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辦學國際化 

本所自 94學年度招生以來，致力於國際交流等學術活動以提昇臺灣史研究的國際水準。

從曹永和院士提出的「環中國海交流圈」及「臺灣島史」角度來看，臺灣歷史的演進向來與

國際局勢和東亞島嶼地緣臍帶的變動緊密綰合，十九世紀以後，更因列強在亞洲的擴張，臺

灣在百年間經歷了殖民與急遽現代化的雙重變奏歷程，使得臺灣的歷史歧異多元而色彩繽紛，

臺灣人更因緣際會，在此國際力量衝激下，逐步徧佈世界各地。基於前述認知，研究臺灣歷

史既須立足本土，更需放眼國際，本土與國際的互動與互饋實為本研究所在教學與研究上的

重點。 

因此，本所一方面積極與國外大學建立國際交流關係，例如簽署合作案、互派交換生、

教師至對方學校講課等，同時，亦鼓勵教師利用學校與本所每四年能有半年出國講學的機會，

到國外大學進行講課、研究等交流活動。 

目前除了與日本東京大學、廣島大學以及澳洲蒙納許大學有簽訂交流合約外，每年均有

短期見學和研討會等活動促進彼此交流關係外，今年更積極與英國倫敦大學建立交流管道，

預期年底將能有學術交流的互動。 

（一）多元國際連結(姊妹校區域與國家分布、交換生學習、教師交換訪問) 

開始招生以來，每學期皆有外籍生報考申請本所，除了想要體驗臺灣生活，了解本土的

風土文化，更重要的是對於台灣歷史有著深厚的興趣，所以本所外籍生以文化歷史背景跟台

灣息息相關的日本學生居多，近年來也有美國學生，甚至遠在北歐的比利時學生都至本所學

習，期許能將台灣的歷史文化發揚至美國，甚至歐洲。以下將本所歷年的出國交換生、短期

研究生，以及來本所交換、留學與訪問的學者，作一簡單的介紹： 

本所歷年外籍生與選讀生列表： 

學號 姓名 畢業論文 畢業年月 現況 

94158016 岩口敬子 

國家儀典與國民統

合：日治時期台灣官方

節日與儀式之研究 

98/07 
一橋大學國合

處 

95158023 福田裕子 退學 

95158024 門田晶 
日治時期大稻埕與城

內美術活動之比較 
101/07 待業中 

9615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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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7 三菱商事 

96158021 小松優介 
日本筑波大學大學院

交換生 
選讀生 日本普利司通 

97158018 郝凱揚 美國外籍生 
 

休學 

97158019 齊藤啟介 
《台灣鐵道旅行案內》

塑造的台灣形象 
102/12 中央通訊社 

98158506 深串澈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交

換生 
選讀生 

青山學院大學

的國際政治經



濟研究科攻讀

博士 

99158018 森功佑 日本外籍生 
 

就讀中 

99158506 坂井洋 日本外籍生 
 

就讀中 

100158506 早丸一真 日本外籍生 選讀生 

東京大學總合

文化科攻讀博

士 

101158504 紀中睿 比利時外籍生 
 

就讀中 

本所歷年來至國外交換生列表： 

學號 姓名 交換學校 期間 經費來源 

96158014 楊裴文 東京大學 
2009/10 

2010/03 
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 

97158001 廖怡錚 東京大學 
2010/10 

2011/03 

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

金會獎助金 

98158505 蔡蕙頻 一橋大學 
2011/04 

2012/03 
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 

98158023 邱芊樺 同志社大學 
2011/04 

2012/03 
自費 

96158502 張安琪 東京大學 
2011/04 

2012/03 
自費 

98158501 黃仁姿 東京大學 
2012/04 

2012/09 
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 

96158503 陳家豪 東京大學 
2012/10 

2013/03 

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

金會獎助金 

99158003 陳郁婷 成均館大學 
2012/2 

2013/2 
自費 

100158002 顏儀婷 廣島大學 
2012/04 

2012/09 
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 

100158015 林威君 廣島大學 
2012/10 

2013/03 
自費 

100158505 陳芷盈 東京大學 
2013/04 

2014/03 
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 

教師出國研修 

姓名 研究題目 學校 期間 

陳文賢 執行台灣史國際合作

案-台灣國際關係史 

澳洲蒙納士大

學 

2007/08/25-2007/09/25 

李福鐘 執行台灣史國際合作 澳洲蒙納士大 2007/08/25-2007/09/25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1&cad=rja&ved=0CC4QFjAA&url=http%3A%2F%2Ftafs.mofa.gov.tw%2FSchDetailed.aspx%3Floc%3Dtw%26ItemId%3D24&ei=3BwwUc7GEPD0mAWZo4CQDw&usg=AFQjCNEay4_Pw-gKz25Od2_I67afRzPTVQ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1&cad=rja&ved=0CC4QFjAA&url=http%3A%2F%2Ftafs.mofa.gov.tw%2FSchDetailed.aspx%3Floc%3Dtw%26ItemId%3D24&ei=3BwwUc7GEPD0mAWZo4CQDw&usg=AFQjCNEay4_Pw-gKz25Od2_I67afRzPTVQ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1&cad=rja&ved=0CC4QFjAA&url=http%3A%2F%2Ftafs.mofa.gov.tw%2FSchDetailed.aspx%3Floc%3Dtw%26ItemId%3D24&ei=3BwwUc7GEPD0mAWZo4CQDw&usg=AFQjCNEay4_Pw-gKz25Od2_I67afRzPTVQ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1&cad=rja&ved=0CC4QFjAA&url=http%3A%2F%2Ftafs.mofa.gov.tw%2FSchDetailed.aspx%3Floc%3Dtw%26ItemId%3D24&ei=3BwwUc7GEPD0mAWZo4CQDw&usg=AFQjCNEay4_Pw-gKz25Od2_I67afRzPTVQ


案-戰後人權發展史 學 

薛化元 戰後台灣菁英的連續

與斷裂 

日本關西大學 2011/7-2011/9 

李衣雲 以日治時期的百貨公

司為中心，研究當時

台灣的消費社會 

日本東京大學 2011/8/1-2012/1/31 

李為楨 1940-1950年代台灣

金融體制之重組-以

產業金庫與產業組合

為中心 

日本東京大學 2012/2/1-2012/7/31 

陳翠蓮 獲交流協會補助 日本早稻田大

學 

2013/2/8-2013/3/8 

 

國外學者或研究者至本所擔任客座及研究 

姓名 國別 學校 期間 

若林正丈 日本 早稻田大學 2006/4/1-2006/6/30 

三浦帶刀 日本 前川村學園女子大學 2007/1/1-2007/10/31 

春山明哲 日本 早稻田大學 2008/9/1-2008/12/31 

王丹 中國 哈佛大學博士 2009/8/1-2010/2/28 

TylerB.Schaefer 美國 GeorgeMasonUniversity 2009/8/9-2009/8/20 

黃政浩 日本 京都大學 2009/8/17/2009/11/5 

ElizavetaVolchkova 俄羅斯 莫斯科大學 2010/9/6-2010/9/27 

KimLiao(廖美文) 美國 愛默生大學 2010/11/26-2011/9/25 

松田吉郎 日本 兵庫教育大學 2011/7/8-2011/10/8 

春山明哲 日本 早稻田大學 2012/3/4-2012/3/10 

外單位至本所訪問交流 

姓名 國家 學校 期間 目的 

東亞學程主任

Prof.AxelSchneider 

德國 哥廷根大學

(UniversityofGöttingen) 

2011/8/23-2011/9/3 拜訪外文中心、歷史系

及台史所 

前田直樹老師帶

領師生共 16人 

日本 廣島大學法学部・大

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科

法政システム専攻 

2011/9/25-2011/9/27 舉行人權理論與台灣工

作坊工作坊 

東山京子老師與

師生共 13人 

日本 學習院大學檔案學研

究所 

2011/11/3 與圖檔所暨台史所進行

交流座談會 

北波道子教授與

師生共 11人 

日本 關西大學經濟學部 2011/12/20 訪問並舉行國際交流座

談會演講 

松田吉郎 日本 兵庫教育大學 2012/2/20 學術交流洽談 

北波道子 日本 關西大學 2012/2/20 學術交流洽談 

西谷元、前田直樹 日本 廣島大學 2012/2/27-2012/3/5 GCAS臺灣研修旅行 



與師生共 19人 

原正人 日本 中央大學 2012/2/29 

 

學術交流洽談 

曉敏 日本 愛知大學 2012/3/8 學術交流洽談 

錫莉 日本 神戶大學 2012/3/8 學術交流洽談 

圖左篤樹 日本 京都大學大學院經濟

學研究科 

2012/3/8 學術交流洽談 

菅原慶乃 日本 關西大學文學部映象

文化專修 

2012/3/8 學術交流洽談 

吳炳守 韓國 成均館大學校東亞學

術院 

2012/3/12 學術交流洽談 

梅村尚子 日本 廣島大學教育.國際室.

國際交流 Group 

2012/5/7 學術交流洽談 

小倉亞紗美 日本 廣島大學教育.國際室.

國際交流 Group 

2012/5/7 學術交流洽談 

廣島吳信用金庫

中小企業社長共

19人 

日本  2012/6/29 交流訪問 

檜山幸夫 日本 中京大學 2012/9/3 學術交流洽談 

西谷元、前田直樹,

教授帶領師生共

25人 

日本 廣島大學 2012/9/3 台灣研修 

三田裕次 日本 三田文庫捐者 2012/9/11 參觀三田文庫 

圖左篤樹 日本 京都大學大學院經濟

學研究科 

2013/2/24-2013/3/2 學術交流洽談 

（二）多元國際學習(多語學習環境、英語授課、雙聯學位、跨國合作授課、移地教學、國際志工服

務、海外企業實習 

本所致力推動國際合作交流，與多所外國學校簽訂學術交流協議，並鼓勵學生積極参與國

際研討會發表論文，開拓具有世界觀的學術素養，於每年寒暑假舉辦國外學校短期見學，與

對方學校師生進行講學，促進雙方師生的多元交流，促進學生體驗不同文化。 

學術交流簽訂學校列表 

國家 學校 科系 期間 

澳洲 蒙納士大學 語言，文化，語言學分

學院中文系 

2007至今 

日本 東京大學 總合文化研究科 2009/3/19-2014/3/19 

日本 廣島大學 社會科學研究科 2009/11/4-2014/11/4 

日本 一橋大學 言語社會科學研究科 2010/3/19-2013/3/19 

海外見學短期課程： 



本所與廣島大學已有長期的合作關係，自 2009年開始，每年均由 1-3名教師帶領學生至

廣島大學，進行移地短期課程，廣島大學提供場地與教師，本所教師亦參與授課，同時帶領

學生至廣島和平紀念館、巖島神社、吳市等進行參訪。至 2013年 2月為止，共有 51名學生

參與廣島大學與本所合作的短期見學，詳細課程與名單參考如下： 

2009/8/2-2009/8/12廣島大學見學名單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95158020 李鎧揚 96158009 陳芷盈 

96158018 李璟芳 96158014 楊裴文 

93158010 曾櫞璋 96158016 李東諺 

98158007 林上哲 95159010 藍士博 

98158021 蘇柏宇   

2010/8/2-2010/8/9廣島大學見學名單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98158004 陳昱齊 98158005 林冠瑜 

97158006 雷思庭 97158014 陳昭圻 

97158002 張允騰 98158008 邱崇偉 

98158020 林秀姿 98158010 彭孟濤 

98158019 呂昆諭 96158015 張世賢 

2011/8/2-2011/8/9廣島大學見學名單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99158007 張軾杭 98158023 邱芊樺 

99158003 陳郁婷 98158501 黃仁姿 

99158014 羅文婷 99158004 陳意倫 

98158002 陳南君 99158006 吳欣樺 

98158003 游淑如 99158005 李虹薇 

2011/2/9-2011/2/16廣島大學見學名單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100158502 林逸凡 99158017 范耿鈞 

100158505 陳芷盈 100158009 李正瀚 

97158007 賴建寰 99158006 吳欣樺 

98158008 邱崇偉   

2012/8/2-2012/8/12廣島大學見學名單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98158022 石君灝 100158003 許雅婷 

99158016 陳敬彥 10015815 林威君 

100158012 邱子佳 100158017 唐伯良 

100158005 蘇維新 98158504 蔡思薇 

100158008 黃鈺文 98158502 余佩真 



2013/1/19-2013/1/27廣島大學見學名單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97158502 周茂春 101158014 何承恩 

101158009 吳亮衡 97254505 王士肯 

101158004 柯俐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