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學生學習 

本所作為獨立研究所，未設有大學部，因此學生來自跨領域的各系所，招生來源比例如

下表： 

碩 

班 

入學年度 歷史相關 非歷史相關 學生總數 

98 6 11 17 

99 10 7 17 

100 12 5 17 

101 5 5 10 

博 

班 

98 2 3 5 

99 4 2 6 

100 4 1 5 

101 1 3 4 

（一）招生競爭力 

本所專任教師每年皆有學術論文之發表，並有完整的學群課程規劃。同時，本所作為臺

灣史的研究所，在致力於研究與教學的同時，也著重社會關懷與臺灣史的推廣，教師們編譯

整理史科，在各地方文史機構、學校舉辦相關的演講活動，而本所的學生與畢業生亦有諸多

推廣臺灣史的著作出版，這些都有助於增加社會與各校大學生對台灣史的興趣與理解。 

由於社會景氣的高低起伏不定，而想要求學的學生來自各種社經地位，因此，為了獎助

想要就學的學生，本所設有獎學金與工讀金，一方面給予發表學術論文的學生鼓勵，另一方

面也有所辦公室工讀機會、教師們教學助理或研究助理的機會，幫助學生們安心地完成學業。

同時，本所亦提供各種相關獎學金的申請資誤，例如鄭福田獎學金、雷震獎學金等，這此也

都有助於招生競爭力的提升。 

此外，在本所重視與國際接軌的成立宗旨之下，本所一向積極於國際學術交流，目前已

經和日本東京大學、一橋大學、廣島大學及澳洲 Monash 大學簽訂合作協定，前三所大學並

已經有進行學生交換，除了一學期一名學生的交換名額外，從 2008 年起，每年暑假均帶十名

學生前往廣島大學，進行為期一週的集中授課及與日本學生交流的活動，拓展學生的視野。 

此外，為讓學生能專心學習，提升學習成效，本所每學年度均提供學生工讀機會約 5800

小時(碩士班每小時 150 元，博士班每小時 200 元)，同時，每學期本所與文學院亦對有優良

表現的學生提供獎學金 4000-12000元不等，平均每學期獲得獎學金人數為 12人。 

上述各項均為本所招生的競爭力。本所自 93年成立迄今已有 59 名學生獲得碩士學位，

報考本所的學生，歷史系與非歷史系的比例幾乎是一比一，學生來源相當多元，且每年都有

外籍生前來就讀。 

（二）課程特色與教學品質確保 

1.課程特色 

本所的學群結構最近一次的修訂時間為2013年1月9日的課程委員會與所務會議。同時，

由於本所的招生來源廣泛，不單只有歷史科系，為紮實學生的基礎知識，本所規定非歷史相



關碩士班畢業之博士生，須補修碩士班必修課程 6 學分，但不計入畢業學分；非歷史相關科

系畢業之碩士班學生，須補修「臺灣與近代世界學程」4學分但不計入畢業學分。 

(1)系或所或學程所強調之學生核心能力項目 

碩士班： 

（1）臺灣歷史專業知能 

（1-1）具備對臺灣史的整體知識之能力 

（1-2）具備斷代史、專史的專業能力 

（1-3）具備臺灣社會與文化專業知識之能力 

（2）獨立研究能力 

（2-1）熟悉對史學理論之能力 

（2-2）應用史學方法之能力 

（2-3）搜集與考證史料之能力 

（3）國際觀視野 

（3-1）理解臺灣鄰近之東亞各國歷史與思想 

（3-2）認識臺灣近現代外交關係與歷史發展 

（4）、跨領域知識 

（4-1）熟悉史學以外之社會科學研究成果 

（4-2）培養與社會科學研究對話之能力 

（5）、語文溝通能力 

（5-1）閱讀與應用英日等外文史料之能力 

（5-2）英日文會話溝通之能力 

博士班： 

（1）臺灣近現代史專業能力 

（1-1）掌握臺灣近現代史發展重要課題之能力 

（1-2）掌握臺灣與東亞近代性特殊發展之能力 

（1-3）掌握臺灣與近代世界關係之能力 

（2）經典知識能力 

（2-1）具備臺灣史文獻史料之解讀能力 

（2-2）掌握經典研究與專門知識之能力 

（2-3）外國語文專業能力 

（3）原創性的獨立研究能力 

（3-1）運用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之能力 

（3-2）搜集與考證史料之能力 

（3-3）學術論證之能力 

（3-4）開發原創性議題與研究之能力 

（4）學術發展能力 

（4-1）論文寫作與發表能力 

（4-2）學術論述與溝通能力 

（4-3）與各人文社會學科討論與對話能力 

（5）教學能力 



（5-1）熟悉臺灣文史知識 

（5-2）熟悉臺灣對外關係 

（5-3）熟悉臺灣在東亞的地位 

(2)設立本所課程特色學群的目的 

本所為了讓學生能拓展視野，不單只鑽研於其有興趣的領域，而能對各領域都能有一基

本的概念，因此，於九十九學年度開始延議課程的學群設計，並依學群設計來規劃學生的修

業學分。在研究所的課程規劃中，依循前述的本所創所宗旨與核心能力指標，首先，訂定碩

士班學生必修三門課：「臺灣史學與史料」、「史學理論與方法」、「論文寫作」，博士班

則必須修習「研究方法與專題指導」這門課，且自 100學年度開始，非歷史相關科系畢業的

博士班生，必須再修習碩士班必修課程 6學分，期讓學生透過這些必須課，習得臺灣史的基

礎知識，以及史學的研究方法。其次，將碩、博士課程的選修的課程地圖，分為三大學群：1、

史料與史學方法學群（4-8學分）。2、東亞與世界學群（4-10學分）。3、專題史學群（8-12

學分）。除必修課外，學生修習課程應跨此三學群、並修足規定所要求的學分。 

設定三大學群的目的，在於希望學生能有更全面性的專業訓練，多元地學習臺灣史的相

關知識，加強學生研究視野的深度與廣度，因此，學生必須修滿每個學群所需的學分，這也

是希望學生能在尋找論文題目、進入寫作前，能更廣泛地接觸多樣的題材，而這樣的廣泛修

習，也能幫助學生在深入寫作論文時，有更廣大的參考知識架構。 

(3)學群的分類設計 

本所的課程，經課程委員會的討論與所務會議的認可後，被歸分於三大學程。少數課程

因同時具備二種學群的意義，而被分類為「誇學群」的課目。 

 

1.史料與史學方法學群 

首先，希望學生能具備尋找及運用史料的方法學知識，並透過閱讀經典等課程的修習，

培養學生的史學論述與分析的能力，因此設計了「史料與史學方法學群」，這一區塊的訓練

可以說是在必修的基礎之上，更進一步紮實學生的研究能力。 

 

史料與史學方法學群的課程地圖： 

本學群的課程分為三大類。第一部分是史料解析，目的在於培養學生搜集及分析史料的

能力，全面性的課程包括史料部分：史料解析、史料解析專題、歷史檔案數位化與詮釋、總

督府檔案選讀、戰後國民黨案史料專題，以及研究方法與撰寫實作部分：口述歷史理論與實

務、論文寫作。 

在全面性課程之外，並依斷代開設各時期的史料解析專題課程，一方面讓學生能對各時

期、各區域的史料有更詳細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讓有志於研究該時期的學生，能有更進一步

的管道，這部分的課程包括：日治時期臺灣史料專題、總督府檔案選讀、臺灣總督府行政組

織與檔案運用專題、近代東亞的史料與史學臺灣史學與史料、清代臺灣史料、臺灣大家族及

其史料。 

第二部分是史學的課程。為使學生能更靈活地運用史料，而不是被史料帶著走，分析的

視野與論點的培養便非常重要。這部分的課程，包括了歷史學經典名著選讀、歷史學與臺灣

研究、社會學理論與歷史學、臺灣史研究的知識傳統、臺灣史研究導論、臺灣近代思想史、

臺灣方志理論與實務專題。 



第三部分則是語言能力的加強。這類課程包括：經濟史日文名著選讀、歷史學經典名著

選讀、日文史學名著選讀、臺灣史英文名著選讀、日文研究論文選讀、經濟史日文名著選讀、

文化史日文名著選讀、臺灣總督府行政組織與檔案運用專題、清代臺灣中英文史料選讀。 

 

2.東亞與世界學群 

其次，如同本所創設宗旨中所述，臺灣史是與世界密切接軌的歷史觀，同時為著重學生

的國際視野的培訓與交流能力，因此亦設計了聚焦在臺灣與世界的關係的課程。經營殖民地

臺灣的日本，以及戰後與臺灣政治經濟密切相關的台美關係史，均是本學群的重點。 

 

東亞與世界學群的課程地圖： 

本學群的課程從歷史縱線上來看，包括了論述西方憲政乃至日本近代化發展的憲政史專

題、日本近代史專題、日治時期臺灣海外關係史專題、戰後的臺美關係史、臺灣國際關係史

專題；從地域的橫軸來看，則開設有東亞思潮與臺灣專題、全球化與臺灣專題、1950年代兩

岸國家暴力比較研究、國民黨研究專題、近代臺海兩岸貿易史概論。當然，每一課程中，這

兩軸亦有交錯與融合。 

 

3.專題史學群 

在紮深學生的基礎能力、培育學生的國際視野的同時，本所作為一重視學際整合的研究

所，更希望能在學生有興趣的專題上，加強學生專門的學術能力，因此，設計的第三類學群

即為「專題史學群」。 

 

專題史學群的課程地圖： 

本學群可以依法政與人權、經濟、社會文化等研究領域來區分，讓學生可以在一學期的

時間中，選擇有興趣或是需要的領域修習，增加專業的知識。 

法政與人權部分：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專題、臺灣民族主義發展史、二二八事件專題研

究、近代國家與臺灣族群關係史、近代臺灣政治社會史專題、戰後臺灣人權史專題、臺灣人

權發展與日本相關研究、戰後臺灣自由主義專題研究、日治時期法律史專題討論、臺灣近代

法律史專題、日治時期臺灣史、戰後臺灣史專題研究。 

經濟部分：日治時期臺灣經濟發展專題、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專題、戰後臺灣人權史專

題、戰後臺灣經濟史專題。 

社會文化部分：臺灣海洋文化史專題研究、漢人社會發展史、清代臺灣族群史研究、臺

灣考古、臺灣早期歷史研究、清代臺灣族群與地域社會史、臺灣農墾史、日治時期社會文化

史解析、戰後臺灣文化政策與政治發展、臺灣史與文化實務專題研究、大眾文化史專題、近

現代大眾文化史專題、歷史．身體．記憶。 

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三個領域又可以再重新彙集，依為考古、清領、日治、近現代、

戰後的斷代法再細分，這也讓學生能在修習個別領域的同時，對有興趣的領域再作歷時性的

修習，這將有助於學生對各時代有跨領域的理解。 

本所至今選修分成博班選修 3 門及碩博合開之選修課程 41 門（99 學年度-101 學年度上

學期所開設之選修課程數）。此外，有些課程在授課老師的考量與課程委員會的建議下，課



名與內容上有所調整。下列課程表單包含了所有所上曾開過的課程，這五年來則不斷進行對

類似課程加以整合。同時，並不斷延請各個領域的學者，為本所的課程補強廣度與深度。 

例如，由於本所博、碩士班有諸多學生擬以清代台灣史為論文主題，本所所務會議討論

後，認為有必要增設清代課程，因此，於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所務會議，決議增聘

黃富三老師在本所開課。黃富三老師所開設「台灣大家族及其史料」、「清代臺灣中英文史

料選讀」。101學年度第二學期，所務會議再決議請林文凱老師在本所開設清代相關課程。 

 

(4)所外的課程：「臺灣與近代世界學程」與核心通識「台灣歷史與人物」 

為符何本所成立宗旨，增加台灣乃至國際社會對台灣史研究的理解，且如前所述，由於本所

學生來源多元，欲確保碩士學生對台灣史的知識基礎，因此，本所於 2007年起，在受教育部

中綱計畫【全球化下的臺灣文史藝術】的「臺灣文史藝術課程強化研發植根計畫-課程類」補

助下，開設了以台灣近代史為主軸，加上科際整合的課程設計的「臺灣與近代世界」學程，

期望學生能透過修習學程，一方面立足於本土，強化對台灣認識的歷史縱深；一方面則放眼

世界，認識台灣與近代世界發展的關係。 

另一方面，政治大學自 98學年度即積極推動全校的先導型通識(後更名為核心通識)課程，本

所基於推廣台灣史的創所宗旨，從98學年度起多次就參與核心通識、以及開設科目加以討論，

於 98學年度經所務會議決議，參與學校的先導型通識計畫，並於 99學年第二學期起開設「近

代台灣歷史與人物」先導型通識課程，並於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由本所多位老師開設二至

三個班級的「近代台灣歷史與人物」。 

2.教學品質的確保 

在學習效率上，本所採廣泛地發展視野與知識，深刻地爬梳研究主題。首先，由於本所

為獨立所，沒有大學部，因此碩士班學生來自各大學相關人文社會科系，為確保碩士班學生

能有一定的台灣史基礎知識，要求非歷史相關科系畢業之碩士班學生，須補修本所開設的「臺

灣與近代世界跨領域學程」，能確定學生基礎知識的目標下，將原本設定非歷史相關科系畢

業之碩士班學生，須補修學程 12學分但不計入畢業學分的規則，改為 4學分。 

其次，碩士班學生在基礎知識的建立上，於碩一先必修：「臺灣史學與史料」、與「論

文寫作」二門課，有了一定的基礎後，再於碩二進一步必修「史學理論與方法」，建構理論

性的思維。而已有一定論文寫作基礎的博士班生，為了確保博士生能有相應的獨立研究能力，

則必須修習「研究方法與專題指導」。此外，本所亦規定非歷史相關碩士班畢業之博士生，

須補修碩士班必修課程 6學分，但不計入畢業學分，確保博士生對台灣史基礎知識的理解。 

依本校學則規定，碩博士班的學生的學習評量全部交由教師決定，但本所仍注重教學反

應與互動，首先，所務會議有博碩士生代表各一名參加，給予學生向所上反應的暢通管道，

其次，如若學生與教師教學發生疑慮，可由所務會議代表反應，亦可由所長協調教師與學生

之間的溝通，以期達到教學的品質完善。 

（三）學習要求與多元輔導和協助 

本所為了讓學生能拓展視野，不單只鑽研於其有興趣的領域，而能對各領域都能有一基

本的概念，首先，訂定碩士班學生必修三門課：「臺灣史學與史料」、「史學理論與方法」、

「論文寫作」，博士班則必須修習「研究方法與專題指導」這門課，期讓學生透過這些必須

課，習得臺灣史的基礎知識，以及史學的研究方法。其次，將碩、博士課程的選修的課程地

圖，分為三大學群，並訂定碩博士生於每個學群必須修習的學分，以確保學生對各領域有基



礎的了解，更讓學生能在選擇研究主題時有更廣泛的範圍：1、史料與史學方法學群（4-8學

分）。2、東亞與世界學群（4-10學分）。3、專題史學群（8-12學分）。 

由於日治時期在台灣史中佔有很大的分量，本所在訂定宗旨時即已期許學生能夠擁有國

際觀，並在研究台灣史的能力上能更進一步，因此在創所之時，即規定碩士班學生必須通過

本所的日文檢定考(與本所的「日文名著選讀」課程期末考同樣考題)、或是擁有日語二級檢

定的能力，才能達到畢業門檻。 

其後，關於語言能力的畢業門檻，學生與教師們多有討論，為了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

增加學生未來畢業後的社會競爭力，於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七次所務會議修改相關修業

規定，將英文名著選讀與日文名著選讀讓學生擇一修習，讓學生的畢業門檻能更加擴大至英、

日文。 

對博士班學生的要求，則為了加強博士班學生畢業後的競爭力，在修業規定中規定學生

必須在英文名著選讀與日文名著選讀讓學生擇一修習、通過課程期末考，或是取得日語一級

檢定。 

而在輔導部分，除了導師每學期與導生的導生宴外，導師並保持與學生的連絡。所辦公

室亦會關注學生的身心狀況。當學生發生學習、健康或情緒問題時，本所會由導師、所辦公

室或所長與學生諮商，輔導學生繼續學業，或是協助辦理休學等事宜。 

本所與日本東京大學、一橋大學、廣島大學、澳洲 Monash大學簽訂合作協定，每學期

均與前三所大學有一名學生的交換名額。學生在提出申請、撰寫研究計畫、申請獎助學金、

辦理國外宿舍申請等事項上，本所均提供相關的訊息與諮詢。 

（四）學習成效提升 

1.學科專業能力 

本所為提升學生的專業能力，除設計了學群與修業學分的規定，並要求學生在提出論文

大綱前，必須先通過資格考試，確保學生在研究主題之外，亦有一定的台灣史相關知識。 

碩士生的資格考共有二科目。本所將台灣史分段為四科：早期、清代、日治、戰後四科，

碩士生必須選擇二科與學位論文之斷代相關的科目，通過考試。換言之，如學生的論文方向

訂為日治時期，除了必須通過日治時期科目的資格考，且必須在往前推的清代、或是往後推

的戰後，這兩個斷代的科目中選取一科考試，以達到知識的連續性。 

博士生之資格考，則一共三科。在斷代史方面，與碩士班相同，必須通過學位論文之研

究的斷代，及與其相關的往前或往後斷代科目考試，同時，由於博士班學生未來將以學術研

究為目標，為確保博士班學生的專業能力，並增加學生的競爭力，還需通過加上專業史一科，

這一科的專業史資格考，規定至少有一位所外委員參與出題與閱卷 

而為了鼓勵學生學習、以及積極在期刊發表論文，以符合現在學術圈要求的規定，本所

修業規定要求博士生在畢業之前，至少必須於具審查制度之學術研究期刊發表一篇論文。 

同時，為了鼓勵學生努力於學術研究，本所在核發文學院研究生獎學金的標準中，即有

一項是學術論文的發表，其中包括有審查期刊的發表論文、於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專書

篇章，以及專書的出版。 

 

學生發表論文數 

年度 數量 

2008 6 



2009 26 

2010 26 

2011 30 

2012 23 

 

由於本所的宗旨即為推展台灣史研究，因此除了學術論文外，亦鼓勵學生出版一般教養

類的書籍。在這方面，本所的在學生與畢業生，均有相當的成果(參看附錄一)。 

在本所的訓練之下，本所學生畢業後的學位論文，在國史館所舉辦的「國史研究獎助」

上，深獲肯定，得獎名單可見下表。 

表 1 國史研究獎助與臺灣圖書館論文獎助名單 

姓名 學位論文名稱 受獎/畢業

年度 

陳柏棕 血旗揚帆：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的從軍始末 

（1943-1945） 

101/99 

阿部賢介 關鍵的七十一天：二次大戰結束前後的台灣社 

會與台灣人之動向 

101/98 

周俊宇 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 101/96 

李鎧揚 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財政：以初等教育費為探討中心 100/98 

黃仁姿 外來政權與地方菁英：以 1950 年代農會改組為例 99/97 

劉芳瑜 海軍與台灣沈船打撈事業（1945-1972） 99/97 

陳堅銘 熟悉的異國之聲：「日本流行歌」在臺灣的傳唱

(1928-1945)(國立臺灣圖書館論文獎助) 

100/99 

2.倫理、紀律與社會關懷 

高等教育的目的，即在培養社會人才，而政治大學的目標，則是以打造國際一流人文社

會學術殿堂為願景，並培養具有「人文關懷、專業創新、國際視野」的人才。在這個目標下，

本所除了如前所述，在學術研究上強化學生的專業能力，並提升學生的外語能力之外，並藉

由「論文寫作」的必修課程，教導學生在論文寫作時，如何注意引用的方式，強調著作權的

概念。 

更進一步，作為人文社會學科，本所開設的課程、以及相關合作的學術單位，如雷震研

究中心、人權史中心等，均著重對社會的關懷，並鼓勵學生對於人權與社會議題的討論與省

思，本所學生在人文關懷的薰陶下，亦積極參與反核、人權的社會運動，而不只是閉鎖在校

園研究之中。 

3.國際移動能力 

為希望學生能有閱讀外國學術著作的能力，能接觸更廣闊的學術研究，本所要求學生在

畢業前必須擁有一定的日語或英語能力。 

同時，本所除了每年舉辦多場國際研討會(參看下表) 

 

本所舉辦的國際研討會 

單位 學年度 國際會議名稱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

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合辦 

97 2008年台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日本

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日本一

橋大學言語社會研究科共同主辦 

98 2009年台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 98 
台灣歷史與人權跨學科學生交流工

作坊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央

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合辦 

98 2009年台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日本

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日本一

橋大學言語社會研究科共同主辦 

99 2010年台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 99 2010臺灣文史大學生跨領域工作坊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 99 
台灣歷史與人權跨學科學生交流工

作坊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 99 
見證與反思—臺德人權博物館實踐

經驗交流論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

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合辦 

99 2010年台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日本

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日本一

橋大學言語社會研究科共同主辦 

100 2011年台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 100 人權理論與台灣工作坊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

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合辦 

100 2011年台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日本

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日本一

橋大學言語社會研究科共同主辦 

101 2012年台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 

日本北海道大學斯拉夫研究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101 「冷戰史與臺灣」國際工作坊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央

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合辦 

101 2012年台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同時，在全球化的情境下，為了增加學生的競爭力，也鼓勵學生不論是發表論文或僅是

出席，均多參與國際研討會，了解各國學術研究。本所學生的國際研討會發表次數，請參閱

下表。 

 

學年度 班別/國家   美國 日本 韓國 其他國家/請註明名稱 

98  碩士班 短期研究   8     

    交換生   1     

  博士班 
出席國際學

術會議 
      4(於台灣舉辦台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 

99  碩士班 短期研究   10     

    交換生   1     

  博士班 
出席國際學

術會議 
1     2(於台灣舉辦台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 

    交換生   2     

100  碩士班  短期研究   16     

    交換生   2 1   

  博士班 
出席國際學

術會議 
1 2   5(於台灣舉辦台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 

    短期研究   1     

    交換生   1     

 

除此之外，本所自 2008年起，每年與日本廣島大學均有 1-2次的國際合作案，由本所教

師們帶領學生赴日進行移地的廣島大學人權研究交流參訪密集課程。廣島大學提供場地，由

廣島大學聘任的日本教師與本所教師共同開課，為本所學生授課[1]。課程不只在教室內授課，

並帶學生前往廣島平和紀念資料館，進行原爆歷史的理解，同時，為達到國際交流的目的，

本所學生與廣大學生亦有交流懇親會。而為了讓學生能進一步了解日本文化與社會，更帶領

學生前往日本世界遺產的巖島神社、日韓最初交流的吳市進行文化參訪。 

每學期除依協定與東京大學、一橋大學與廣島大學有交換學生制度外，本所亦有同學獲得文

學院推薦至日本同志社大學交換。至 101學年度為止，已有八名學生赴日交換。亦有學生獲

校方推薦，至韓國程均館大學交換。 

4.升學或就業（創業）競爭力 

本所學生在本所的訓練下，對台灣史乃至論理思維均有相當的肯定，同時，經常性的國

際交流活動，亦拓展了學生的國際視野。例如本所學生畢業後的學位論文，在國史館所舉辦

的「國史研究獎助」上，深獲肯定，在 101年度為例總共 4位得獎者中，本所學生即佔 3名。

而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的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以及碩士班的訪問學員獎助，本所學生

幾乎每年均有 1至 3名學生獲得支助，從 2007 年至 2012年，共有 8 名學生獲得獎助。而本

所碩士班畢業後繼續攻讀博士課程者，自 2008 年-2012年，亦有 9名(占畢業生的 15%)，其

https://taiwan.nccu.edu.tw/eval/pages.php?ID=eval1#_ftn1


中台灣大學歷史系 1名、政治大學台史所 3名、日本東京大學 1名。以上均顯示出本所在專

業訓練上的競爭力。 

這些專業的訓練在就業上，促進學生的人文關懷與社會反思的能力，提供學生就業或學術之

外的競爭力。如前所述，畢業生與在學生均積極從事文史相關寫作，這些出版品有些是從碩

士論文改寫，但許多作品是在論文之外的所思所得，為大眾而寫的通俗性作品。不論是學院

內的訓練成果，或是為一般民眾而撰述的趣味文字，皆墊基於本所的訓練，也與本所積極推

廣台灣史的宗旨與努力息息相關。關於進一步的校友能量狀況，可參考本報告第五章。 

 

 

[1]請參看第三章、辦學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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