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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 王靜怡 何晏及其學術研究 蔡忠道 

93.6 沈素因 郭象天道性命思想研究 蔡忠道 

93.6 杜家慧 林雙不小說研究─以 80年代為中心 蔡尚志 

93.6 葉懿慧 侯芝及其彈詞小說研究 朱鳳玉 

94.1 張仁春 
陳黎後現代詩研究 

The study of the Chen Li postmodern poem 
徐志平 

94.1 陳怡君 《躋春台》研究 徐志平 

94.3 林萃菱 魏晉名士之情性研究─以唯我而情真為考察向度 蔡忠道 

94.6 石一絢 

蘇軾詩趣研究─以貶謫時期作品為例 

The study of the Poetry of Su,Shr─the works during his time of being 

expelled 

簡添興 

94.6 朱雅鈴 
荀子價值觀之研究 

Study of Hsuntze’s Value Concept 
周天令 

94.6 洪佩伶 《觚賸》研究 徐志平 

94.6 許秋梅 
荀子禮義之統思想研究 

Study of Hsuntzu’s Li Yi Zhi Tong 
周天令 

94.6 黃瑞珠 
《莊子》至人思想研究 

Research upon Chih-jen Thoughts In ”Chuang Tzu” 
周天令 

94.7 董學奇 從《真與美》探究《浪淘沙》的創作理念與實踐 蔡尚志 

95.1 黃珮茹 《鴛鴦鍼》研究 徐志平 

95.6 卓芳如 俄國漢學家費施曼《閱微草堂筆記》研究之析論 李明濱 

95.6 侯月嬌 
宋代茶酒文化之研究 

The research about the tea-wine culture in swoon dynasty 
傅榮珂 

95.6 張瓊霙 霹靂布袋戲不死系之研究 王玫珍 

95.6 廖建智 《明代茶文化藝術之研究》 傅榮珂 

95.6 劉巾英 唐代科舉詩研究 李立信 

95.6 蘇秋旭 
嵇康生命觀之研究 

Perspectives on the Philosophy of Life─Ji Kang 
蔡忠道 

95.7 方雅慧 
莊子心論之研究 

The Investigation Of Zhuangzi’s Philosophy Of Mind 
蔡忠道 

95.7 林玲華 《詩經》巫俗研究 汪天成 

95.7 洪龍月 
三星堆青銅面具之研究 

The Study of Bronze Masks in Three Start Mound 
傅榮珂 

95.7 高家慶 《樂章集》、《淮海詞》羈旅書寫之研究 鐘慧玲 

95.7 曾人口 胡適詩國革命之研究 傅榮珂 

95.12 涂月珍 
西晉名教思想研究 

The Philosophy of the Ming School in the West Jin Period 
蔡忠道 

96.1 李琇瑜 
白先勇小說中的女性人物研究 

The Study of Women’s in Pai Hsien Yung’s novels 
汪天成 



96.4 張淵盛 林爾嘉及其作品研究 
江寶釵 

蘇子敬 

96.6 王曉慧 明傳奇《鹽梅記》研究 汪天成 

96.6 史偉郁 漢魏六朝自傳研究 康世昌 

96.6 石淑燕 
王拓及其小說研究 

Wang Tuo and his Literature 
徐志平 

96.6 楊佳霖 
荀子義利思想之研究 

The Study of Hsuntze’s thought of Yi Li 
周天令 

96.6 盧韻如 《晚明話本小說專集中之商人形象研究》 徐志平 

96.6 龐貴聰 《字彙》引《說文》之研究 陳茂仁 

96.7 江昌倫 「二拍」重寫《夷監志》故事研究 徐志平 

96.7 鄭志健 晚明東林學派孫慎行思想研究 蘇子敬 

96.7 鄭佳惠 晚唐五代詠史組詩研究 朱鳳玉 

96.12 陳美芳 劉靜娟散文研究 蔡尚志 

97.1 林芯妍 宋傳奇娼妓之研究 朱鳳玉 

97.1 游淑惠 魏晉理想社會之研究─以玄學家為中心 蔡忠道 

97.1 蔡任貴 晚明擬話本《貪欣誤》研究 汪天成 

97.1 賴秀真 文康《兒女英雄傳》新探 吳盈靜 

97.6 王麗雅 
許惠《等韻學》研究 

A Study on Xu-hui’s “Deng-yun-xue” 
周天令 

97.6 李菁菁 《齊民要術》之寫作特色與思想研究 康世昌 

97.6 林直昇 《牟宗三「良知坎陷」說與唐君毅「分途發展」說之比較研究》 蘇子敬 

97.6 林明興 台灣地區《三字經》及「三字經體」的發展 朱鳳玉 

97.6 林彥妙 武威旱灘坡漢代醫簡研究 傅榮珂 

97.6 林美娜 心覺與知覺轉換章法析論─以唐代近體詩為考察對象 
仇小平 

簡添興 

97.6 陳怡汝 秦兵馬俑雕塑工藝之研究 
周虎林 

傅榮珂 

97.6 劉皇徵 《五更風》研究 徐志平 

97.6 顏瑞男 

宋南渡詞人詠秋詞研究 

The Eulogistic Autumn Poetry Composed by The Southward Migrating 

Poets of the Song Dynasty 

蔡勝德 

97.7 孔廷欣 蕭湘迷津渡者小說研究 徐志平 

97.7 林明興 台灣地區《三字經》及「三字經體」發展之研究 朱鳳玉 

97.7 姚佩妏 《朴通事》研究 汪天成 

97.7 陳思齊 搜「蛇」記─台灣原住民蛇類口傳故事研究 江寶釵 

97.7 楊雅婷 李日華改編《西廂記》研究 汪天成 

97.7 鄭雅嬪 《雨花香》、《通天樂》研究 徐志平 

97.10 許銘賢 
蔡志忠《漫畫四書》研究 

Zhi-Zhong Cai’s Ssu-Shu in the form of comic books 
蔡忠道 

97.12 李侑芝 《弘明集》因果報應論爭研究 蘇子敬 

98.1 吳美秀 白先勇散文研究 吳盈靜 



98.1 孫上雯 湯顯祖尺牘小品研究 王玫珍 

98.1 許家豪 《七劍十三俠》研究 翁麗雪 

98.1 黃淑娟 季季及其七零年代小說探論 吳盈靜 

98.1 蔡禎恩 沈約《宋書》之文學及其史觀研究 康世昌 

98.1 賴秀玲 唐君毅老學詮釋之基本原則與進路 蘇子敬 

98.1 嚴玉珊 《醉醒石》研究 徐志平 

98.2 吳麗晶 李漁擬話本小說敘事研究─以敘事邏輯與行動元分析為主 徐志平 

98.6 朱燕華 侯文詠小說中的女性人物研究 汪天成 

98.6 張瓈方 武則天《臣軌》研究 康世昌 

98.7 李佳諭 陳景元莊子思想研究 蔡忠道 

98.7 莊苑宜 漢魏六朝箴文研究 康世昌 

98.7 陳洛嘉 《雍熙樂府》引元雜劇研究 汪天成 

99.1 李宜芳 《綴白裘》夢戲研究─以數位影音資料為考察對象 陳靜琪 

99.1 張家豪 敦煌講唱文學中的戰爭敘事研究 朱鳳玉 

99.1 莊藝淑 吳晟散文之思想研究 蔡忠道 

99.5 連玲莉 「連珠」研究 康世昌 

99.6 沈彥君 
艾雯散文研究 

The Study of Ai Wen’s Prose 
王玫珍 

99.6 林宗昱 
《史記》命論之研究 

The Study of Destiny on Shiji 
蔡忠道 

99.6 陳孟壎 金庸《笑傲江湖》及其改編電影之研究─以徐克《笑傲江湖》為例 陳政彥 

99.6 蔡姿瑩 
邊三崗《芙蓉屏記》研究 

Three hillock cotton rose screen records the research 
汪天成 

99.7 蔡芷琳 
《生綃剪》研究 

Research on Sheng Hsiao Chien 
徐志平 

99.7 蕭慶春 
丘遲及其作品研究 

Study of Chiu Chi and His Works 
康世昌 

99.7 金  雯 
孟稱舜《節義鴛鴦塚嬌紅記》研究 

A study of Cheng-Shun Meng’s”Jiao-hong ji” 
汪天成 

99.7 陳祐禎 
《音韻清濁鑑》音韻研究 

A Study on The Phonetic System of YIN YUN QING ZHUO JIAN 
竺家寧 

99.7 陳章定 
敦煌曲子詞色彩研究 

The Research of the Image in Colors of Dun-Huang Qu-Zi-Ci 

周西波 

鄭阿財 

99.7 吳雅琳 
《莊子》寓言主題之思想研究 

Thought of Zhuangzi Fables 
蔡忠道 

99.7 蔡麗玲 

漢代畫像石之西王母神話圖像研究 

Research on Stone Relief of Xi-Wang-Mu Myth Image in The Han 

Dynasty 

周虎林 

陳靜琪 

99.7 李佳娟 

《元聲韻學大成》音韻問題研究 

Study on The Matter of Phonetic System of Yuan Sheng Yun Xue Da 

Cheng 

林慶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