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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漢學博士論文計畫彙目

A Bibliography of Planned Chinese Studies Ph. D.
Dissertation Topics in Taiwan

   文  學

  1.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

  2.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3.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4.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5. 政治大 學中國文學系

  6.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7.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8.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9.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10.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11.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

  歷  史

12.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13.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14.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15.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16.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17.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18.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19.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哲學、宗教

21. 東海大學哲學系

22. 臺灣大學哲學系

23.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語  言

24. 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25. 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人類學

26.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27.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28.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   本彙目收錄臺灣公私立大學各文史哲相關系所，正在進行中的博士論文計畫。因研究方向可能會有所更

動，故本彙目僅供參考。

●   本彙目所收錄之漢學博士論文資料，為本中心聘請之各類通訊員所提供，部分學校系所因未能適時提供，遂未在

彙目之列。

●   本彙目按文學、歷史、哲學宗教、語言、藝術、人類學等分成六類，每類下為各校系所名稱，順序依各校

筆畫先後排列。

●   每一論文著錄的項目包括：博士生姓名、計畫論文題目名稱、指導教授姓名三項。同系所論文以博士生姓

名筆畫之順序排列。

●   本彙目收錄之漢學博士計畫論文計有下列 28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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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 計　畫　論　文　名　稱 指導教授 博士生 計　畫　論　文　名　稱 指導教授

邱冠儒　論魏晉士人「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 江建俊

言」之隱微            

胡　旻　漢字・物我・時間：北美漢學家批 萬胥亭

評理論研究

倪瑋均　晚明詩經科舉用書研究 侯美珍

孫碧穗　晚明王樵與王肯堂父子尚書學研究 侯美珍

 蔡根祥

高維志　漢法比較文學研究：現代詩的思想及 翁文嫻

語言

莊正沅　先秦摯見禮所建構的天人、君臣關係 林素娟

許仲南　清領時期臺灣文人詞研究 王偉勇

陳郁梅　春秋時期的霸業研究 黃聖松

陳霈瑚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學技 黃聖松

巧研究

陳　璐　徘徊在家國與自我之間：20世紀之交 蘇敏逸

的中國女性歷史書寫研究

程志媛　明詞借鑒宋詞研究—以訪擬、和韻 王偉勇

為例

費　陽　臺灣閩南語主要韻文體之用韻研究 許長謨

黃　旭　氣論影響下的兩漢生命及疾疫書寫 林素娟

黃資婷　懷舊、集體記憶、書寫之不可能：論 蘇偉貞

林俊穎駱以軍小說

黃鈺琪　清代順康時期詞壇仿擬花間詞研究 王偉勇

詹詠翔　清代楚辭學研究—以王夫之、林雲 陳怡良

銘、蔣驥、戴震四大家為主

劉吉純　當代臺灣佛教文學的美學意境 林朝成

蔡明芬　卲雍音學接受研究—以宋明相關韻 陳梅香

圖著作為對象

蔣亞妮　抒情傳統的繼承與反叛：當代臺灣作 蘇偉貞

家群相

鄭垂莊　從臺灣到越南：文學互動的接受歷史 陳益源

與其意義 蘇敏逸

謝樺瑩　臺灣、香港小說中的身分認同問題 蘇敏逸

簡欣儀　戰國楚簡《左傳》類研究 沈寶春

3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方　峻　論唐代駢文之發展與轉化 陳松雄

1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

朱　 澐　 鄭孝胥詩研究 黃啟方

吳黎朔　俗文學中八仙形象之研究 曾永義

 丁肇琴

林恆雄　李白戰爭詩的風格特質研究 蔡芳定

 陳敬介

林恕全　物老成魔：狐仙信仰起源與流變 丁肇琴

徐孝育　宋人詩書文酬唱研究—以蘇門六君 　    黃啟方

子為中心 

袁徐卓成　以兒童視角再探林海音《城南舊事》 蔡芳定

的小說藝術

張慧蘭　清代志怪類筆記小說中的女性書寫研 丁肇琴

究

莊富西　文子思想研究 郭鶴鳴

陳仲豪　《荀子》所反映之戰國中晚期情勢 王曉波

陳冠勳　古文字義近形旁研究 許進雄

陳薇新　《牡丹亭》折子戲排場與聯套之研究 曾永義

 施德玉

黃國祖　一貫道的易學研究 賴貴三

黃崇旻　水滸傳小說與戲曲之關係研究 曾永義

楊庭懿　清代史記學研究 洪國樑

詹一晉　《周易》經傳「天人合一」思想研究         賴貴三

潘彥竹　清代的《史記》考證之學 洪國樑

蔡晏榕　戲曲鑼鼓樂之研究 曾永義

 鄭榮興

韓昌雲　崑曲歌樂之研究 曾永義

2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王鈺婷　敦煌吐魯番文獻切韻系韻書研究 王三慶

吳氏新　越南登科錄之研究 陳益源

李聖俊　優曇普度《廬山蓮宗寶鑑》研究 林朝成

周振興　歷代詞話對宋詞評價研究 王偉勇

林明發　中心與邊緣的對話：留臺馬華文學臺 蘇偉貞

灣文壇書寫變相與風貌

林　昕　屬辭比事與《史記》義法 張高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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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 計　畫　論　文　名　稱 指導教授 博士生 計　畫　論　文　名　稱 指導教授

柯維盈　《殷墟文字甲編》分坑研究 朱岐祥

洪至璋　中晚唐下層士人的生活與心態研究 李建崑

—以唐人史料軼事為例

梁毓東　紅樓夢研究 周芬伶

陳玘秀　西周金文詞語流變考 朱岐祥

陳采絜　晚明短篇小說文體演變之研究—以 許建崑

《三言》、《二拍》、一型為主

陳盈君　夾縫中的喧嘩：明季擬話本及其易代 彭錦堂

性格研究

陳韋廷　論二月河《落霞三部曲》中沒落的必 李金星

然性

陳義雄　契嵩儒釋融會之孝道思想研究 劉榮賢

陳鳳秋　初唐帝王詩研究 李建崑

黃仲宏　良知學、佛學般若空與玄學的相應 劉榮賢

黃守正　中國《楞伽經》接受史研究 劉榮賢

黃詣庭　清代家庭小說研究—以《紅樓夢》、 周芬伶

《醒世姻緣傳》為例 李欣倫

劉紜昕　明代後期金陵地區的戲曲出版與戲曲 李佳蓮

活動 王鴻泰

謝　顥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動詞研究 朱岐祥

蘇哲賢　論「天命因果」對明清家將小說敘事 林香伶

藝術之影響

5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王　慧　清末民初「世說」文學的發展與繼承 周志煌

王潤農　唐代「邊塞」「自然」詩派之建構  廖棟樑

—以高岑王孟並稱為脈絡的考察

古嘉齡　1920、30 年代上海戲報研究—以 蔡欣欣

京劇為考察中心

吳　雙　杜甫詩韻情研究 王偉勇

吳秀琴　胡寅史論研究 莊耀郎

吳俊霖　明末清初佛教叢林詩學理論研究 周志煌

沈芳如　六朝詩歌中光影與空間研究 廖棟樑

林津羽　同道、家族與遺民主體：明清之際冒 鄭文惠

襄（1611-1693）及其文學研究

邱芸怡　清末女國民、知識建構及日常生活書 高桂惠

寫—單士釐與施淑儀的文本圖譜

王汀若　冷戰時期兩岸三地電影關係史 焦雄屏

王顗瑞　晚明至清初劇壇文采派與格律派研究 羅麗容

田　昊　李安華語電影詩學研究 鍾正道

吳楚敏　魏晉至盛唐文病論研究 王基倫

 林伯謙

杜承書　張惠言詞學理論與實踐 黃啟方

林淑玲　臺灣高中教材中現代小說之研究 鍾正道

邵君君　海峽兩岸老子思想研究 劉文起

范玉廷　明清時期文獻中的妖怪研究 鹿憶鹿

涂意敏　明清之際詞中的亂離敘事 蘇淑芬

袁　成　李祘《群書標記》研究 王國良

陳正家　鄭用錫《北郭園詩鈔》研究 許清雲

陳立新　李商隱與其詩情新探 黃啟方

陳勁甫　有「誌」一同：1990年代臺灣同志雜 鍾正道

誌研究

曾俐瑋　殷商甲骨中的政治與軍事制度研究 朱岐祥

黃懷寧　花間集中非蜀人詞研究 王偉勇

楊敏夷　臺灣新詩中的社會事件書寫 陳俊榮

劉亞惟　明末清初日用類書中的博物觀研究 鹿憶鹿

劉易穎　金武祥及其著作研究 王國良

鄧翔靖　國軍文藝金像獎小說研究（1966-2019） 鍾正道

鐘曉婷　魯實先先生甲骨學研究 朱岐祥

4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王志攀　《康熙字典》考證 呂珍玉

王瑞益　明初浙東詩人集團研究 許建崑

王慧芬　臺灣戰後初期（1945-1949 年）知識 陳芳明

分子生命敘事與文學作品研究 洪銘水 

左家綸　非王卜辭與王卜辭詞類、詞組比較研 朱岐祥

究

池善姬　華語可能補語與韓語對應成分對比研 周玟慧

究

林信呈　戰國秦漢禮簡研究 陳　立

 劉榮賢

林桂華　宋明之際《華嚴經》解經方式研究  劉榮賢

—以晉水淨源、 溫陵戒環、憨山德

清、雲棲袾宏的華嚴著作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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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 計　畫　論　文　名　稱 指導教授 博士生 計　畫　論　文　名　稱 指導教授

逸為中心

林鴻瑞　以語言復振為目的的噶哈巫語參考語 齊莉莎

法 陶玉璞

張雅婷　近現代詩學、文化研究 康來新

 曾守仁

陳　品　泰國國際學校華語學習者語法偏誤與 齊婉先

學習策略研究—以入門基礎級學習 陶玉璞

者為探討對象

温珮琪　貶謫與流放—元明之際流寓詩人研 王學玲

究

黃健富　國族、自我與情慾—中國「70後」 黃錦樹

以降小說家創作的三個面向

廖敏惠　清代閩地詩歌研究 王學玲

嚴敏菁　薛紹徽及其文學承繼研究—兼論陳 楊玉成

曇《小黛軒論詩詩》 

8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李麗文　《詩經》修辭學史（1911-1949） 林慶彰

馬薇茜　臺灣京劇教育發展與未來—以復興 張曉生

劇校為例

9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王矞慈　晚明良知學的流衍與三教交涉 徐聖心

朱先敏　唐前志怪小說「異」概念 鄭毓瑜

江俊億　明代中後期中日韓儒學比較研究 鍾彩鈞

何孟希　《老子》的美學思想研究 陳昭瑛

何維剛　文選筆部選錄因素探析 張蓓蓓

 李錫鎮

何贊勝　甲骨反面形態研究 徐富昌

吳佳鴻　遷移與流亡：20世紀前半葉華文文學 梅家玲

中的移動敘事

吳道順　臺灣當代女性散文的敘事版圖 洪淑苓

吳銘輝　明末清初北方理學的發展與演變 鍾彩鈞

吳潔盈　北宋賞物文化研究 何寄澎

李菊華　18世紀朝鮮知識人的小品世界—以 鄭毓瑜

金琪源　19世紀末朝鮮文獻中新詞研究—以 張郇慧

社會語言學觀點為中心 

施柔妤　明治日本漢文繁昌研究 曾守正

施慧敏　形塑與開展：六朝文論與近現代文學 廖棟樑

面向之研究

張閏熙　清中葉幕友小說研究 陳翠英

梁評貴　五代至宋初邊塞詩研究 黃奕珍

郭哲驊　道德一元論的潰變—後康有為時代 劉季倫

的困局

陳秉楠　晚明至盛清豔情小說中的情慾書寫 高桂惠

曾詩涵　康熙詞壇析論 侯雅文

詹宜穎　世紀末與女虛無黨：近代中、日女性 林啟屏

形象建構的思想環流（1880-1911）

劉毓晴   書寫「中日戰爭」：戰爭想像、歷史 鄭文惠

記憶與國族論述的羅生門

劉躍輝　南唐政治與文化研究 涂艷秋

 王德權

蔡宜汎　侯孝賢作品的冰山理論 陳芳明

鄭淑梅　盛世「異」語—乾隆時期文言小說 高桂惠

集研究（1766-1800） 

謝佳瀅　清代教亂小說研究 高桂惠

謝博霖　西周青銅器銘文所見用語與斷代研究 蔡哲茂

羅珮瑄　宋本唐人小集的遞藏、閱讀與傳播 劉少雄

6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王綺雯　日治時期古典詩的豐原書寫研究 蘇慧霜

湯家岳　唐代楚辭學研究 蘇慧霜

詹皓宇　明末清初文人家班文化研究 丘慧瑩

釋育恆　澫益智旭懺悔思想 楊　菁

 汪　娟

7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白依璇　政治與學術之間：論徐復觀的思想史 黃錦樹

寫作及其意義

吳慕雅　南宋末理學的調適與發展—以林希 鄧克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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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 計　畫　論　文　名　稱 指導教授 博士生 計　畫　論　文　名　稱 指導教授

10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王俐茹　建構傳統，接受現代：清領晚期到 林芳玫

日治中期（1885-1920） 臺灣傳統文 黃美娥

人對現代性的接受與反應

王鵬龍　日治時期臺灣紅酒與日本清酒的對抗 陳龍廷

呂東熹　日治時期臺灣新聞記者之研究 林巾力

（1895-1947）

林佳怡　以測驗之編制與分析探討語言接觸對 許慧如

臺語的影響

邱比特　解嚴以來臺灣散文場域及其典範想像 林芳玫

柯世宏　作為女性觀點臺灣布袋戲發展史之江  陳龍廷

賜美研究

張玉萍　從日治時期臺灣歌仔冊混用日語的書 賀安娟

寫現象論臺灣歌仔冊的本土化

曾麗玉　臺灣采風文圖意象：清治時期風土文 林淑慧

化形塑

楊慧鈴　液態共同體—臺灣現代華語小說中 林芳玫

「家」的意象與論述 

趙文豪　報社在臺灣文學場域的形構與生產 林巾力

—以《聯合副刊》、  《聯合文學》為

例

潘為欣　語言、教育與符碼—日治時期臺語 賀安娟

白話書寫與語言標準化研究

潘　驥　臺灣日治時期官方日語歌曲研究 陳龍廷

鄧孟倫　華語、閩南語及日語身體詞研究 邱湘雲

 林巾力

簡明捷　恆春阿美族人的宗教信仰變遷 賀安娟

11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

吳東壁　《雜阿含經》禪修法門研究 汪　娟

李敏瑋　章學誠的女史官研究 蔡信發

 陳德昭

黃薇靜　敦煌寫本知識類蒙書研究 汪　娟

蔡韋齡　基於緣份觀念之兩岸民辦大學生學校 陳德昭

認同研究 黃建森

北學派與明末清初文學關係為中心

李筱涵　冷戰下的聲文越界：中港臺「故事新 梅家玲

編」比較文學研究（1950-1980）

李慶豪　周秦諸子政治名理論探義 蔡振豐

林美汎　清代駢文論 高嘉謙

 廖棟樑

林書漢　劉咸炘學術思想研究 陳志信

林偉盛　轉向自我—中晚唐士人的生命情態 蔡　瑜

及其與文學之關係

林錦榮　戰國竹書的形制分類特徵與書體研究 周鳳五

 （待變更）

邱琬淳　漢譯《妙法蓮華經》的後設性格與敘 蕭麗華

事研究 洪淑苓

哈偉爾　論戰國策中縱橫之術 李隆獻

胡　頎　六朝地方記憶與異域書寫 張蓓蓓

 閻鴻中

張斯翔　中國赤化後臺港新馬華語語系小說對 高嘉謙

左翼的回應 王德威

莊民敬　明清《家禮》學史研究 彭美玲

許從聖　戰國時期文化論述的發展 徐聖心

陳威睿　元代《春秋》學的詮釋路徑及其延續 張素卿

陳柏言　唐代人士宦遊與小說撰作研究 康韻梅

陳重羽　宋代莊子學史 徐聖心

陳凱倫　抒情傳統研究 鄭毓瑜

游勝輝　明遺民詩中的貧困情境與治生形象 曹淑娟

黃澤鈞　出土文獻《尚書》研究 徐富昌

 蔣秋華

楊珮君　兩漢天人思想的理論類型研究 陳昭瑛

葉叡宸　空間記憶・文本與地域—清代蘇州 曹淑娟

園林重修的意義與詮釋

劉俐君　錢大昕學術思想研究 夏長樸

鄭　昀　1950年代臺灣散文研究 劉正忠

盧啟聰　清中葉《尚書》之校勘與訓詁學研究 蔣秋華

賴霈澄　明代詩僧與詩禪論述研究 廖肇亨

駱珍伊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研究 徐富昌

謝政修　《文帝全書》研究  洪淑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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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典章　不安的帝國：劉宋的權力結構 林冠群

 王怡辰

黃慧萍　《武經七書》研究 桂齊遜

劉建偉　近代越境知識的「接受」與「挪用」 徐興慶

—以鐵路在東亞的建設為例（1840

-1912） 

蔡西濱　國民政府處理美軍剩餘物資之研究 陳立文

—以 1946 年〈中美關於讓售戰時

剩餘物資協定〉為中心 

蔡佩珈　宋代文人的飲茶生活 韓桂華

 蔣武雄

14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卓湘蘭　漢代畫像中的特殊人物形像 游逸飛

龍如鳳　當天女成為故事 王明珂

 蔡宗憲

15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邱延洲　臺灣鸞堂經懺的建構與地方社會的影 陳玉女

響

范棋崴　東西交會之際：清末知識份子對香港 鄭永常

觀察之研究

黃浩庭　瓷器紋樣中的流動與變遷—17 世 陳玉女

紀中日瓷器文化發展之比較研究

劉拯華　山下出泉：清代幼童的生活及其社會 江達智

化

簡瑞瑤　明清之際廣東地區的佛教信仰與社會 陳玉女

活動

16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王子涵　宋代士大夫與藝妓關係 劉祥光

何雯琪　從 16世紀的地圖看歐洲觀念的發展 周惠民

林弘毅　追求平等的權利—巴伯夫派在法國 周惠民

蔡國華　《郭店楚簡》中之儒家倫理研究 陳德昭

薛奕鳳　金門民間禮俗融入閩南語文教學之研 陳德昭

究

12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丁世宗　元明泉州伊斯蘭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 張中復

 楊維真

翁烔慶　宗族建構與社會變遷：清代安溪移民 李若文

在嘉南地區的開墾研究（1711-1895）

陳一弘　中國的區域平衡政策—以中越關係 楊維真

為核心的探討（1945-2015）

陳煒欣　臺灣大眾化生活史的警察研究 李若文

劉東霖　六朝北伐及其戰略研究 雷家驥

 朱振宏

13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丁琬驊　「春秋三傳」視野下的婦女史與經學研 李紀祥

究

王國昌　臺灣傳統建築壁畫藝術之研究—以 陳清香

畫師潘麗水作品為主軸

沈新民　傳教士筆下變動中的中國：以 Chinese 陳立文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教務 張瑞德

雜誌》為中心的探討（1867-1913） 

卓凱祥　杜月笙與抗戰前後的上海社會（1927 陳立文

-1951） 

林明正　臺灣政黨政治發展史—以「新黨」 陳鵬仁

為中心所做的研究

邱怡靜　正統與異端—清代宗教政策研究 桂齊遜

 莊吉發

胡偉姣　淝水戰後拓跋氏的復國及其統一華北 王吉林

梁慧美　宋元磁州窯紋飾研究—以瓷器表面 陳清香

繪畫為例

梅哲浩　南宋臨安知府研究 王明蓀

陳建維　近代中國人的印度觀（1900-1949）  張瑞德

曾華嘉　元代法律對盜賊規範之研究 王明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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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碧玲　生理人在東亞海域之流動（1571-1683） 李毓中

陳肇萱　議會制度的布置：黃朝琴與臺灣省臨 王憲群

時省議會的運作（1946-1959）

蔡嵐婷　漢和融會的生活指南：近代日本的民 黃一農

曆與曆注

謝雨潔　南宋委心子之命運觀與道德觀 張永堂

18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林國榮　難橋總會與中國抗戰 李盈慧

范心怡　賽德克族眉溪部落在歷史書寫中的看 林偉盛

見

許蕙玟　臺灣近代商業法律的建立與傳播— 林蘭芳

以商標為例

郭承書　清代臺灣與大陸的帆船貿易 林玉茹

郭偉鴻　由外而內：明清時期拳術的發展與流 王鴻泰

變

郭廣賢　都市潛規則—都市景觀與資源回收 林蘭芳

楊博任　清代臺灣地方治理—法制層面 李盈慧

蔡惠琴　清代臺灣底層社會的淺規則—無賴 黃紹恆

游手的生存之道

蕭晏翔　與自然共生：臺灣中南部原住民的土 洪麗完

地環境變遷與適應比較（1800-1945）

謝濬澤　近代臺灣人在泰國的政經活動與網絡 林玉茹

19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丘文豪　「朱陸兼容」到「嚴分朱陸」：清中晚 吳展良

理學復興時期士風與學風的轉變

石昇烜　為吏之道：秦漢的吏道觀與吏的行政 邢義田

文化

何幸真　明代行政體系下史館的建置與運作 陳熙遠

何得中　戰後初期的「中國化」論述 陳翠蓮

吳俊瑩　臺灣現代型法律秩序觀的建立 王泰升

吳政緯　為革命寫作：東亞書籍環流與知識網 古偉瀛

絡變革（1700-1900）   劉序楓

吳政龍　南宋史學關於制度史的探究 古偉瀛

大革命的重新定位

林志晟　烽火下的綠苗：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 劉維開

林業政策及其影響

林佳樺　1950年代臺灣文化政策與文藝工作推 薛化元

展之形塑 邵明煌

紀晏如　宋代理學家之關係網絡—以北宋五 吳展良

子為中心 劉祥光

袁經緯　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研究 劉維開

張以諾　民國初年陸軍的轉型與變革 1912-1928 劉維開

 黃自進

許惠文　國民政府 1940年代之鄉鎮造產事業 張　力

 劉維開

許慈佑　李光耀執政時期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之 陳鴻瑜

關係（1959-1990）

陳昕劭　抗戰時期的美國華僑匯款網路及其運 林美莉

作

陳皓昕　國立中央研究院學者社群與知識傳播 劉季倫

（1928-1949） 黃克武

朝野嵩史　保護日本僑民與中日交涉（1911- 劉維開

1928） 應俊豪

黃宇暘　晚清繙譯兵書與軍事變革：以海防類 劉廣定

兵書對北洋海防建設的影響為核心 劉維開

黃彥儒　戴季陶與儒教中國的現代命運 黃克武

 劉維開

楊善堯　抗暫時期的軍運與民運 林桶法

 劉維開

劉世珣　清代的帝國醫學與宮廷社會 陳秀芬

羅皓星　日本對中國的研究調查（1895-1916） 黃自進

 劉季倫

嚴　昊　中古北中國山居民族研究 王德權

顧立誠　唐宋時期中國北方環境的轉變與其影 王德權

17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邱逸凡　書寫許衡—蒙元與 13世紀以來的道 廖咸惠

統論爭

張筱梅　人倫與律法：民國婚姻條例中的國 鐘月岑

家、地方社會與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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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田高志　1920-30年代「臺灣社會」的形成與 吳密察

發展

歐陽宣　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周代之樂與 杜正勝

治道研究

蔡仲岳　最後的八旗：從帝制到共和的伊犂邊 黃克武

疆治理與族群政治（1884-1938）

蔡佩玲　西周時期王畿與封國的族群政治 閻鴻中

 陳昭容

蔡松穎　北亞貿易網中的蒙古（1690-1911） 陳國棟

—以歸化城土默特旗為中心

蕭　琪 　明清時期的老年觀與養老實踐 衣若蘭

謝仁晏　移動的朝廷—清朝巡幸活動中的政 陳熙遠

務溝通

蘇育成　母儀天下：政治與性別視野下的宋代 方震華

皇后

20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李宗育　19 世紀中國社會的暴力—結群暴 葉高樹

力對抗及其心態文化樹

21
東海大學哲學系

朱麗亞　佛教在家戒律之倫理反思—中觀哲 嚴瑋泓

學的視角

李美玲　丹托（Arthur. Danto）的「藝術終結論」 史偉民

與臺灣當代藝術

周明毅　王船山的實有形上學與康德形上智慧 蔡家和

林明珠　《易傳》與《道德經》形上思想之頡頏 林顯庭

邱奕菲　和辻哲郎對「無我」觀念之分析及其 嚴瑋泓

道德實踐的解釋：一個近代東亞道德

主體觀的轉換

姜　達　從有限性到「無」—海德格前期哲 林薰香

學及其進路之研究

施美枝　先秦儒家道德美學思想研究—以孔 蔡家和

孟荀思想為本

范文楊　阿多諾的辯證法之研究 陳榮波

 李弘祺

李志鴻　七至九世紀東亞佛教王權與帝國想像 甘懷真

李鎧揚　日治時期地方統治與臺灣人的從政之 吳密察

路

李麗芳　檔案裡外之文化—從清代刑科題本 陳熙遠

析論刑案書寫

林宗閱　帝國之隙：唐代前期的軍政危機及其 甘懷真

對策

林牧之　東晉南朝國家的地方編組 陳弱水

林楓珏　由藩鎮看晚唐至五代中國地方政治的 甘懷真

變化

林慧芬　六至十世紀北亞、中亞遊牧部落的作 陳弱水

用及影響力張廣達

洪均燊　英屬馬來亞瘧疾研究與國際網絡 呂紹理

（1900-1942） 劉士永

孫欲容　明清中國域外認識之研究—以琉球 陳國棟

為中心

張純芳　從觀測到監控—英國、中國與日本 呂紹理

近代東亞疾病地圖的繪製 劉士永

許秀孟　戰爭、城市與食物：上海配給制度研 陳永發

究（1941-1945）     

郭婷玉　日本時代臺灣的信用組合與地方產業 呂紹理

經濟

陳偉智　田代安定：博物學、田野技藝與殖民 吳密察

發展論

陳瑢真　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大員倉庫系統 李文良

與東亞貿易 康培德

鹿智鈞　「帝國邊疆」與「滿洲故鄉」：清朝中 邱澎生

期吉林將軍體制下的基層社會（1736

-1860）

曾獻緯　戰後臺灣糧食體制的形構及其變革 呂紹理

（1950-1974）  李為楨

黃怡君　西漢官吏的選任與遷轉 閻鴻中

黃庭碩　10-11世紀中國東南社會精英與國家 陳弱水

黃琬柔　晚清民國的通俗歷史寫作 王汎森

 王遠義

楊朝傑　動亂之後：19世紀臺灣彰化平原的社 李文良

會與經濟

詹景雯　張君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 王遠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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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洵渼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Silence 蔡耀明

in Buddhism—From Āgama to Vimalakīrti- 出口康夫

nirdeśa 

陳凌霄　康德目的論研究 彭文本

陳煥民　容忍概念的分析與弔詭 林火旺

 王榮麟

楊舒淵　古典儒家生命倫理理論與應用 傅佩榮

 李賢中

廖昱瑋　《莊子》規範論中的情感向度 林明照

熊偉均　《莊子》哲學中的自殺論題 傅佩榮

 林明照

劉政明　以《大法鼓經》之「如來藏視角」為 蔡耀明

導向的大般涅槃 劉貴傑

劉煦南　從「無我觀」看沙特與帕費特的自我 楊植勝

與道德

鄭合修　周文中的老子與其政治哲學 林明照

 魏家豪

鄭俊憲　Fictional Names 鄧敦民

 王文方

蕭哲沅　佛教愛情哲學 蔡耀明

謝嘉豪　Gödel’s Dichotomy, Incompleteness, and  楊金穆

Modality

韓　蕾　Idea of 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a 文　哲

Cosmopolitan Point of View: Historicity

 of Kant’s Philosophy of History

韓翔中　歷代孔門觀所呈現的道統問題 李賢中

蘇嫈雱   論漢代道家哲學中的智性與治術 林明照

饒忠恕   莊子寓言的哲學意義 李賢中

23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王乙甯　圖像、自我、靈修：以塔羅占卜為例 鄭印君

王兆立　道、法縫合：以宋元時期的「雷法」 張超然

為中心

王在康　冥冥之中自有定數？ —精神分析 鄭印君 

拉岡學派與路德神學的對話 

王珊華　仙傳中的生命關懷—以《歷世真仙 莊宏誼

體道通鑑》為例

梁弘瑋　道德責任與決定論—休謨相容論之 俞懿嫻

研究

郭佳靈　現代社會與相對主義—泰勒相對主 史偉民

義思想研究

黃愛智　陽明對論語的詮釋與先秦論語之異同 蔡家和

劉秀齡　想像力與世界圖像—海德格存有論 林薰香

之研究

簡靜美　王船山援《易》入《詩》義理研究 蔡家和

釋嚴欽　此世與他世之思：尼采「永恆回歸」 嚴瑋泓

與佛教「生死流轉」及「解脫」的比

較研究 

22
臺灣大學哲學系

王介成　由身入知以實踐—《墨子》思想系 李賢中

統重構

王美瑤　佛教心意識結構之學理基礎 蔡耀明

朱弘道　《經法》等四篇中的「天」與「道」概 魏家豪

念

朴敬淑　劉宗周對道德主體之重建 杜保瑞

 李賢中

李　姍　《莊子》哲學的關懷向度 林明照

李浩德　Natural Kind Conceptualism 彭孟堯

 王榮麟

林怡妏　稽康與向秀的養生之辯：生命力作為 林明照

魏晉莊學傳承的解核心 魏家豪

林承德　《大乘入楞伽經》轉識成智之哲學探究 蔡耀明

林彥廷　《春秋》三傳倫理觀與政治觀中的理想 佐藤將之

人格之研究

林耀麒　孟子心性論之研究 李賢中

邱一平　《墨子》與《孟子》論「義」 李賢中

洪　偉　因果性的形上學研究 王榮麟

梁　靧　道家中的技術哲學 林明照

許樹和　Hypothetical Imperative and Agency 楊金穆

 王榮麟

陳奕瑋　道德知覺和道德生活 王榮麟

陳奕融　為什麼應該導守道德要求？—從理 孫效智

由存在的根源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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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意義

黃氏美瓊　無神宗教之理論與越南祭拜陳朝聖 陳文團

人信仰之無神現象

楊育霖　淡水漢人祖籍聚落的寺廟信仰變遷 蕭進銘

楊璟惠　佛教女性修行之轉化和證悟經驗探討 蔡耀明

—從大乘佛典論述菩薩道的空性工

夫論 

廖述英　自我—生態—靈性—基督神學與全 蔡怡佳

真道思想之間的嘗試性對話

潘馨逸　宋泉盛本土文化神學方法論之研究 潘永達

 武金正 

盧孟慧　朗尼根的經驗剩餘及再生方案與福音 柏殿宏

傳播：應用於臺灣早期福傳的脈絡

戴　勁　黑格爾早期與精神現象學時期宗教思 陳文團

想比較研究

釋性恩　佛教「成就」觀與基督宗教「創造」 黎建球

觀的比較 

24
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凌旺楨　從音樂與語言的關係探討歌曲中的音 蕭宇超

韻詮釋、口音形成與譜曲策略

黃子權　臺語、吳語與客語中之功能詞變調 蕭宇超

25
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全茂永　卡社布農語的隱喻與轉喻研究 葉美利

吳新生　泰雅語指示詞之話語研究 葉美利

林麗琴　臺灣大學生在英文閱讀歷程中語音訊 陳鳳如

息的應用

姚甸京　國小數學文字題中所蘊含之語意處理 呂菁菁

歷程研究

洪順義　排灣語的隱喻研究 葉美利

涂文欽　臺灣中部地區閩南語方言地理學研究 劉秀雪

                洪惟仁

許嘉勇　閩南語聲韻調的分化與合流 劉秀雪

陳家興　以眼球追蹤技術探討多文本閱讀理解 陳明蕾

王聖英　在與不在「宗教」中的宗教—當代 蔡怡佳

歐美宗教學理論及其延伸理念

安吉恩　Beyond East and West: A Comparison 鮑　霖

Between John C. H. Wu’s Attitude 

Towards Chinese Religions and Joseph 

Ratzinger’s Theology of Religions

吳青泰　當代靈性與全球化救渡社群：以慈濟 蔡怡佳

多宗教的行動為例 Ceren Aksoy Sugiyama

李昶緒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ligions  蔡怡佳

Experience of Gay Christians and Gay 

Buddhists

李紀勳　宗教、神話與敘事—一貫道「道統 莊宏誼

源流」之研究

卓麗珍　臺灣東部媽祖信仰研究 莊宏誼

施凱華　華嚴密宗於儒佛道教判之判攝研究 陳英善

胡謙益　易碎的神聖 : 平面媒體中的宗教表徵 鄭印君

徐璧輝　神聖空間之空間敘事分析—以臺灣 鄭印君

北部道教五朝科儀為例

高　銘　道教神明圖像研究—以玄天上帝為 吳永猛

開展

張明仁　經由艾克哈之神秘主義論說詮釋《莊 陳德光

子》中真人之神祕主義色彩之研究

盛翠穎　《玄天上帝啟聖錄》之敘事學研究 莊宏誼

 鄭印君

陳子仁　戰時的「教」與「政」於皇民化運動 黃懷秋

中之作用與影響—以臺灣基督新教 鄭印君

的神道議題為例

陳建南　謝扶雅本土神學 曾慶豹

陳祈蓁　臺灣一貫道發一崇德發展之研究 莊宏誼

陳衍志　教會禮儀空間的光：西方神學研究與 鮑　霖

遠東文化之對應

陳曉涵　路加福音中耶穌基督的醫治與現代人 蔡怡佳

靈性整合的關係：以神恩運用之心靈

治癒祈禱，及明供聖體之默觀祈禱為

例

彭嘉煒　清代道教內丹發展—以劉一明與李 莊宏誼

涵虛為主之研究

曾祖漢　敘事結構與保羅神學中的因信稱義 鄭印君

黃少梅　從郎尼根認知理論研究本篤靈修的現 黃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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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都蘭阿美族歌舞為例 張中復

邱淮璟　經濟人類學視野下合作經濟發展模式 張慧端

—以臺灣三個經濟組織實踐經驗為

例

許瑛玳　八斗子漁村民族誌 陳文玲

陳由瑋　神謠文本的分析 愛努民族的 Kamuy- 黃季平

yukar 林修澈

陳美螢　新北市七星分區原住民族之族語教育 張慧端     

 周惠民

陳胤安　有機農業的經濟民族誌研究：以宜蘭 官大偉

縣三星鄉行健村為例

黃彥菁　客家人在苗栗中港溪流域之拓墾— 彭欽清

以黃旺麟家族為例

鍾秀雋　艋舺角頭與地方信仰研究 陳文玲

28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雷　峰　NGOs in the Altai Republic and the Russian 黃樹民

-Altaian Identity Construction 魏捷茲

林俊宏　特產、有機農業與觀光農業—竹東 陳中民

鎮軟橋社區農民與農村的轉變

高琳雅　Do Women Really Weep? Sociocultural 蔣　斌

Negotiations of Status in the Post Disaster

Resettlement

張慧娜　An Ethnograph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蔣　斌

歷程中之段落訊息區辨、處理與整合

游舒帆　思考地圖應用於國小英文閱讀理解和 陳鳳如

寫作表現之研究

湯婉君　以事件相關腦電位進行漢字辨識之研 呂菁菁

究

楊淑惠　唐詩分類所蘊含之語意處理歷程研究 呂菁菁

廖瑞昌　以事件腦電位進行會話辨識之研究 呂菁菁

鄭思婷　國小低年級國語課室內字詞教學之觀 陳明蕾

察研究

謝職全　臺灣客家話差比句研究 鄭　縈

26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吳明季　價值、參與和主權：臺灣原住民部落 傅可恩

發展實踐的三個面向

27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伊婉貝林　Gaya、人地關係與部落發展—以 官大偉

德固達雅為中心的研究 孫大川

江怡葳　官的事？民的事？臺灣廟會慶典與官 陳文玲

方合作之模式與影響研析 張　珣

周士煌　民族學在臺灣的發展 林修澈

林芳誠　文化遺產法制體系與文化主體性呈現 王嵩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