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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世昌 1945年以前東北勞工運動的探討 宋晞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4

陳逢申 戰爭與文宣：以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話劇、音樂及漫畫

為例（1937~1945）
呂芳上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4

黃文德 國際合作在中國： 華洋義賑會之研究 王綱領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4

王良卿 動盪中的改革：中國國民黨從「革新」走向「改造」，

1945-1950
林能士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柯惠鈴 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 呂芳上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4

馮啟宏 抗戰時期國民黨的幹部訓練：以中央訓練團為中心 林能士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4

郭耀力

Jaroslaw 
Grzywacz

商戰與大同在進步的時代—清末民初滬、津的商會

（1904-1927）
劉翠溶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4

許毓良 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以武力控制為核心的討論 溫振華

許雪姬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歐素瑛 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的臺灣大學（1945-1950）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賴淙誠 清越關係研究—以貿易與邊務為探討中心

（1644~1885）
莊吉發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楊志遠 中國近代史學觀念的演變—關於儒化、進化、實證化

史學的分析

雷家驥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楊護源 清代臺中地區的聚落拓殖 黃秀政

顏尚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5

王御風 近代臺灣地方議會與領導階層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

（1920-1960）
鄭梓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李文環 臺灣關貿政策之歷史的研究（1945-1967） 梁華璜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林瑛琪 夾縫中的文化人—江文也及其時代研究 林瑞明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5

任育德 向下紮根：中國國民黨與臺灣地方政治的發展（1949-
1960）

呂芳上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5

邱秀香 追求富國裕民—清末民初中國實業教育研究（1904-
1922）

林能士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5

張曉威 晚清駐檳榔嶼副領事之角色分析（1893-1911） 陳鴻瑜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5

管美蓉 大學入學考試制度與教育控制—臺灣地區的歷史考察

（1949-2001）
林能士

張元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應俊豪 「丘八爺」與「洋大人」—國門內的北洋外交研究

（1920-1925）
周惠民

唐啟華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5

張淑卿 防癆體系與監控技術：臺灣結核病史研究（1945-1970s） 傅大為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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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宏 民國乃敵國也：清遺民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 王汎森

古偉瀛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5

許世融 關稅與兩岸貿易 1895-1945 林滿紅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

陳佳宏 戰後臺灣獨立運動之發展與演變（1945-2000）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

趙祐志 日人在台企業菁英的社會網路（1895-1945） 林滿紅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潘繼道 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歷

史變遷之研究（1874-1945）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

王俊昌 日治時期臺灣水產業之研究 顏尚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6

潘是輝 林豪編纂地方志書的理念與實踐 顏尚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6

吳嘉陵 清末民初的繪畫教育 李朝津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6

林雅青 華盛頓會議中英、美對華政策 王綱領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6

游維真 1945-1952年臺灣戰後初期惡性通貨膨脹之探討 吳中書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6

劉傳暘 王世杰與現代中國—學人從政個案研究 王綱領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6

曹淑瑤 戰後馬來西亞地區華文高等教育之研究（1945-2005） 余文堂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6

曾鼎甲 戰後臺中縣的農業發展（1950-1999） 黃秀政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6

徐相文 毛澤東與韓戰：介入背景、決策過程與動機 唐啟華

李明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6

張世瑛 清末民初的變局與身體 呂芳上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陳耀煌 內生抑外塑：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 陳永發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6

王立本 國共內戰在西北（1945-1949）—從陝西鏖兵到蘭州

對決

胡平生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6

吳啟訥 新疆：民族認同、國際競爭與中國革命，1944-1962 陳永發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6

曾品滄 從田畦到餐桌—清代臺灣漢人的農業生產與食物消費 黃富三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6

吳明勇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之研究 (1921-
1939)—以研究事業及其系譜為中心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李寶鑽 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教育之研究（1957-2003）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蔡龍保 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

（1895-1945）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鄭炯兒 「友好同盟」的悲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之中蘇

關係（1941~1952）
呂芳上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王惠姬 中國現代化的推手—以留美實科女生為主的研究

（1881-1927）
雷家驥

呂芳上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7

王震邦 陳寅恪論學的四個面向 雷家驥

毛漢光

杜維運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馬有成 清政府對臺閩海洋交通之管理（1683-1840） 顏尚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7

葉碧苓 臺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之研究 吳文星

王吉林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7

林玲玲 葉石濤及其臺灣文學論的建構 林瑞明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金智 蔣經國與臺灣黨國體制的建構（1949-1952） 石萬壽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7

張永楨 清代濁水溪中游的開發 石萬壽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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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阿有 日治前牛稠溪流域發展之研究 石萬壽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鄭建生 國民革命中的農民運動—以武漢政權為中心的探討 呂芳上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7

蔣竹山 清代人參的歷史—一個商品的研究 陳華

梁其姿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王怡超 日據時期臺日士紳都市家宅之研究 陳鵬仁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8

林君成 十九世紀中國的禦侮戰爭—以中法戰爭臺灣戰役

（1883-1885）為論述中心
尹章義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8

蔡素貞 日據時期臺灣人對日本文化之迎拒：殖民性、現代化與

文化認同

宋光宇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8

王靜儀 戰後臺中縣的地方派系與縣政發展 黃秀政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8

呂慎華 清季袁世凱外交策略之研究 唐啟華

孫若怡

王良行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李巧雯 美國洛杉磯華族的社會適應與發展 陳靜瑜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李昭容 日治時期彰化地區文化事業之研究 黃秀政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顏清梅 戰後初期臺灣專賣政策的延續與變革（1945-1953） 黃秀政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8

王美惠 1930年代臺灣新文學作家的民間文學理念與實踐—
以《臺灣民間文學集》為考察中心

林瑞明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林孟欣 1900~1927年臺灣總督府「拓殖」方針之檢討—以拓

殖會社的土地申領為中心

陳梅卿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8

周春燕 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1895-
1949）

林能士

張力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李毓嵐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陳亮州 清代臺灣城市的發展與治理 顏尚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楊書濠 從戒嚴到解嚴—中國佛教會在臺灣政教關係中的挑戰

與發展

顏尚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9

牛道慧 鴉片戰爭前在廣州的美國商人（1784-1844） 王綱領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9

易正義 從民間出發：民國初年的中等教育改革 1912-1926 李朝津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9

賴盟騏 彰化縣政治菁英之研究（1945-2007） 尹章義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9

陳靜寬 日治時期臺中市的都市話與社會變遷 黃秀政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9

王昭文 日治時期台灣基督徒知識分子與社會運動（1920-1930
年代）

林瑞明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9

吳怡萍 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及其運作 林能士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李鎧光 內戰下的上海市社會局研究（1945-1949） 呂芳上

康豹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林丁國 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

(1895-1937)
許雪姬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林果顯 一九五○年代反攻大陸宣傳體制的形成 薛化元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林德政 日治時期臺灣人在中國的政治活動（1895-1945） 胡春惠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戴振豐 吉田茂與戰後日本對華政策之研究 黃自進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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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海 五四意識在臺灣 薛化元

劉季倫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9

王心美 一九七○∼八○年代臺灣知識婦女的家庭、工作與性

別—以《婦女雜誌》（The Woman）為分析實例
陳華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吳燕秋 「拿掉」與「毋生」（m-sinn）—戰後臺灣婦女墮胎

史（1945-1984）
傅大為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邱正略 日治時期埔里的殖民統治與地方發展 許雪姬

康豹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9

王政文 天路歷程：台灣第一代基督徒研究（1865-1895） 張瑞德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蔡承豪 天工開物—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蕭富隆 戰後初期臺灣省人事之演進與分析 黃秀政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10

吳建昇 道光三年以前臺江內海及周圍地區歷史變遷之研究 石萬壽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陳秀卿 急水溪中上游平埔聚落之比較研究（1875-1945）—
以哆囉嘓社，大武壠社移往村落為例

林瑞明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闞正宗 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皇國佛教」之研究「教化、同化、

皇民化」下的佛教（1895-1945）
陳玉女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唐志宏 嘗試與突圍—成舍我與中國近代報業（1919-1949） 林能士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10

張正田 從族群關係看清代臺灣桃竹苗地區義民信仰區域差

異—以清代苗栗堡為觀察中心

彭欽清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陳世榮 近代豐原地區地方菁英影響力的形成與發揮 許雪姬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10

蘇瑞鏘 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1949-1992） 薛化元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陸建勝 馬來（西）亞董教總與華文教育發展之研究（1951-
2000）

古鴻廷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10

葉言都 臺海分治初期兩岸報業之比較分析（1949-1958） 胡平生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李宗信 崩山八社租業的形成與終結（1684-1904）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岩村益典 日治時期臺灣啤酒專賣之研究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張仙武 清代陰騭文化研究—以《文昌帝君陰騭文》相關文獻

為討論中心

莊吉發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陳景峰 臺灣電影明星之塑造（1949-1987）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楊凡逸 唐紹儀與近代中國的政治外交（1882-1938） 李恩涵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徐瑞美 戰後臺灣電影中對日本的印象（1949-1972）：從官方
文化政策角度分析

汪榮祖

李若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趙文榮 日治時期臺南州區之糖業與地方社會（1895~1945） 顏尚文

溫振華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蘇全正 臺灣佛教與家族—以霧峰林家為中心之研究 顏尚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陳祈伍 激越與戰慄：臺南地區的文化發展—以龍瑛宗、葉石

濤、吳新榮、莊松林為例（1937-1949）
尹章義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11

黃漢文 臺灣國小歷史課程的變遷與兒童歷史記憶之研究—以

1949年以後之臺灣地區國小社會科為範圍
王仲孚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11

歐淑惠 近代以來中國海洋戰略的發展（1842-2003） 孫同勛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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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劍鋒 東亞視野下的褔爾摩沙—臺灣認同的源起與變化 林瑞明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尤淑君 從賓禮到禮賓—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 張啟雄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11

王文隆 中華民國經貿外交之研究（1949-1979） 張力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11

秦先玉 蒸煮幸福：臺灣戰後廚房電氣化發展，1945-1970s 傅大為

吳泉源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陳思宇 冷戰、國家建設與治理技術的轉變：戰後臺灣宏觀經濟

治理體制的形成（1949-1973）
陳永發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黃裕元 日治時期臺灣唱片流行歌之研究—兼論一九三○年代

流行文化與社會

吳密察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賴玉玲 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以臺灣中北部邊區社會的治理為

例（1722-1920）
許雪姬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莊天賜 臨時臺灣糖務局與臺灣新製糖業之發展 （1902-1911）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廖代翔 東亞共榮圈理念之初探：以內田良平為中心 林明德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謝仕淵 帝國的體育運動與殖民地的現代性：日治時期臺灣棒球

運動研究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資料整理 /任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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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承穎 戰後臺東學校教育的發展—以初等教育與中等教育為

例（1945-1987）
張勝彥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4

李鎧光 郁氏家族與清末民初的上海社會 康豹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4

陳建宏 公廟與地方社會—以大溪鎮普濟堂為例 康豹

吳振漢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4

邱顯明 日治時期臺灣茶葉改良之研究 吳承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4

吳美枝 臺北咖啡館之研究—以文人活動為中心的探討 戴寶村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4

徐大智 戰後臺灣平埔研究與族群文化復振運動—以噶瑪蘭

族、巴宰族、西拉雅族為中心

戴寶村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4

李進益 蘆洲：一個長期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 戴寶村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4

馮佳雯 支配者的腳印—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巡視之研究 張炎憲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4

蔡文騰 軍事佈防的變遷—以澎湖為探討中心（1945年以前） 賴澤涵

許雪姬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4

周霖芳 中國佛教會在臺灣之研究（1945~1955）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4

李怡萱 臺灣棉紡織業政策之研究（1949-1953） 陳慈玉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李佩瑩 中華民國駐馬來亞領事館與馬來亞華僑 陳鴻瑜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4

蔡岳璋 陜甘寧邊區的農村教育（1937-1947） 陳永發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4

許淑雯 康有為的民主觀：試以《大同書》為論 王遠義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4

王雲洲 清代臺灣北路理番同知研究（1766-1888） 許雪姬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4

若松大祐 雙重面相：1950年代後半張學良的自敘 張啟雄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4

趙育農 一個女性經驗的家庭計劃：臺灣家庭計劃早期的發展

（1954-1964）
林維紅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洪淑華 臺灣戒嚴時期大法官釋憲與人權發展 薛化元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4

鍾淑姬 從妊產婦名簿到助產所—臺灣（新竹）助產士的歷史

研究 1920-1970
傅大為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4

張欣儀 天主教會與地方社群關係之研究—以桃園地區為例 陳華

戴寶村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4

葛皇濱 叛碼或國碼？臺灣自由軟體運動的發展與挑戰（1991-
2004）

傅大為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4

游博清 小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19
世紀的英國茶商、使者與中國通

黃一農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4

賴志偉 書生從政─朱家驊在國民政府的政治活動（1927-1949） 陳永發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4

黃子寧 天主教在屏東萬金的生根發展（1861-1962） 許雪姬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4

蕭盛和 一個客家聚落區的形成及其發展：以高雄縣美濃鎮為例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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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素瑜 清末民初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研究（1902-1937） 陳豐祥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楊秀蘭 清代臺南府城五條港區的經濟與社會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張淑玲 《歷史月刊》與國中歷史教學—以臺灣史教材為中心 鄭瑞明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陳慧書 霹靂布袋戲中女性形象之演變（1986-2002）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高梨平 革命派與民初教育政策的演變 廖隆盛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王承蘭 戰後高級職業學校之歷史教學研究 鄭瑞明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邊遠平 高中歷史綜合教學模式研究—以「乙未割臺與臺民抵

抗」的教材為中心

陳豐祥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陳怡如 高中歷史教學人物評價問題之研究—以劉銘傳在臺建

設為例

陳豐祥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曾怡菁 大高雄地區之城街發展（1684-1895）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曾詠悌 以黨養黨—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初期發展之研究

（1945-1952）
呂芳上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董至善 清朝社會控制之研究—以秘密社會判例為中心 莊吉發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張慧真 近代中國避暑地的形成與發展 張瑞德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林綺慧 學者辦黨：朱家驊與中國國民黨 呂芳上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曾怡菁 大高雄地區之城街發展（1684-1895）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李景喜 抗戰時期夏威夷華文報刊言論之分析—以《中華公

報》與《新中國日報》為例

呂芳上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玉永珠 聯俄與仇俄：1920年代中國知識界對蘇俄態度的分析 呂芳上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皮國立 當中醫臟腑生理遇上西醫解剖形質—唐宗海（1851-
1897）的中西醫折衷身體觀析論

呂芳上

張哲嘉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4

盧文婷 戰後臺灣婦女參政的個案研究—以許世賢為例 黃秀政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4

任天豪 胡維德與清末民初的「弱國外交」 唐啟華

孫若怡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4

白逸琦 研究系與北洋政治（1916-1928）—溫和型知識份子

的憲政主張及其貢獻

唐啟華

孫若怡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4

呂萍芳 二次戰後紐約皇后區的臺灣移民社會（1945-2000） 陳靜瑜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4

陳慧元 楊亮功研究—以事功與學術為中心 黃秀政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潘相印 美國加州矽谷地區之臺灣移民（1965-2000） 陳靜瑜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4

蘇曉倩 身體與教育：以日治時期臺灣實業學校的身體規訓為例

（1919-1945）
游鑑明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4

吳奇浩 清代臺灣之熟番地權：以道卡斯族為例 林偉盛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4

蘇信宇 華僑匯款與中國國際收支（1912-1945） 劉文賓

李盈慧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4

尹姿文 國際局勢、經濟政策與港口發展：戰後基隆港的營運和

消長

林玉茹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4

陳月萍 美援僑生教育與反共鬥爭（1950-1965） 李盈慧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4

黃國峯 清代苗栗地區街庄組織與社會變遷 林偉盛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4

鄔孟慧 戰後臺灣的肺結核病防治（1950-1966） 劉士永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曾美芳 從《星島日報》言論看香港對兩岸認同的轉變（1967-
1984）

徐泓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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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馨燕 華僑在臺投資之檢討（1952-1989） 李盈慧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4

蕭明禮 戰爭與海運：戰時南進政策下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海運

事業

林玉茹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洪玉茹 戰後臺灣博物館的建立與轉型：以國立歷史博物館展示

教化為例（1955-2000） 
江柏煒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4

余昌蓬 晚清彩票發行制度的建構與嘗試：以上海為中心的討論 張寧

邱澎生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游棋竹 臺灣對外貿易與產業之研究（1897-1942） 王業鍵

林燊祿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4

賴幸琴 1990年代臺灣女性藝術研究 李淑卿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4

陳吉雄 洪通現象之研究 李淑卿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4

謝宜靜 戴德森與早期嘉義基督教醫院發展之研究—以戴德森

私人信函的史料為中心

李若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4

陳培文 朱天心的生命風景與時代課題 林瑞明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洪正龍 清代賤民階層中的江浙墮民研究 陳玉女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4

黃玲珠 龜山島開發之研究 石萬壽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4

黃世明 魯凱族隘寮群頭目文化變遷之研究 石萬壽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4

魏中一 梁啟超與晚清湖南改革思想之研究—以「群思想」為

例

蘇梅芳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曾恕梅 十八，十九世紀東南亞「華人公司」型態之研究：以西

婆羅洲與新馬地區為例

鄭永常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4

郭人豪 晚清商務改革與海外華商關係之研究 鄭永常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4

余璱 基督教門諾會在臺傳教歷程（1948-2003）之研究 陳梅卿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林美華 鍾肇政大河小說中的殖民地經驗 李漢偉

林瑞明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4

羅元德 《中國論壇》半月刊與戰後臺灣自由民主之路（1975-
1990）

鄭梓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林芳瑩 藝術家席德進研究 古鴻廷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沈亮 梅心怡（Lynn Miles）與臺灣政治犯救援運動（1971-
1984）

張炎憲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4

蔡欣雁 日治後期臺中州國家神道之傳播及影響（1931-1945） 張炎憲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林鴻鈞 新民與新國的追求：《新小說》研究 丘為君

陳俊啟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4

張家榮 清代北投社社史研究—以社址、社域變遷為中心 陳哲三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曾淑卿 清代大肚趙家的發展 陳哲三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李靜兒 近半世紀的華僑教育（1950-2000） 古鴻廷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湯惠婷 日治時期新樓醫院之醫療與傳教事業研究 張炎憲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溫勝智 臺灣地區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897-2001） 古鴻廷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4

蔡幸君 桃竹地區傳統藝文研究—1920~1945年間活動的考察 陳清香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4

謝清香 清末中央教育行政機關組織改造（1862-1905） 李朝津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4

黎裕權 駐藏辦事處的設置、功能與影響—兼論國民政府的西

藏政策 (1939-1949)
馮明珠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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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晨聲 從牛津學堂到淡江中學—一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學校

的個案研究（1872-1956）
查時傑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4

林珮君 板橋大觀書社之探究 陳清香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4

朱富琴 朴子配天宮建築裝飾藝術之探討 陳清香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4

侯湛晨 福音與滅鬼歌：從庶民文化分析民教衝突 莊吉發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李彥霖 陂塘到大圳—桃園臺地水利變遷（1683-1945） 戴寶村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2004

鐘千琪 清朝苗疆例之研究 莊吉發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林文超 清朝咸豐時期團練制度之研究 莊吉發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4

梁顥曦 日治時期大溪紳商之研究 吳振漢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5

田金昌 臺灣三官大帝信仰—以桃園地區為中心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5

劉煒錚 國統綱領及其影響之研究 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5

范麗華 「九二香港會談」至「辜汪一次會談」之研究 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5

謝佳芬 臺灣棒球運動之研究（1920~1945年） 戴寶村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5

李尚穎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之研究 戴寶村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5

黃玉惠 日治時期休閒景點北投溫泉的開發與利用 賴澤涵

朱德蘭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5

林文龍 臺灣日治時期陸路交通建設之研究 張勝彥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5

陳凱雯 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文化與地方社會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5

馬鉅強 日治時期臺灣治水事業之研究 戴寶村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5

張鎮炘 臺灣海關艦艇移撥海岸巡防署之研究 戴寶村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5

劉煒錚 國統綱領及其影響之研究 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5

徐吉村 地下戰場：戰時重慶國民政府與汪政權的暗鬥 邵銘煌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5

黃毓芳 閻錫山與戰前中國政局（1931-1937） 林能士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李振彥 日本在華日文教育政策（1931-1945） 黃福慶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5

黃修文 世紀之交的臺灣農業與蔗農 陳慈玉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林崎惠美 日治時期臺灣幼稚園研究 吳文星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5

烏惟揚 《食貨半月刊》與現代中國史學 黃進興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5

唐屹軒 無錫國專與傳統書院的轉型 彭明輝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5

蕭雅宏 王闓運（1833-1916）的政治思想與活動 陳華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5

黃琳淳 從張丙事件看清代臺灣地方社會的建構 陳華

康豹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5

余曉嵐 現代「性」的追求：臺灣性教育論述的歷史考察 傅大為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5

胡茹涵 臺灣戰後初期的中學教育（1945-1952年） 張炎憲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5

翁稷安 清季文之理念與經世使命的展開與影響—以吳汝綸為

中心

吳展良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5

陳逸達 暴風驟雨—中共東北土地改革 1945~1948 陳永發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5

吳碧琴 戰後我國大學入學制度與高中歷史教學的變遷 廖隆盛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

謝敬慧 鄭觀應的商戰思想及其實踐 陳豐祥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

邱緗伶 戰後高雄市的社團發展（1945-2000年） 陳惠芬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李雅玲 解嚴後臺灣民間社團的發展與社區文化重建—兼以臺

北市八頭里仁協會為例

陳惠芬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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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麗娟 臺北市江西同鄉會之探討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

蘇靜華 戰後初期臺灣女子中等教育之研究（1945-1949）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

廖淑芬 臺南市的關帝信仰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楊文耀 清代民間異姓結拜之研究 莊吉發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

秦穗齡 童子軍與現代中國的青少年訓練（1911-1949） 呂芳上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楊韻平 汪政權與朝鮮華僑（1940-1945）—東亞秩序之一研

究

林滿紅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

翁凡哲 時尚雜誌與政治明星—從《良友畫報》看蔣介石形象

（1926-1945）
張瑞德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

王麒銘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及其事業之研究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

陳惠珠 戰後臺灣中等師資之搖籃—臺灣省立師範學院

（1946-1955）之研究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

何家梅 戰後臺中市西屯區的經濟發展（1947-2000） 王良行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5

許峰源 南京民國政府參與國際聯盟的歷程（1928-1937） 孫若怡

唐啟華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5

劉芷綾 蔡元培負笈德國及其所受影響之初探 余文堂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江安妮 關鍵的年代：1949年陳誠主持臺灣省政研究 黃秀政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5

蔡振豐 晚清外務部之研究 唐啟華

孫若怡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曾秋月 晚清駐德公使呂海寰之研究 余文堂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楊護源 清代臺中地區的聚落拓殖 黃秀政

顏尚文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5

邱志仁 從「海賊窟」到「小上海」：布袋沿海地區經濟活動之

變遷（約 1560-1950）
陳國棟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洪巧樺 臺灣黨外運動政治與社會主張之研究（1977-1986） 張勝彥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梁瑞珊 戰後臺灣化妝品產銷與女性妝扮文化（1950-1980） 王鴻泰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5

劉至耘 清末北臺灣茶葉的貿易（1865-1895） 林偉盛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5

葉雅萍 臺南縣鹽分地帶社會發展之研究（1683-1945） 顏尚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李建興 清代北嶽殿地藏庵與嘉義城寺廟信仰體系之研究 顏尚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5

賴進興 晚清江南士紳的慈善事業及其教化理念—以余治

（1809-1874）為中心
陳玉女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5

黃欣怡 隆田基督長老教會的成立與發展 陳梅卿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5

中川理江 臺灣日治時期日本民間企業發展之研究—以臺灣煉瓦

株式會社為例

陳梅卿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5

劉芳瑀 被選擇的臺灣—日治時期臺灣形象建構 蕭瓊瑞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5

吳勇正 戰後臺灣戶政變革之研究—從「接收復員」到「清鄉

戒嚴」（1945~1949）
鄭梓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5

孫潔茹 游移 /猶疑？—朱天文、朱天心及其作品中的認同與

政治

鄭梓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5

蔡博任 躍向世界的野球：戰後臺灣基礎棒球發展與國家機器 
—以美和中學棒球隊興衰（1970-1983）為例的研究

鄭梓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李王瀚 生命‧政治‧神話—戰後臺灣義人塑像 蕭瓊瑞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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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恩勝 試論羅孝全對太平天國的態度與影響 林立樹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 2005

謝銘育 清代臺灣中部的市街與商業網路 陳哲三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5

何書亞 明清江西昌江、信江流域經濟發展研究 劉石吉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5

鍾瀚樞 一九五○年代臺灣的美援教育計畫 洪德先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5

蔡佳真 二二八事件後之海外臺獨運動  1947-1970 張炎憲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5

蕭惠君 日治時期臺灣銀行與其體系下金融機構之研究 張炎憲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5

莊宏智 近 30年臺灣枋寮地區產業發展（1974-2004） 古鴻廷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5

王信凱 柳詒徵研究—一個學術文化史個案分析 邵東方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 2005

黃溫良 晚清的漢字拼音化運動 李朝津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5

邱慧貞 晚清民族意識的探討—劉師培的個案研究 李朝津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5

傅璿華 從戰火中孕育理想 :中國對聯合國成立的看法（1941-
1945）

李朝津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5

蔡元唯 林語堂研究 :從政府的批判者到幽默的獨立作家（1923-
1936年）

王綱領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5

蘇怡文 鹿港傳統寺廟前殿秀面裝飾藝術探究 陳清香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5

張榕庭 戰後民族精神教育之研究 蔡錦堂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5

何政哲 大陳過臺灣—1950年代新移民的個案研究 張素玢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朱俊誠 一貫道興毅組今彰道在臺灣中部的發展 鄭志明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5

傅志達 新舊文化衝突下的不同取徑—吳宓對五四新文化運動

的反思

王樾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5

黃琦雯 清末女學研究 王樾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柯佳文 日治時期官方對廣播媒體的運用（1928-1945） 張素玢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5

楊紫瑩 陸軍第一士官學校教育之研究—以常備士官班為例

（1965-1985）
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彭憶濟 從「大義覺迷」到「五族共和」—近代中國民族思想

的形成與演變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游映嫻 黑松企業文化之研究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張素芬 北埔姜家女性研究（1834-1945）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彭德全 「審定本」高中歷史教科書比較研究—關於「國共關

係」教材部分

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林佳樺 「戰時兒童保育會」之研究（1938-1946） 吳振漢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李偉松 蔣經國與救國團之研究（1969-1988） 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劉宏祥 政工幹部學校之研究（1950-1970） 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蕭淑玲 臺灣黨外雜誌對黨外運動的作用（1979-1986）—以

《八十年代》系列、《美麗島》、《蓬萊島》系列兩大

路線為例

戴寶村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陳鳳紅 清代臺灣私鹽問題研究—以十九世紀北臺灣為中心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江俊銓 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之研究（1895-1945） 賴澤涵

蔡錦堂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陳志豪 北臺灣隘墾社會轉型之研究：以新竹關西地區為例

（1886-1945）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倪孟安 「反共義士」之研究—以投臺中共飛行員為中心 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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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智勇 歷史教育與時代聚焦的轉變：以 2000年高一歷史下冊
教科書為例的討論

呂芳上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6

詹景雯 章士釗政治思想中的「民權」 楊貞德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6

李皓 金門戰地政務下的民防自衛體系 彭明輝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6

李鸞嫻 新竹市福林堂之研究—先天派齋堂繼承收養制度的歷

史考察

陳華

李玉珍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李貞儀 近代崑劇藝術的傳承—「傳」字輩與當代崑劇藝人的

傳承關係研究

陳華

王安祈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汪正晟 以軍令興內政—徵兵制與國府建國的策略與實際

（1928-1945）
陳永發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陳聖屏 困而知之：曾國藩修身思想的起源與意義 林維紅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6

蕭淑惠 遷臺後蔣介石的反共論述（1949-1975） 陳惠芬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郭淑美 高中歷史教科書研究—以臺灣史為中心（1948-2006）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曾惠櫻 近代中國的面貌—臺灣高中歷史教科書中晚清時期

（1840-1911）編寫之研究
吳志鏗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陳宗鎮 北埔慈天宮與鄉土教學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黃美月 臺南士紳黃欣之研究（1885-1947）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魏素玲 香港中學歷史教科書中香港歷史與認同塑造（1991-
2003）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楊美莉 當代畫家陳俊州繪畫生涯研究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林羿佑 輿論與九年國教之改革（1967-1981）—以《自立晚

報》為中心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韓羽翠 近代臺南下營地區的開發與發展（1624-1945）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黃翠媛 寺廟與地域社會—以彰化縣大村鄉五通宮為中心的探

討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陳雪芬 出幕入仕：清末民初（1840-1920）幕僚的轉變 吳志鏗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崔聖玟 革命風潮下的工人與工運—以廣州地區為例的討論

（1924-1927）
呂芳上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劉耀仁 清代民間祕密宗教末劫思想之研究 莊吉發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王雅祺 清末民初時期的會黨與革命運動 莊吉發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林璀瑤 異法地域之鞭：日治時期笞刑處分之研究（1904-1921）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王美芳 文教遐宣—清朝西南地區文教措施研究 莊吉發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

朱苑綺 美國大洛杉磯地區中文學校之探討—以洛杉磯郡和橘

郡為例（1965-2005）
陳靜瑜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邱子銘 晚清臺灣的開山「撫番」政策（1874-1895） 黃秀政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陳菁菁 美國洛杉磯地區臺灣移民之華文報業（1980-2004） 陳靜瑜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6

孔令之 從《玲瓏》雜誌看 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的塑造 游鑑明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黃千惠 由商號到票號：傳統中國銀行業的誕生與演化（1644-
1911）

邱澎生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6

松田純三 日治時期臺北地區市場之發展（1895-1937） 林蘭芳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陳淑婷 八掌溪流域的開發與社會發展 顏尚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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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昌 「東遊日記」之研究：以幼稚園、小學校為中心（1894-
1918）

楊維真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陳巍杉 儲安平與《觀察》政論之研究 王成勉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鍾志誠 清代嘉南地區玄天上帝信仰發展 顏尚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6

嚴思毅 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對排灣族宣教之研究 林冠群

張慧端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6

彭慧媛 日治前期「殖民臺灣」的再現與擴張—以「臺灣勸業

共進會」（1916）為中心之研究
鄭梓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6

吳敏君 醫界的邊緣議題—從醫望（1994-2001年）的內容分
析其醫學人文

陳恆安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6

徐駿豪 唐宋朝代至 1950年代龍骨水車的發展與運用—以江

蘇為考察重心

林聰益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6

李宜潔 眷村文化的形成與外省人的認同研究—以臺南縣仁和

村為例（1950-2007）
張四德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6

許惠敏 龍鳳緣起—楊英風龍鳳系列之研究 蕭瓊瑞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陳鈺祥 清代粵洋與越南的海盜問題研究（1810-1885） 莊吉發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陳儀蓉 晚清革命黨人尚俠的精神與實踐 洪德先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6

蔣文義 清代太醫院之探討 古鴻廷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6

吳念容 日治時期臺中州青果同業組合之研究（1915-1941） 張炎憲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6

楊晉平 清代宜蘭鄉約研究 陳捷先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 2006

林柏州 香港武俠漫畫所透顯的中國性與後殖民狀況 盧建榮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6

林志亮 日治時期台灣煉鋁工業之研究—以「日本鋁株式會

社」在台灣生產為中心

陳鵬仁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6

陳旭翔 二次大戰時期的中國與印度關係 李朝津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6

廖碧珠 1940年代中國與越南關係之研究 李朝津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6

蔡志豪 十七—二十世紀初中國法律文化的實踐與想像 盧建榮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6

楊瑞春 中國國民黨大陸工作研究（1950-1990） 尹章義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6

楊一鳴 走入民國的書院—書院復興與近代學術傳承 王汎森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2006

蔡明純 西文東漸：近代中國「外國文學門」的成立與發展 劉龍心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高小雯 五四時期文學研究會與現代兒童觀的塑造 劉龍心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2006

林熙皓 姑娘在北台灣長老教會宣教運動的定位與意義初探 林呈蓉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6

吳文武 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高中統一考試的研究（1975-
2005）

黃建淳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饒珮琪 苗栗地區客家人移墾研究（1684-1895） 周宗賢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6

陳良圳 臺北盆地內湖、南港地區的拓墾與產業發展（1748-
1945）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蕭淑文 臺灣六十年來茶業技術研究與發展變遷—以「茶業改

良場」為中心（1945-2005）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黃佐君 檳榔與清代臺灣社會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林麗櫻 桃園工業發展與桃園社會變遷（1966-1996年）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曾鴻祥 蔡元培公民教育思想研究（1901-1932）—以近代中

國自由主義的發展為脈絡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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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淑娟 戰後臺灣茶業的發展與變遷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詹嘉雯 中壢事件與臺灣政治轉型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柯雅惠 戰後海運事業的接收及臺航之成立（1945-1947）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黃伯松 退輔會榮民安置與梨山地區的農業發展（1956-1987年） 李力庸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周耀裕 煤礦產業與地方社會—以臺北土城地區為例（1897-
1989）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杜麗英 李國鼎與臺灣產業經濟 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戴佩琪 臺灣國民小學民俗體育發展之研究，1971-2000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范良貞 獅山勸化堂與南庄的地方社會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徐國暘 江浙地區藏書機轉型之研究（1901-1930） 吳振漢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王定國 雲南反共救國軍的探討，1949-1954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何宜娟 國民黨政府與反共抗俄教育之研究—以國（初）中歷

史教材為例（1949-2000）
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周忠彥 臺灣癩病機構之研究—以私立樂山園為例（1928-
1992）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莊建華 戰後初期臺灣鐵路事業之研究（1945-1947） 朱德蘭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蔡姿儀 戰後臺灣瘧疾防治之研究（1945-1965） 朱德蘭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葉集凱 蔣經國晚年政治改革的背景（1975-1988） 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鄭文勛 蔣經國與黨政高層人事本土化（1970-1988） 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王和安 日治時期南臺灣的山區開發與人口結構：以甲仙六龜為

例

賴澤涵

康豹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康詩瑀 臺灣臨水夫人信仰之研究 —以白河臨水宮、臺南臨

水夫人媽廟為例

賴澤涵

康豹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陳家豪 日治時期桃園輕鐵的經營與發展，1903-1945 賴澤涵

康豹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林本原 國輪國造：戰後臺灣造船業的發展 陳慈玉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7

吳俊瑩 臺灣代書的歷史考察 王泰升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施純純 李達思想中的中國共產革命（1919-1928） 王遠義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陳順清 1927-1956之臺灣工業教育—以臺南工業專門學校與

臺灣省立工學院為例

陳華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柯小菁 塑造新母親：近代中國育兒知識的建構（1903-1937） 陳華

游鑑明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蔡秀玲 臺灣首屆縣市長選舉（1950-1951）與民主政治發展 陳華

張炎憲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章瑄文 紀實與虛構—鴉片戰爭期間臺灣殺俘事件研究 黃一農

陳正國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陳玟錚 蔡培火及其政治文化抗日活動 陳華

張炎憲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7

陳昀秀 清末的江蘇教育總會（1905-1911） 王汎森

胡平生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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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笙 近代中國的體育觀：《良友》畫報體育圖像之研究

（1927-1931）
梁其姿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林易澄 近代中國語言轉向的幾個側面 黃進興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7

畢凌晨 葛超智對二二八事件與美國政府觀點之差異：第一手觀

察與外交決策間的矛盾

黃富三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郭博文 清代臺灣鹽專賣制的建立與發展 黃富三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洪浩堯 民初社會中的土匪形象（1912-1937） 陳惠芬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鄭淑貞 海峽兩岸高中歷史教科書有關「國民政府時期」（1925-
1948）教材之比較研究—以人物和事件的敘述為討論

中心

廖隆盛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7

舒坤停 清代清水地區發展之研究（1683-1895）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7

葉天文 澎湖七美基督長老教會之研究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7

賴佳欣 工廠女兒圈—論 1970-80年代臺灣文學中的女工樣貌 鄭瑞明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楊維琳 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美術史教材之研究—以 1960年代
臺灣現代繪畫運動為中心

鄭瑞明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陳瑜詩 民俗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日治以來臺灣藝閣的發展

（1895-2007）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林妙娟 高雄紅毛港：一個漁業聚落的社會變遷（1624-2005）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方麗萍 我國國中鄉土教育的現況與困境—以苗栗縣各國中實

施客家文化教學為例

廖隆盛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黃麗蓉 走出「文化沙漠」: 戰後高雄市的文化建設（1945-2004） 陳惠芬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邱瓊瑩 世變與家道—中港陳汝厚家族的發展（1746-1945）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7

何力友 戰後初期臺灣官方出版品與黨國體制之構築（1945-
1949）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7

張琬鈴 清代宜蘭溪南地區漢人拓殖勢力與地方社會（1804-
1895）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7

謝明如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林淑鈴 福音與謠言 :清代官民對基督教活動的看法 莊吉發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7

蔡秀美 從水龍到消防車—日治前期臺灣消防制度之研究

（1895-1921）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陳德智 羈縻與條約：以臺灣樟腦糾紛為例（1867-1870）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郭佳玲 日治時期臺中州社會教化運動之研究（1920-1945） 黃秀政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7

張孟秋 戰後臺中市的產業發展（1947-2004） 黃秀政

蕭景楷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洪玉儒 遷移、嬗變與認同：從加州蒙特利公園市到聖蓋博谷華

人移民社區之型塑（1965-2006）
陳靜瑜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7

張志平 大洛杉磯臺灣移民社團發展探析（1971-2006） 陳靜瑜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陳胤宏 遠離臺北 : 臺灣省政府「疏遷」之研究（1945-1960） 林蘭芳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陳穎立 從「安置」到「觀光」： 清境農場的拓墾與轉型 王鴻泰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陳敏媛 產銷計畫下的臺灣洋菇罐頭業（1961-1990)） 王秀惠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7

張嘉仁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與國共內戰（民國 38年 8月—民國
39年 3月）

楊維真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7



2
2
2

姓　名 論文名稱 指導教授 畢業學校 畢業年度

洪親慧 中共南方局「上層統戰」活動之研究（1939-1946） 楊維真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7

劉緯道 胡宗南在陝西（1938-1949） 楊維真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7

佟以群 國共合作時期河南農民運動之研究（1925-1927） 楊維真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李宗洋 從副總統到代總統—李宗仁政軍角色之分析 王成勉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7

吳沛純 從蕭紅與張愛玲作品看時代變遷中的中國女性 楊維真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李仲剛 清末民初的中國留學生—時代與區域的考察 楊維真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鄭育青 劉啟祥的臺灣山岳畫研究 李淑卿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李政憲 朱斐及其《菩提樹》雜誌之研究 顏尚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7

吳俊彥 亨利魯斯（1898-1967）：美國世紀理念與時代雜誌的
中國意象

張四德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林景翰 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及其實踐—以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與

臺灣大學校長為例（1930-1950）
鄭梓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7

蔡豔卿 清代兒童及青少年教養問題研究—以臺灣為例 蕭瓊瑞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7

室屋麻梨

子

《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903-1927）之研究 鄭梓

陳培豐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黃惠玟 臺灣石獅藝術風格演變之初步研究—以戰前（1945
年以前）為範圍

蕭瓊瑞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7

王進清 戰後新營基層選舉之研究 石萬壽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陸健媺 晚清臺灣兵制的變化—以棟軍為例 蘇梅芳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潘健齊 論《勸世良言》對洪秀全的影響 蘇梅芳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7

王昱婷 輾轉的容顏—從黃土水的「蕃童」論日治時期臺灣原

住民形象的呈現與再現

蕭瓊瑞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鄭秀美 日治時期臺灣婦女的勞動群相（1895-1937） 高淑媛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7

石育民 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蔣渭川（1945-1947） 張炎憲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沈昱廷 北港吳資生家族研究（1808-1931） 王志宇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7

張倩容 日治時期臺灣的觀光旅遊活動 張炎憲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陳孟惠 清代皇室女性婚姻之研究—以后妃、公主為例 古鴻廷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高雯楓 清代臺灣海難事件之研究 莊吉發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林承誌 分鎮巖疆‧駐衛內裏—清朝駐防八旗問題研究 莊吉發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7

彭偉皓 清代宣統年間東三省鼠疫防治研究 莊吉發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陳珮臻 上海《申報》副刊「婦女園地」之研究（1934-1935） 陳捷先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 2007

王郁德 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的文化塑造 ~以教科書為探討中
心

盧建榮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7

劉偉君 敘事與臺灣棒球文化的記憶建構（1945-2006） 盧建榮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7

劉怡君 羅東的劉氏宗親與其地方關係 王怡辰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7

林郁溶 容共時期的上海工人運動—從同鄉、幫會與政黨談起 陳立文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7

鄧經豫 臺灣鳳梨產製及外銷的變遷（1950-1980） 王怡辰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7

許天安 「洋鬼子與洋大人」─戰後臺灣政宣電影中的美國形象 李聖光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沈超群 柏楊與柏楊案—從新聞評議到白色恐怖的探討 卓遵宏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江濤 新文化運動與學生自覺：論新潮社在五四運動以前的發

展

李朝津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2007



2
2
2

姓　名 論文名稱 指導教授 畢業學校 畢業年度

劉彥成 清代北京地區的果品來源與飲食文化 賴惠敏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2007

王嘉斌 清代天花防治研究 莊吉發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李良凱 清代至日治時期臺灣的文昌信仰與地方社會 王志宇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

研究所

2007

吳升元 臺灣龍華教派司公壇之研究—以苗栗苑裡地區為中心 王志宇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

研究所

2007

高健和 威權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公民科教科書之研究（1952-
1989）

蔡錦堂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7

郭鎧銘 「人間佛教」思想的具體實踐—「菩薩僧團」 王樾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楊偉華 中華民國軍人撫卹制度研究（1927-2006） 蔡錦堂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7

德田幸惠 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內台共婚」—日本與台灣的「家」

制度的衝突和交流

林呈蓉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7

林志龍 新竹枋寮褒忠義民廟協議會之研究（1914-1947）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謝雨潔 高中歷史教科書「清領臺灣前期經濟」教材編寫的比較

研究：以 1999年和 2006年審定本為例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廖文欣 聚落與宗教發展之研究：以桃園縣觀音鄉為例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謝錦萍 瑞芳金礦的開採與聚落社會：1889-1971 李力庸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鄭麗君 戰後臺灣女警的發展：以臺北市為例（1947-2000）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洪子杰 一八七五∼一八八一年海關購艦之研究 王成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蔡秉修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歷程之研究（1949-1971） 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王芝瑜 從《良友畫報》看近代中國女性服飾變化 王成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蔡昇璋 日治時期臺灣「特別輸出入港」之研究 戴寶村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陳義隆 日治時期臺灣武道活動之研究 戴寶村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陳怡芹 日治時期臺灣郵政事業之研究（1895-1945） 賴澤涵

朱德蘭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陳雪娟 中壢十三庄輪祀網絡之研究（1826-1945）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江佳瑾 學校歷史與歷史記憶— 戰後校史撰寫之析論 戴寶村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8

鍾權煌 一貫道常州組來臺灣發展歷程 戴寶村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8

沈德汶 日治時期臺灣浮浪者取締制研究 戴寶村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8

蔡佩娥 由國中小教科書看戒嚴時期臺灣之國族建構—以國語

文科和社會類科為分析中心

薛化元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8

周俊宇 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 薛化元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8

吳子政 日治時期臺灣倉儲與米出口運輸體系之探討 戴寶村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8

梁正杰 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相關政治案件之研究（1946-1961） 薛化元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8

朱彥碩 「臺灣光復」論述的建構—以《中央日報》「臺灣光

復節」特刊（1949-1987）為中心的分析
陳君愷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8

羅皓星 湖南新政（1895-1898）與近代中國的政治文化 王汎森

劉季倫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林志晟 中央林業實驗所與 1940年代的中國林業建設 張力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江孟儒 戰後臺灣蠶業之研究（1945-1992） 陳慈玉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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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國良 中央與地方—國民政府與青海馬家關係研究（1928-
1945）

呂芳上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黃慧欣 國民革命軍北伐經費之研究 林能士

劉維開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洪宜媜 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1924-1949） 劉維開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8

趙席敻 〈自利利他〉的自由主義：高一涵政治思想研究 黃克武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鄭揚馨 五○年代中國大陸基督教界控訴運動研究—以上海為

中心

王成勉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郭凱迪 學生運動與臺灣自由民主化發展之研究 薛化元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駱毓貞 戰後臺灣教科書制度問題之研究—以高中歷史教科書

為例（1945-2005）
薛化元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水野真言 日治前期臺灣廣告業之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中心

（1897-1920）
呂紹理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陳湘涵 尋覓良伴：近代中國的徵婚廣告（1912-1949） 鍾月岑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張碧月 《東方雜誌》之救亡思想言論的演變（1904-1937） 陳華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傅書豪 臺灣戰後家用熱水技術網路的演化發展 傅大為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林顯鈺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陳天華自殺與晚清湖南士人的

自覺

吳展良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施姵妏 清代臺灣的地震災害與救助措施（1684-1895） 周婉窈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汪正翔 形式的困境：民初畫學變革及其思想史解釋—以北大

畫法研究會為研究核心

閻鴻中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邱士杰 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及其資本主義論（1920-1924） 王遠義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8

宋子玄 胡適的「娘什麼」：一位被忽視的中國新文明孕育者 古偉瀛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黃崇凱 晚清民初知識人社會角色的轉變—以 1903-1927年的
章士釗為例 

王遠義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鄭坤騰 荒湮的革命之路：中國托派的不斷革命論與革命抉擇

（1925-1952）
王遠義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林聖蓉 從番界政策看東勢的拓墾與族群互動（1761-1901） 黃富三

李文良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游智勝 日治時期臺灣沿岸命令航線（1897-1943） 戴寶村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08

陳慧先 「丈量臺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 戴寶村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08

蔡佳妏 清代梧棲地區的開發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潘楚婷 板橋之開發與發展（1684-1945）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高念慈 中壢龍岡清真寺的建立與發展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王右邦 澎湖白沙地區的社會與經濟變遷（17世紀初 ~20世紀
中葉）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王秀如 戰後臺中縣地方派系與地方發展—以縣議會為中心

（1950-1994）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張惠妹 清代後壠地區的開發與社會變遷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黃瓊玟 「中華兒童叢書」與國家認同形塑（1965-2002） 吳志鏗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2
2
2

姓　名 論文名稱 指導教授 畢業學校 畢業年度

歐哲如 女性與政治：臺灣新女性楊千鶴與許世賢之比較研究

（1914-1983）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曾麗娟 戰後臺灣西南地區蜈蚣閣之發展（1945-2007）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張美月 臺南神學院研究（1876-2007）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邱瓊瑩 世變與家道—臺灣中港陳汝厚家族的發展（1746-
1945）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沈芳如 《臺南文化》與戰後臺南「府城」集體記憶的建構

（1951-2001）
陳惠芬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李佩芬 《點石齋畫報》中的秩序觀（1884-1898） 吳志鏗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柯瓊閔 朱德庸漫畫之性別再現（1983-2006） 蔡淵絜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巫靜怡 日治末期溪湖人的戰爭經驗（1937-1945年）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林奕利 高雄市歷史景點之研究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邱玟慧 清代閩臺地區保甲制度之研究（1708-1895） 莊吉發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沈幸儀 一萬四千個證人：韓戰時期「反共義士」之研究 張瑞德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陳建守 燕京大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發展（1919-1952） 張瑞德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陳佑慎 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 呂芳上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張家綸 草屯社會發展與地方菁英（1751-1945）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吳雅琪 臺灣婦女團體的長青樹—臺灣省婦女會（1946-2001）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陳立武 從「罪人」到「義神」—臺灣民間對抗清領袖的崇祀 黃秀政

洪敏麟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陳哲宇 「廣東問題」與抗戰前中德關係之研究（1929-1936） 余文堂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8

徐宇辰 戰後臺灣國（初）中歷史教科書的演變（1948-
2007）—以臺灣史教材為中心

黃秀政

李慶西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8

賴惠中 近代學制興革中的史學意識：以章學誠「六經皆史說」

為核心

林正珍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8

劉明山 1980年以來臺灣僑務政策與美國臺灣移民 陳靜瑜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林希閔 美國加州矽谷高科技臺灣移民人才流動之研究 陳靜瑜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8

謝珍慧 戰後臺灣眷村的創建與演變—以臺南市眷村為例 黃秀政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8

葉家豪 商政角色的延續與斷裂： 時代變局下的新加坡中華總
商會（1945-1965）

李盈慧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8

謝濬澤 國家與港口發展：高雄港的建構與管理（1895-1975） 林玉茹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歐怡涵 日治時期臺灣的藥業網絡： 以藥業從業人員與藥品使
用者為主的討論

林蘭芳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黃瀞儀 平埔族婦女形象與角色的變遷（1603-1895） 林偉盛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8

薛志新 張治中與戰後新疆政局（1945年至 1949年） 王成勉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陳宇皇 從綏遠到平津—國共內戰時期傅作義軍政角色分析

（1945-1949）
王成勉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陳尹讌 西餐館與上海摩登（1842-1949） 汪榮祖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8

王宏松 蔣中正與粵系二陳（陳銘樞、陳濟棠）關係之研究 楊維真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馬國正 反共、恐共、恐國？韓戰來臺志願軍戰俘問題之研究 楊維真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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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采芳 1930年代後期的高雄港與軍需工業 李若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林怡慧 解嚴前後高雄藝術雜誌之研究 蕭瓊瑞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8

薛鼎霖 同治前清代臺灣鎮道府職權研究 石萬壽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8

吳昭儀 從遷村到防治：臺灣公衛史上的烏腳病 陳恆安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陳文川 日治時期臺南社會救助事業的軌跡—以臺南慈惠院為例 陳梅卿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陳武男 嘉義「三二事件」之研究—嘉義民眾在「二二八事件」

中的抗爭與肆應

鄭梓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8

劉芳真 碩學買辦—鄭觀應（1842-1921）的教育主張 蘇梅芳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楊玉媚 長榮女子中學發展史—從 1879-1979 王崇堯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8

吳紹民 戰後初期臺灣文教政策之研究（1945-1951）—以「臺

灣省參議會」問政與提案為中心的探討

鄭梓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8

張翰中 戰後臺南神學院本土神學教育的發展 鄭梓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楊惟安 以俄為師：從《新華日報》探討抗戰時期中共的文藝宣

傳

周雪舫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鄭欣挺 辛亥「國變」下的清遺民：以鄭孝胥為討論中心 丘為君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朱明璞 清代里港地區的開發 陳哲三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魯珊 清代西南地區瘴氣問題研究—以雲貴為中心 莊吉發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阿部公彥 日治初期對於泰雅族的南勢蕃的理蕃事業 張炎憲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林世華 一九六○年代臺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之研究—以興臺

會與亞細亞同盟案為例

張炎憲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黃美蓉 黃旺成及其政治參與 張炎憲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沈建億 蔣介石的幕僚長：陳布雷從政研究（1927-1948） 呂芳上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8

宮本卓大 日治時期婦女團體角色與形象之研究—以愛國婦人會

為主

張炎憲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8

翁政其 鮑超研究—清季軍事人物個案探討 陳捷先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林郁婷 敢比仰山雜貨舖、何堪舜水再來人—楊聯陞及其史學

思想研究

邵東方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 2008

蕭旭均 學衡派的歷史觀 蔣義斌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8

黃懷之 中韓宗屬貿易關係（1882-1895） 李朝津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8

李崇銘 臺南市「鷲嶺」地區發展研究 尹章義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8

許晴茹 淚水一甲子—臺灣眼淚的歷史，1945-2005 盧建榮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8

張瑛琳 『世界日報』於對日抗戰前的輿論走向 王綱領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8

梁力平 臺灣省級議會在臺灣民主發展中的地位—以中央增補

選以前為期

陳立文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8

甘中吾 北洋軍對袁世凱稱帝態度之研究 陳鵬仁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8

朱建益 戰後高雄地區的選舉與民主運動（1945-1998） 戴寶村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2008

許富翔 清代江寧滿城的研究 賴惠敏

徐泓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陳郁惠 國中生對歷史教科書課文敘寫的認知與理解：以 93年
翰林版原住民主題為例

林慈淑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陳雅青 彰化農田水利會之研究 盧胡彬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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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儀 日治時期臺中地區輕便軌道與產業鐵路之研究 盧胡彬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江辛美 日治時期臺灣醬油產業之發展 盧胡彬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施郁凱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上海敵偽產業之研究（1945-1949） 王玉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張耿豪 日治時期臺灣紳章條規的設置與施行之研究 李筱峰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 2008

高凱俊 路竹地區聚落發展與社會變遷—1945年以前 溫振華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 2008

呂欣融 戰後臺灣金門同鄉會發展 溫振華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 2008

陳金興 謝緯與臺灣醫療宣教 鄭仰恩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 2008

吳憶雯 新竹峨眉地區的拓墾與社會發展（1834-1911） 陳哲三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

研究所

2008

鄭睦群 淡水基督長老教會對時代的因應—以「二二八事件」

與「美援時代」為研究中心

蔡錦堂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8

姜振豐 從校園民歌的興衰探討八○年代臺灣的社會文化 林呈蓉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8

曾令益 日治時期臺灣航空發展之研究（1906-1945） 林呈蓉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陳燕翎 清代澎湖海防經營（1684-1895） 周宗賢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8

陸敬忠 近代回族師範教育的發展—《月華》旬刊之研究

（1929-1937）
王成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林煒舒 日治時期臺灣歲計制度建立之研究（1895-1899） 李力庸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王孟萱 民國初期知名女性知識份子悔婚現象之研究 吳振漢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邱亞平 《民報》歷史觀之研究 王成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劉雅鳳 國民政府高官妻室政治角色之研究 吳振漢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柯堯文 戰後國營造船業的公司制度與業務發展：以臺船公司為

例（1945-1955）
李力庸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古順銘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研究（1917-1928）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楊雪青 寺廟與地方社會的發展：以桃園景福宮為例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呂伊婷 胡光墉與南幫票商之研究，1823-1885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巫育山 消極治臺論之商榷：大清帝國治臺政策再審視 鄭政誠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羅淑慧 日治時期的臺灣留日美術家—以東京美術學校為研究

中心

鄭政誠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湯佳珮 清末外國人在上海的體育研究，1900-1911年—以《北

華捷報》中的體育項目為主

王成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羅時成 戰後臺灣登山活動之研究 鄭政誠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莊濠賓 從國營到民營：戰後臺灣國營紡織業之研究（1950-
1972）

李力庸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鄭巧君 戰後臺灣觀光事業—經濟層面的探討（1956-1987） 李力庸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洪辭惠 臺灣政教關係之研究—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三大宣言

為中心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黃郁惠 清季江蘇育嬰堂慈善事業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洪維晟 帝國邊區的村落、族群與歷史 ：以屏東萬金庄為中心
討論（1861-1945）

吳學明

翁佳音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許世賢 劉銘傳裁隘之研究：以竹苗地區的隘墾社會為中心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李亮霆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對地方社會的控制與回應—以新

莊郡為例

鄭政誠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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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慶俊 臺灣財經技術官僚的人脈與派系（1949-1988年） 陳翠蓮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9

童瓊瑤 日本初期臺灣人的國籍選擇問題（1895-1997） 薛化元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9

曾麗珍 臺灣貨幣市場之研究—以 1976至 1990年為中心 薛化元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9

劉方瑜 海軍與臺灣沉船打撈事業（1945-1972） 張力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9

吳泰豪 《大學雜誌》政治主張之研究—以 1971年至 1973年
為中心

薛化元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9

黃仁姿 外來政權與地方菁英—以 1950年代農會改組為例 薛化元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9

岩口敬子 國家儀典與國民統合：日治時期臺灣官方節日與儀式之

研究

陳翠蓮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9

陳立家 日治時期臺中地區地方菁英的重塑（1895-1935） 呂紹理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9

邵偉達 國家政策與東臺灣聚落體系的演變（1875-1945） 林玉茹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9

鄭柏力 從志願到徵兵—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臺灣的動員 周惠民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9

陳靜瑜 「新家庭」的想像與型塑： 《臺灣日日新報家庭欄》
的分析與討論

呂紹理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9

劉鴻德 在醫療行政與醫學專業之間：邱仕榮及同時代的臺大醫

院與臺灣醫學

呂紹理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9

饒宇婷 聯合國與臺灣海埔地建設及其成效 張力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9

蘇大偉 英國與中東路事件：以英國駐華外交人員報告為中心的

探討

唐啟華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方彥傑 蒙文通史學探析 彭明輝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9

彭思齊 晚清閩省英籍華民管轄權交涉（1842-1911） 唐啟華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林宏一 封鎖大陸沿海—中華民國政府「關閉政策」，1949-
1960

唐啟華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9

鄒金喜 從「此邦俗亦偷」到「今日日光輝萬國」：鄭孝胥日本

觀的轉變歷程

鐘月岑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周湘雲 日治時期臺灣熱帶景象之形塑—以椰子樹為中心的研

究

邱馨慧

戴麗娟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金柏全 日治時期臺灣實業教育之變遷 周婉窈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9

黃惠貞 國民黨政權流氓取締制度起源研究（1927-1955） 王泰升

吳密察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李幸真 日治初期臺灣警察制度的在地化實踐（1895-1906） 周婉窈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9

蘇聖雄 「奸黨煽惑」—蔣中正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及處置 胡平生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9

臼井進 近代日本的旅行國家化：以雜誌《旅》與其臺灣論述為

中心（1924-1943）
吳密察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9

夏良業 魏道明與臺灣省政改革（1947-1948）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09

李品寬 日治時期臺灣近代紀念雕塑人像之研究 蔡錦堂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09

徐聖凱 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之研究 蔡錦堂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09

謝佳珍 臺灣筏具排仔之研究 戴寶村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09



2
2
2

姓　名 論文名稱 指導教授 畢業學校 畢業年度

莊勝全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 戴寶村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09

廖婉粧 張廖族人的移入大西螺地區與社群組織之發展（1683-
1895）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廖正佩 利劍與盾牌—張之洞在鴉片政策上的權變措施 陳豐祥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杜曉惠 戰後初期臺灣初級中學的歷史教育（1945-1968）—
以課程標準與教科書分析為中心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王瓊霞 清代鹿港地區的文教發展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羅正晏 壓迫與抵抗—鍾理和作品中的後殖民論述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羅玉玫 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臺灣史與中國史教材銜接研究 朱鴻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李宜真 李氏宗族與近代臺南學甲地區之發展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彭佩琪 國民黨政府在美僑社的僑務工作（1949-1960） 王秀惠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蔣亦麟 日治時期臺灣木材的供給、銷售與統制 林滿紅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王詩穎 國民革命軍與近代中國男性氣概的形塑（1924-1945） 呂芳上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石歆卉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之研究（1924-1929） 呂芳上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韓承樺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黃克武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鄧淑英 晚清通俗性報刊與現代知識啟蒙：以《圖畫日報》為中

心

陳惠芬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杜映臻 他山之石：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 莊吉發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梁瓈尹 國家與檢疫：日治時期臺灣海港檢疫之研究 林滿紅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彭琪庭 香港僑資與臺灣紡織業（1951-65） 林滿紅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林芝諺 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

中心的討論（1950-1961）
呂芳上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翁詩怡 英國與甲午戰爭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羅雅如 《公論報》「臺灣風土」副刊與戰後初期臺灣研究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

孫秋茹 戰後苑裡的經濟發展（1945-2007） 黃秀政

王振勳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戴宛真 李萬居研究—以辦報與問政為中心 黃秀政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楊惇涵 謝東閔研究—以省議會時期問政與主持省政為中心 黃秀政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曾昱儒 美國華人社會的「變」與「不變」（1979-2004） 陳靜瑜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9

蔡明賢 戰後臺灣的語言政策（1945-2008）—從國語運動到

母語運動

黃秀政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李玉如 影視史學在國中歷史教學的實踐—以影片《稻草人》

為例

周樑楷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9

蕭碧珍 動盪的年代：戰後初期魏道明主持臺灣省政研究 黃秀政

鐘起岱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9

張心怡 臺灣真耶穌教會的發展（1925-2008） 孟祥瀚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9

吳珊妃 晚清州縣司法制度與獄政管理—以李伯元《活地獄》

為中心

陳登武

孟祥瀚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李依陵 日治時期觀光與地方發展之研究：以臺中州為例 黃秀政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9

仲宗根良

治

1879年日本併吞琉球與琉案交涉 黃秀政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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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辰濤 爭取海外力量：中華民國外交、僑務、黨務在新馬的運

作（1945-1957）
李盈慧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9

周晏鋒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倍加運動研究 吳學明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9

王偉莉 日治時期臺中市區的戲院經營（1902-1945） 林蘭芳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9

鄧傑銘 公廟、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以東勢巧聖仙師廟為例

（1775-1895）
林偉盛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9

陳雅苓 日治時期臺灣公醫制度的在地化 林蘭芳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09

蔡雅祺 戰爭陰影下的女性：論滿洲國的婦女動員（1932-1945） 楊維真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9

陳瑋全 戰後臺灣推廣麵食之研究（1945-1980） 楊維真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9

張典魁 北伐後至抗戰期間之意識型態建構：國民黨官方哲學唯

生論及其對手

孫隆基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9

侯彥伯 清代廣州慈善事業之發展演變 張建俅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9

羅玫讌 臺灣大湖法雲寺派的發展 顏尚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李銀脗 產業變遷與地方發展—以後勁為例（1661-1973） 高淑媛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9

任上勇 戰後臺東市漢人民俗信仰之研究 石萬壽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9

師秀珍 從懷鄉到在地認同：眷村味覺記憶下的文化展演—以

高雄市左營眷村為例

曾品滄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9

謝幸芳 臺灣官辦美展制度檢驗—以省展為中心 蕭瓊瑞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曾敏泰 駐德公使許景澄於晚清軍備購辦之研究 蘇梅芳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李禮仁 賀田組及其在東臺灣的開發—日治時期私營移民之個

案研究（1899-1908）
陳梅卿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9

劉文婷 姚瑩對臺灣社會的觀察及其治安政策 蘇梅芳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9

蔡義南 沈葆楨閩撫駐臺政策之研究 蘇梅芳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曾靖婷 論肅順人際網絡與辛酉政變 蘇梅芳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李衒祺 臺港經貿發展之研究（1987-2004） 古鴻廷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9

許順昇 流亡世代的政治構思：《民主評論》的國家論述（1949-
1966）

呂芳上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9

譚輝煌 越中政經文化研究 1995-2005 古鴻廷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9

鄭元昇 十八、十九世紀婆羅洲客家華人研究 古鴻廷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9

黃佩萱 從臺南劉家看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家庭與地方社會之關聯

（1849-1970）
許文雄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9

劉信良 清代臺灣防災與救濟的探討 古鴻廷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楊雨亭 國共鬥爭史中的憎恨（1927-1949） 盧建榮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9

莊士賢 從老舍長篇小說看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走向 邵玉銘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9

蔡基祥 官箴、官場與官術—清代基層官員實務知識的生產與

流傳

李朝津

陳熙遠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9

莊玉茹 臺灣橋梁型式研究—以日治時期橋樑老照片及明信片

為例

陳鵬仁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09

簡義倫 東勢的林業發展—兼論林業文化資產之保存與利用 莊世滋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曾耀毅 彰化伸港地區的區域社會及空間發展變遷（1683-1945) 施雅軒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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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琦 清代靳輔治河研究 蔡泰彬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劉有庚 從伐木到保育—戰後臺灣林業之發展（1945-2004） 莊世滋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黃明超 臺灣股市歷史趨勢轉折—以吞噬型態為例 王良行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9

林俊霖 佳里鎮的開發與社會變遷（1623–1945） 溫振華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 2009

黃晉芳 臺南市安南區北線尾社會經濟之變遷 鄭瑞明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 2009

陳佩婷 臺灣衫到洋服—臺灣婦女洋裁的發展歷史（1895
年 -1970年）

李玉英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

研究所

2009

張家佳 大眾史家的歷史書寫：以《綠的海平線》與《拓南少年

史》為例

周樑楷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

研究所

2009

王源如 傅培梅現象：60年代臺灣經濟與社會變遷 周樑楷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

研究所

2009

楊福興 晚清東北基督教傳播及民教衝突，1860-1911 周樑楷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

研究所

2009

張泓斌 大南澳地區的開路與移民開發（1874-1945） 張素玢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9

陳廣文 臺北府城興築與拆除之研究 周宗賢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9

蔡西濱 中共地下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 」（1946-1950）—
以臺北市地區為研究中心

陳翠蓮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9

大野育子 日治時期佛教精英的崛起—以曹洞宗駒澤大學台灣留

學生為中心

林呈蓉

蔡錦堂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9

鄭人豪 日治時期台灣遊泳史之研究 蔡錦堂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9

王漣漪 臺幣改革（1945-1952年）—以人物及其政策為中心

之探討

周宗賢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9

林富助 清代禁賭政策之探討及其對當代之啟示 周宗賢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9

劉德明 清朝男色風氣之研究 王樾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9

許美玲 終戰前北臺灣轉運河港之研究—以桃園縣龍潭鄉三坑

仔為例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蘇虹敏 臺灣農業職業教育研究 : 以國立關西高農為例（1924-
1968）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何姿香 從茶箍到雪文—日治時期臺灣肥皂之研究 鄭政誠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鍾育姍 《臺灣民報》有關教育言論之研究（1920-1932）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黃俊銘 近代日本農場試驗與稉稻在臺開展之研究 鄭政誠

朱德蘭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陳慶華 東港漁業的發展與變遷 : 1948-2008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沈宗旺 宏碁與臺灣品牌電腦資訊業之研究（1976~2004） 李力庸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劉曉明 戰後桃園農田水利會組織之探討（1945-2002） 李力庸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林威志 從民主人士到人民公敵：章伯鈞的政治轉折 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林婉平 國民黨 CC系在臺灣的政治活動（1949-1990） 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林柏瀚 陳誠主政湖北之研究（1938-1944）—一個軍人從政

的觀察

吳振漢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張興民 從復員救濟到內戰軍運：戰後中國變局下的民航空運隊

（1946-1949）
李力庸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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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信安 國際獅子會在臺發展之研究（1953-1978） 朱德蘭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李秀屏 戰後初期臺灣戶政制度的建立與其相關問題的探討

（1945-1947）
吳振漢

陳鴻瑜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廖珠伶 西螺：一個農業市鎮的社會經濟變遷（1895-1945）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鄭威聖 清代臺灣街庄總理與地方總理：以吞霄街庄總理為中心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謝柏賢 晚清同光年間朝野的鴉片觀（1874-1906年） 吳振漢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林於威 閩臺海底電線與中日交涉之研究（1895-1904） 傅琪貽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0

彭威翔 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制服之研究 呂紹理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0

曾培強 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案件研究 陳翠蓮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0

郭立婷 味覺新滋味—日治時期菓子業在臺灣的發展 呂紹理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0

林雅慧 「修」臺灣「學」日本：日治時期臺灣修學旅行之研究 戴寶村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0

楊培文 跨越邊界的流動與認同：日治時期「內臺共婚」研究 戴寶村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0

阿部賢介 關鍵的七十一天—二次大戰結束前後的臺灣社會與臺

灣人之動向

陳翠蓮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0

溫文佑 戰後臺灣鐵路史之研究—以莫衡擔任鐵路局長時期為

例（1949-1961）
戴寶村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0

李金都 鐵路運輸與經濟發展—以北迴鐵路的興建與營運為探

討中心 （1973-1990）
戴寶村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0

嚴婉玲 1960年代《臺灣青年》的民族主義論述 陳翠蓮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0

張世賢 從萬年國會到全面改選—臺灣民主化過程的一個面向 張炎憲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0

許志成 臺灣民營製造業的發展（1946-1955）—以國民黨當

局與臺籍資本之互動為中心

薛化元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0

曾咨翔 臺灣國際地位與中國流亡政府 薛化元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0

李鍇揚 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財政—以初等教育費為探討中心 許佩賢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0

崔光中 1949國共淞滬戰役之研究 林桶法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陳俊傑 戰後臺灣國民教育社會科教科書與國家形塑（1952-
1987）

彭明輝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曾冠傑 國共戰爭下的中央大學（1945-1949） 劉維開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陳硯棻 戰後馬來亞華人公民權與權益之發展（1946-1957） 陳鴻瑜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朴炳培 文明論與民族主義：19、20世紀之交中韓兩國的亞洲
主義論述

劉季倫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陳惠玲 1945年後泰國華文教育之發展 陳鴻瑜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李侑儒 明清的鐘錶（1582-1911） 邱仲麟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10

侯嘉星 1930 年代國民政府的造林事業：以華北平原為個案研
究

陳慈玉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林郁婷 觀光、負面到混雜：臺灣汽車旅館的歷史、技術與意涵

轉變

傅大為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廖毓臻 1950至 1960年代的臺灣結核病分類與實作 邱馨慧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曾柏偉 我們不曾爭議過—雪山隧道的工程實作與文化分析 傅大為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任德寬 臺灣「錄影監視系統」的歷史發展—以鳳山市為例 鐘月岑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盧瑩娟 晚清赴美使團眼中的西方—以文化體驗為中心 毛傳慧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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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欣樺 日本對臺殖民論與臺灣社會菁英反殖民概念之研究 陳華

張炎憲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陳榮聲 滿鐵公學堂教科書與「排日」問題（1923-1931） 周婉窈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陳慧縈 「滑稽大王」在中國：上海報刊中的卓別林明星形象，

1914-1929
趙綺娜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陳昶安 東北流通券—戰後區域性的貨幣措施（1945-1948） 胡平生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10

許妝莊 從偕醫館到馬偕紀念醫院—殖民地近代化中的醫療傳

教（1880-1919）
周婉窈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邱俊明 「家有賢母，室有良妻」：《婦女時報》（1911-1917）
家庭教育討論初探

林維紅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林佳叡 製造英雄—以葉宏甲漫畫《諸葛四郎》系列為中心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10

賴文清 邁向現代化—日治時期臺北市政體系的變遷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10

蔡宛容 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之研究（1895-1945） 王泰升

蔡錦堂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10

王慧瑜 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日本人的物質生活 （1895-1937）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10

羅任鎗 帝國邊陲的救贖—日治時期蕃地醫療政策研究 詹素娟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10

王麗蓉 清代高雄平原寺廟與地方社會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10

藍奕青 帝國之守—日治時期臺灣的郡制與地方統治 戴寶村

詹素娟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10

游佾蓁 討論教學法在歷史教學上的應用—以國二「中國近代

史」單元教學為例

陳豐祥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周選妹 臺東縣達仁鄉排灣族經濟社會的變遷（1895-1996）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蔡淑雅 清領時期彰化秀水地區的開發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鄭淑貞 《京話日報》反映下的晚清新政 吳志鏗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邱思瑋 戰後臺灣的「中國小姐」選拔及其爭議 陳惠芬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方瑄 性別‧權力‧啟蒙：《婦女新知》中的女性關懷

（1982-2008）
陳惠芬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顏鈺亭 「文化立縣」下的地方歷史書寫—以《宜蘭文獻雜

誌》為中心（1993-2005）
陳惠芬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林奕欣 寺廟與地域文化—以關廟鄉山西宮為中心的探討

（1661-2006）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林方儀 共同打造新蘭陽：仰山文教基金會（1990-2008）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劉珍如 比較臺灣，中國，香港高中歷史教科書中對清末東北之

敘述

吳志鏗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沈玉君 族群、國家力量與花蓮富里地區的開發 施志汶

陳鴻圖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李美惠 1913至 2000年花蓮菸草產業之研究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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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亨芬 從封貢到平行：甲午戰爭前後的清韓關係（1894-1898） 林明德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劉冠麟 1960年代前期中華民國對日外交之研究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廖佩君 清潔、衛生與民國時期消費文化（1912-1937） 呂芳上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葉乃治 1960年代臺灣的賣國控訴—以徐高阮的論述為探討

核心

林滿紅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黃韵婷 臺灣社區運動發展之研究—以新港文教基金會為例 溫振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邵立宜 論周作人思想中的個人主義 王遠義

鄧世安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洪佩菁 近代中國女性自傳研究 呂芳上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林映汝 協餉與清廷的新疆治理（1759-1884） 林滿紅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林書琦 延安新女性 呂芳上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郭淑貞 《京話日報》反映下的晚清新政 吳志鏗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

王榕呵 日本華僑社會的形成與發展—以山口縣臺灣移民為例 陳靜瑜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鍾長廷 美國華人新移民家庭的適應融合與挑戰 陳靜瑜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10

劉燕琪 鼠疫肆虐下的金門：1945至 1992年金門的公共衛生建
置

林正珍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林湘鎔 文化資產與民宅古蹟保存之深析—以摘星山莊個案為

例

吳政憲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10

何艷禧 臺灣鸞堂的經營與發展：以埔里昭平宮育化堂為例 林正珍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郭士綸 彰化平原的水利諸神及其社會網路 孟祥瀚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10

范心怡 天主教在山城埔里的發展 古偉瀛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10

余怡儒 吳德功的歷史書寫與時代關懷 林蘭芳

張隆志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鄭螢憶 國家、信仰與地方社會：笨港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變化

（1694-1945）
林蘭芳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10

許文彥 清代北臺「民事糾紛」中的調解者：以《淡新檔案》為

中心

林偉盛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10

張國威 抗戰前中國國民黨駐美黨部與國內政局 李盈慧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10

董坤耀 臺灣一貫道發—崇德雲林道場發展史 張炎憲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歐奕淳 臺南地區哪吒太子爺信仰之發展與現況 顏尚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林引文 「救世傳播協會」（ORTV）的福傳與臺灣英語教育 孫隆基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施協豪 從部落認同到「鄒族」的形成—以族名的探討為中心 李若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10

薛雅茜 秋瑾歷史形象的公眾書寫 劉靜貞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林易融 英國僑民在天津租界的賽馬活動研究（1863-1937） 王文霞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蕭敏亨 美國冷戰時期的文化外交與美國形象的塑造：美國新聞

總署及《今日世界》的發行

張四德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廖珮君 薛福成的政治理念—以代議政治的萌芽為探討 蘇梅芳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李國誠 左宗棠的荒政思想及其實踐（1862-1880） 蘇梅芳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陳怡靜 從檔案文獻、時人文集與筆記小說看馬新貽的形象差異 蘇梅芳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李銀脗 產業變遷與地方發展—以後勁為例（1661-1973） 高淑媛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鄭龍琪 清代科舉考生的赴考旅費補助研究—以方志所見的賓

興活動為中心

謝美娥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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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上勇 戰後臺東市漢人民俗信仰之研究 石萬壽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何佳韻 日治時期臺灣北部地方米價的新探索—《新屋鄉葉氏

嘗簿》的解讀與分析

謝美娥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謝幸芳 臺灣官辦美展制度檢驗—以省展為中心 蕭瓊瑞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郭義得 清代閩海常關組織與職能之研究 劉石吉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金天惠 維新變法時期（1895-1898）新式學校之創辦：以浙江
與湖南為例

蘇梅芳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李淑芳 清代以來臺灣宣講活動發展研究—以高雄地區鸞堂為

例

黃有志 高師大臺灣史研究所 2010

李靜美 日治時期「高雄第二公學校」之研究 楊玉姿 高師大臺灣史研究所 2010

施佩吟 變動年代中的輔仁大學—以芮歌尼為中心的探討 陳方中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黃可欣 清末教案觸發的媒介：謠言之分析（1844-1899） 呂士朋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郭俊蔚 戰後初期臺灣電力事業之研究 賴澤涵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李筱雯 從《民報》看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 古鴻廷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10

詹又霖 當代臺灣獨立論述評析 洪德先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沈家儀 客家傳統宗教信仰的演變—以屏東內埔為例 古鴻廷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陳怡伶 新知識女性的生命抉擇：陳衡哲的前半生（1890-1936） 呂芳上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施建安 戰後臺灣傳統鹽業—以布袋鹽場為個案之研究

（1945-2001）
陳哲三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沈欣蓉 高雄加工出口區的勞工樣貌（1966-1980年） 古鴻廷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林容聖 中國工業化的先導：中央工業試驗所之研究（1930-
1945）

張力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楊俊鴻 日本保守派勢力對二次大戰行為辯護之研究—以南京

大屠殺為例

邵玉銘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10

柯思慧 從馬相伯到方豪—中國知識份子與天主教士的思想衝

激與傳教、教育事業

尹章義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10

邱癸菁 施乾與愛愛寮 尹章義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10

陳家瑩 高中學生的歷史因果概念之探究—以「二二八事件」

為例

林慈淑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2010

許純瑋 省議會時期的蘇洪月嬌 盧胡彬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古鎮魁 中壢工業區之發展與影響 盧胡彬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莊璧宇 日治時期阿里山林場的開發 莊世滋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黃世宇 嘉義溶劑廠的變遷與發展（1940-1989） 盧胡彬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0

蕭穎鴻 高雄縣林園鄉汕尾地區的開發與社會變遷 溫振華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 2010

溫凱婷 埔里平埔族的墾殖及其地方社會 鄭瑞明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 2010

邱倩如 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籍公醫的社會角色 李筱峰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 2010

柯惠君 日治時期溪湖糖廠與溪湖地區社會發展（1919-1945） 鄭瑞明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 2010

吳嘉貿 寺廟、家族與東勢地區的客家社會（1683-1920） 王志宇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

研究所

2010

劉祐成 戰後臺灣「改善民俗運動」之探討（1945-1990） 王志宇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

研究所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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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宏 臺灣財神信仰初探—以草屯鎮敦和宮為中心 王志宇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

研究所

2010

張宏欣 造橋鄉的開發與社會經濟發展（1763-1945） 陳哲三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

研究所

2010

姜閎仁 新竹沿山地區家族之發展—以北埔新姜家族為例

（1856-1945）
陳哲三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

研究所

2010

李立涵 高雄無極明善天道院的起源與發展 王志宇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

研究所

2010

古庭瑄 馬偕設立之噶瑪蘭教會量變的研究（1873-1923） 周宗賢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蔣鎧俊 霧峰宗教信仰發展與地方社會 蔡錦堂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陶維達 清季洋務運動的改革思想 （1861-1894）與越南改革思
想（1863-1895）之比較

王樾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丁淑婉 日治時期臺灣邊際土地的開發與利用—以雲林地區為

例

林呈蓉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王意惠 二重疏洪道與更寮區域社會文化變遷之研究 王樾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周宴竹 安寧療護的理論與實踐及其對戰後臺灣醫療史的意義 王樾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黃如輝 鹹甜的土地—布袋地區的產業變遷為探討（1895-
1945）

張素玢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江聰明 士林後港墘水利設施與近代社會變遷之研究 吳明勇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10

張育仁 蔣經國在贛南改革之研究（1938-1944） 吳振漢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魏占峯 從基層金融到商業銀行—「板信」之研究（1957-1997
年）

李力庸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鄧佩菁 美援與石門水庫興建之研究 李力庸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白鴻博 戰後臺灣初等音樂教育之研究—以音樂教科書為分析

場域（1952-1968）
鄭政誠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許慧如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形成與運用 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趙英之 從傳教到醫療企業化—桃園天主教聖保祿醫院之研究

（1960-1999）
李力庸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蔡芬煅 宗教與醫療—佛教花蓮慈濟綜合醫院之研究（1972-
2003）

李力庸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韓志明 抗戰前期廖承志與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之研究（1938-
1941）

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彭瑞芬 張聞天與中共早期黨內鬥爭之研究（1925-1945） 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朱展緯 寺廟與地方社會—以新北市蘆洲區湧蓮寺為中心

（1729-2009）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陳威豪 宋哲元治軍從政之研究（1906-1937） 吳振漢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潘文惠 蔣桂內爭與國共內戰之挫敗（1945-1949） 王成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吳依鄉 《新華日報》在國共內戰前期宣傳策略之分析—以對

第三黨派為中心之探討（1945.12-1947.1）
王成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劉羿穎 媒體與國共關係—《大公報》對國共內戰初期之報導

（1945.12-1947.1）
王成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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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淑媛 孫中山的革命友人—日本華僑王敬祥之研究（1872-
1922）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陳錦昌 明、清棄保臺灣之研究 王成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吳靜宜 臺灣山林與人為開發之歷史論析—以大漢溪中上游為

例

戴寶村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張益和 終戰前楊梅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連麗如 清代捐納制度與臺灣士紳之研究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曾文銘 臺北市改制政策之研究（1949-1967） 吳學明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吳柏勳 美援與臺灣遠洋漁業之發展（1951-1965） 李力庸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鄭仲烜 清朝皇子教育研究（1662-1924） 莊吉發

賴澤涵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許馨文 花樣百出—花與清代飲食文化之研究 王成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徐佑驊 日治時期「臺灣寫真帖」研究 呂紹理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1

陳芷瑩 家醜不得外揚！？日治時期臺灣「通姦罪」之初探 戴寶村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1

陳堅銘 熟悉的異國之聲—「日本流行歌」在臺灣的傳唱

（1928-1945）
蔡錦堂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1

陳柏棕 血旗揚帆：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的從軍始末（1943-
1945）

鍾淑敏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1

廖怡錚 傳統與摩登之間—日治時期臺灣的珈琲店與女給 呂紹理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1

李勁樺 土洋大戰：清代開港後臺灣的紡織品貿易 林玉茹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1

游欣璇 臺大哲學系事件之研究 薛化元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1

莊勝傑 戰後臺北市軍眷村之形成與變遷 戴寶村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1

張以牧 強人威權體制下的青年組訓—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

為中心的探討（1952-1959）
薛化元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1

俞甯凱 歷史視野下的宜蘭經驗（1981-2005） 張炎憲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1

李璟芳 戰後臺灣國民中小學教師教材選擇權發展之研究 1945-
2010

薛化元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1

陳貞綾 清末湖北地方自治研究：從鐵路運動到諮議局主張之發

展

薛化元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陳冠任 中華民國漁權發展的歷史考察（1912-1982） 唐啟華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11

朱祐鋐 清代杭州的火災、火政與社會生活（1644-1861） 徐泓

巫人恕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11

羅貴倫 閻錫山參加北伐的決策歷程：從保境安民到出師討奉

（1926-1927）
胡平生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蔡耀緯 雖非真而近於真矣：庚子年武昌假光緒案鉤沉 王汎森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黎康翰 法西斯主義、反理性主義與中國三○年代的思潮 王遠義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范珮芝 抗戰之際的救亡思想：戰國策派的文化改造主張 王遠義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陳煒翰 日本皇族的殖民地臺灣視察 張素玢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11

陳文立 從自然到人文空間的轉化—宜蘭員山地區的拓墾行動

（1802-1945）
溫振華

詹素娟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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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承祐 余登發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 陳佳宏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11

郭怡棻 戰時體制下的警察與臺灣社會（1937-1945） 蔡錦堂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11

陳世芳 臺灣總督府對菲律賓政策之研究—以文化面向為中心

（1895-1945）
鍾淑敏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11

吳正偉 從盤山過嶺到丟丟銅仔—臺灣東北角的交通路線變遷

與區域特性（1783-1926）
詹素娟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11

張逸婷 政治與音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附屬樂隊「臺北音

樂會」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11

李佳卉 日治時期臺灣「污物」處理之研究 蔡錦堂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11

郭婷玉 日本時代東港地方社會發展與社會力量之形成 許佩賢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11

岡部三智

雄

日本治臺前來臺日人之研究（1874-1895） 蔡錦堂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11

佐藤重人 日本殖民時代臺灣的「教育映畫」之研究—以《臺灣

日日新報》報導為中心

蔡錦堂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11

陳思賢 中華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的農業技術合作（1965-1975） 張力

陳佳宏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

2011

施秀瑩 2000至 2006年間媒體有關中日和約報導之分析—以

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中央日報為中心

林滿紅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胡嘉琳 行銷保生大帝—臺南縣歸仁鄉仁壽宮的新興宗教化

（1945-2010）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顏鈺亭 「文化立縣」下的地方歷史書寫—以《宜蘭文獻雜

誌》為中心（1993-2005）
陳惠芬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李美惠 1913至 2000年花蓮菸草產業之研究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陳佳琦 傳承與創新—高雄市舞獅活動的發展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劉慧蘭 解放的追尋：中國共產革命中的女性經驗（1921-1949） 陳惠芬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古慧華 日治後期臺灣皇民化運動中的圖像宣傳與戰時動員

（1937-1945）—以漫畫和海報為中心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陳彥育 晚清的法律、社會與國家—以《點石齋畫報》的法律

事件為中心

陳登武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周亞慧 國（初）中歷史教科書中晚清（1840-1911）救亡運動
教材之編寫

吳志鏗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蔡佳燕 清末民初的女子教育思想：以《教育雜誌》（1909-1928）
的相關內容為討論中心

廖隆盛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洪瑞鴻 美術救國：梁中銘反共漫畫研究（1949-1966）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林秀芬 海外宣傳刊物中臺灣的文化圖像—以《光華》雜誌為

中心（1976-2005）
陳惠芬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郭姿含 圖像與真實—臺灣史漫畫的發展（1990-2010） 蔡淵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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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秀孟 抗戰時期省級民意機構的建立：以四川省臨時參議會為

例的討論（1939-1945）
呂芳上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吳任博 中華民國政府與駐外人員的折衝：以一九七一年前後留

美學界保釣運動為中心

王秀惠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柯伶蓁 咖啡與近代中國 張瑞德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吳任博 一九七○年代初期留美學界保釣運動研究 :以中華民國
政府立場為中心

王秀惠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萬雅筑 《商務官報》與清季產經資訊網（1903-1911） 林滿紅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謝幸芸 形塑苗族：中國少數民族之國族化（1911-1949） 黃克武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顧立民 一九四四年的中國戰場 呂芳上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徐萬晴 刻畫李鴻章 :近現代對政治人物的記憶形塑 黃克武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陳國聖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之陜西省的移墾事業（1937-1945） 呂芳上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陳秋龍 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懷 黃克武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張鈺彩 何炳松的史學理論體系與教學實踐 朱鴻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張肯銘 從認識到認同：晚清中國朝野對德國軍事能力的認知

（1861-1890）
呂芳上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盧啟明 日治末期臺灣基督徒「傳道報國」認同之研究（1937-
1945）

吳文星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

粘斐雯 戰後太平市的產業發展與聚落變遷之關係 孟祥瀚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鄭晴芬 清代鳳山現新舊城的比較研究 黃秀政

孟祥瀚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黃琇雅 臺灣環保教育的演進—以國小中年級社會科教科書為

例

吳政憲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11

江篤勳 Vespa在臺灣的興衰（1958-2002） 吳政憲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陳嬿羽 苗栗公館泥坡子陳立富家族在臺的拓墾與發展 孟祥瀚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11

王日吟 臺灣意識與歷史教育的變遷（1945-2011） 林正珍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11

吳敏政 臺灣股市歷史上的趨勢轉折—以母子型態為例 王良行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葉川睿 中國國民黨海外黨務發展（1950-1962） 李盈慧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陳哲維 殖民與移民：史密斯、金文泰總督與新加坡華人社團 李盈慧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許蕙玟 交通、族群與埔里地區雜貨店經營之變遷（1814-1945） 林蘭芳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11

楊蕙琄 清代至日治時期梧棲港街的發展與貿易變遷 林玉茹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11

李恩廷 日治時期臺灣自動車營業組合之發展及其運作（1912-
1945）

林蘭芳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11

張柏琳 戰後初期臺灣鹽政的重組與變遷（1945-1951） 林蘭芳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陳毓婷 日治時期臺灣的納涼會—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之

探討（1902-1940） 
林蘭芳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蔡雅竫 高雄縣大樹鄉農會與當地農業發展之關係（1953-2009） 林燊祿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藍伯瑋 民國時期「國術運動」的建構與發展（1912-1937） 張建俅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11

簡琬莉 戰後前期臺灣獄政之研究（1945-1967） 張建俅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黃昱豪 臺灣「八七水災」之研究 張建俅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11

戴竹筠 中國佛教會對「戒淫思想」的弘揚與維護（1949-1990） 顏尚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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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皜 建國與備戰—劉峙在河南的治理 楊維真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11

梁雯晶 成為「新國民」—近代中國兒童形象的建構（1895-
1937）

楊維真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謝芸欣 戰後臺灣社會變遷中的廟會活動（1945-1990） 曾品滄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陳致學 薩鎮冰在清末海軍整建裡扮演的角色 (1895-1911) 蘇梅芳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楊綉珍 高峰乍停？—「藝霞歌舞劇團」落幕原因試探 劉靜貞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李佩蓁 安平口岸的華洋商人及其合作關係—以買辦制度為中

心（1865-1900）
吳密察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翁如珊 清末臺灣洋貨的進口與消費 曾品滄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劉彥良 清代臺灣贅婚習俗—以婚姻契約為主 江達智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范棋崴 社會賢達：香港華人領袖研究（1860-1911） 鄭永常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張宴菖 日治時期臺灣的新社會文化—以美術活動為觀察對象 蕭瓊瑞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蔡惠雯 日治時期臺灣北部民間借貸利率研究— 以《新屋鄉
葉氏嘗簿》為主的解讀與分析

謝美娥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謝芸欣 戰後臺灣社會變遷中的廟會活動（1945-1990） 曾品滄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林恭漢 戒嚴時期高雄市鹽埕區大溝頂攤販集中市場之空間研究

（1949-1987）
李文環 高師大臺灣史研究所 2011

游步廣 當代旗山文化資產保存運動之研究 李文環 高雄師大臺灣史研究所 2011

賴盈如 翁同龢對光緒皇帝之教育 呂士朋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11

朱娟慧 《東方雜誌》對歐戰時期西方婦女解放思潮的引介

(1914-1925)
丘為君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黃馥蓉 牟潤孫的學術與思想 丘為君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11

洪雅芳 通霄雕刻產業之研究 張炎憲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陳威廷 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1928-1937）研究 許文雄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麥瑋玲 《玩偶之家》與其在中國的讀者，1900-1960 盧建榮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11

張智雅 清代北臺大龍峒和大稻埕之社會經濟史研究 陳清香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11

石宜鑫 臺灣北部太歲信仰與造型研究 陳清香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11

羅順毅 抗戰前期之和平運動—以周佛海為個案 李朝津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11

林美香 聖嚴法師大普化教育之研究 陳清香

釋果輝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2011

蕭家全 清領臺灣樟腦產業的發展 莊世滋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胡培堉 嘉義市木材產業發展之研究 盧胡彬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林雅楓 日月潭地區歷史變遷與觀光發展之研究 莊世滋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陳家豪 太平山林場開發與聚落關聯（1915-1982） 莊世滋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王琳鏗 日治及戰後臺灣的砂眼防治對策 顧雅文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11

蔡菡尹 國家政策下卑南溪中上游流域之族群變遷 鄭瑞明

戴文豐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 2011

黃詩驊 臺南新營地區之產業發展及其聚落變遷（1662-1945） 鄭瑞明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 2011

黃雅瑄 左鎮地區的西拉雅社會 溫振華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 2011

蕭湘君 軍訓教育的沿革與轉型—國家／社會的分析（1949-
2010）

鄭瑞明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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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信元 1930年代上海觀光發展研究 王樾

葉泉宏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陳若明 戰後臺灣同志運動之歷史考察（1970-1990年代）—
以同志運動路線為中心

吳明勇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李永志 臺灣民間社團與非營利企業之發展及其特色—以「臺

灣科學振興會」及「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為討論

案例（1930-2010）

黃繁光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鄭毓瑩 砂拉越福州人經濟發展（1900-1962年） 黃建淳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尹崇儒 復興京劇，永矢弗諼：論曹復永先生之藝術生涯 何永成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陳耀郎 澎湖石敢當信仰之調查研究 周宗賢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王韻涵 古蹟博物館營運之發展研究—以淡水古蹟博物館為例 周宗賢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谷翔鈞 戰後臺灣茶產業之研究 王樾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吳秋儒 藥品宅急便—「寄藥包」之研究 張素玢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吳宜蓉 帝國制式的文化鏡映—清代臺灣方志的纂修視域及其

〈風俗〉類中所再現的臺人之相

吳明勇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曹曦 臺灣藍姓畲民研究初探 張素玢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11

（資料整理 /任育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