唐立宗，主編：唐立宗 
論著   

于志嘉 再論明代的附籍軍戶：以浙江沿海衛所為例(頁1-70) 

李新峰 明代南北卷與南北解額(頁71-102) 

陳冠至 明代江西藩府藏書研究(頁103-140) 

謝忠志 刑人於市：明代棄市刑探析(頁141-196) 

學訊   

許凱翔 105、106學年度臺灣地區明代研究學位論文(頁197-204) 

黃素慧 105、106學年度臺灣地區明代研究博士論文摘要(頁205-226) 

陳一中 近期國內外明代研究期刊、論文集目錄(頁227-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