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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史研究所修業規定之學群規定
第二章

修習學分

第四條

（學群選修規定）

本所碩、博士課程分為三大學群，除必修課外，學生修習課程應跨此三學群，以俾基礎與專業訓練之完善。
1.

史學理論與方法學群最少需選修一門課程；

2.

東亞與世界學群最少需選修一門課程；

3.

專題史學群最少需選修一門課程。

碩博士班選修課程所屬學群，由所辦公告。
未歸屬學群學分之課程不列入學群學分計算，但列入畢業修習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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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與史學方法學群
近三年課程
台灣史學研究專題(博修)

史料與研究專題(博修)

「臺灣史」史學史

日文史學名著選讀

英文史學名著選讀

臺灣原住民史文獻選讀

口述歷史理論與實務

檔案應用與歷史學實務專題

地方學研究與實務專題

日治時代重要史料解讀專題

明清時代台灣史料選讀

近代東亞的史料與史學(跨東亞)

台灣政治經濟發展與美國政策(跨東亞)

近代東亞文明發展：檔案文獻(跨東亞)

近代初期台灣史料選讀

人文科學的諸問題（Ｉ）

人文科學的諸問題（ＩＩ）

傳播研究與社會理論

歷史、身體、記憶(跨專題)

二十世紀史學思潮導論

明治維新、殖民統治與歷史認識：史料解
讀為中心(跨東亞)

早期課程
台灣方志理論與實務專題

戰後台灣史學史研究

經濟史日文名著選讀

清代臺灣中英文史料選讀

日文研究論文選讀

史料解析

台灣史田野調查研究

台灣史英文名著選讀

文化史日文名著選讀

清代臺灣史料

台灣史研究導論

台灣史研究的知識傳統(跨專題)

社會學理論與歷史學

歷史學經典名著選讀

清代台灣中英文史料選讀

歷史學與台灣研究

戰後國民黨檔案史料專題

總督府檔案選讀

史料解析專題

臺灣大家族及其史料

臺灣族群史文獻選讀

歷史檔案數位化與詮釋(跨專題)

台灣總督府行政組織與檔案運用專題(跨
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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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與世界學群
近三年課程
日本的中國論：日中關係史與中國近現代

東亞危機時代下的知識份子與思想

近代台灣歷史與文化

近代東亞文明新秩序

日本大眾文化研究

戰後日台關係史

近代東亞的歷史認識

近代東亞的歷史認識與歷史書寫

台灣政治經濟發展與美國政策(跨史料)

憲政史專題(跨專題)

東亞的征服王朝與殖民

國民黨研究專題

史研究

台灣國際關係史專題

明治維新、殖民統治與歷史認識：史料解
讀為中心(跨史料)

近代東亞文明發展：檔案文獻(跨史料)

近代東亞人權與政治經濟發展

戰後東亞人權發展論

當代日本台灣思潮專題

台灣歷史、文化與人權發展(跨專題)

日本帝國與臺灣：殖民知識與跨境人流

晚清到日治初期臺灣史研究專題(跨專題)

台灣政治經濟發展與美國冷戰政策(一)
(跨專題)

早期課程
台美關係史專題

近代東亞人權與文化史議題

中華民國與聯合國

二戰時期台灣史專題(跨專題)

國際政治與台灣民主化

國際政治與台灣民主化(二)

近代初期台灣與東亞關係

二十世紀中國史專題

當代日本政治社會專題

當代日本政治社會專題(一)

當代日本政治社會專題(二)

日本近代史專題

臺灣海洋文化史專題研究(跨專題)

戰後日本研究專題 A：政治體制演變、政

台灣國際關係史研究

治社會議題
日治時期台灣海外關係史專題

近代台海兩岸貿易史概論
3

戰後台海兩岸關係史專題(博修)

東亞思潮與台灣專題

全球化與台灣專題

1950 年代兩岸國家暴力比較研究

近代東亞與台灣人權專題討論(限廣大集

近代亞洲社會與人權議題變遷(限廣大集

台灣人權發展與日本相關研究(限廣大集中

中課程)

中課程)

課程)

台灣與亞洲人權(限廣大集中課程)

亞洲的人權發展(限廣大集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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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史學群
近三年課程
台灣民族主義發展史

近代企業發展史

戰後台灣與冷戰

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

影像、圖像與台日文化

台灣戰後國際政治史

歷史、身體、記憶(跨史料)

晚清到日治初期臺灣史研究專題(跨東亞)

祖籍信仰與族群

台灣近代政治經濟史專題

戰後台灣政治史專題

台灣民族主義發展史

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學年課)

戰後台灣文化政策與政治發展

二二八事件專題研究

臺灣家族史

臺灣環境史

清代台灣社會文化史

戰後台灣產業發展史料解析專題

日治時期臺灣社會文化史專題研究

戰後台灣產業與社會

台灣企業史

戰後台灣企業與社會

台灣政治經濟發展與美國冷戰政策(一)(跨
東亞)
傳播研究的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博修)

日治時期台灣經濟發展專題

早期課程
台灣新聞史專題研究

台灣近代經濟史專題研究

戰後初期台灣史專題研究

日治時期台灣史

近現代大眾文化史專題

大眾文化史專題

台灣性別史

台灣近現代法律史專題討論

台灣近現代史

二戰時期台灣史專題(跨東亞)

台灣近代史專題（合）

台灣農墾史

台灣考古（合）

日治時期台灣政治史專題

十九世紀臺灣史

戰後台灣經濟史專題

台灣經濟史專題

漢人社會發展史

清代台灣族群史研究

台灣日治時期法律史

台灣日治時期法律史專題討論

清代臺灣族群與地域社會史

近代台灣政治社會史專題

臺灣史與文化實務專題研究

臺灣海洋文化史專題研究(跨東亞)

歷史檔案數位化與詮釋(跨史料)

專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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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社會文化史解析

日治時期台灣經濟史專題

戰後台灣自由主義專題研究

清代台灣史專題研究

台灣近代思想史

清代台灣社會史

清代台灣經濟史

臺灣自然文化史

現代台灣政治史研究

戰後臺灣思想史專題

戰後台灣憲政主義史研究

兩蔣威權統治

台灣現代史專題

臺灣婦女史專題

戰後臺灣社會文化史專題

20 世紀中期台灣地方政治與社會

台灣近代政治經濟史研究

臺灣體育運動史研究

美國對台政策與台灣民主化(一)

台灣政治經濟發展與美國政策(一)

清代臺灣經濟專題

戰後台灣人權史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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