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經歷暨學術活動

修訂日期：民國 107 年（2018）7 月 31 日

王怡辰教授

一、職務：
文化大學歷史學碩博士 1994
輔仁大學畢業 1986
歷史學教授

編號：教字第 015879

二、學術專長：
（1）中國中古史 （2）臺灣史

（3）中國經濟史

三、重要經歷：
開南大學學務處辦理多元升等成果發表與談人及專題發表人
民國 106 年 6 月 14 日
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優良教師
民國 105 年 11 月 26 日校慶慶祝大會表揚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訪評委員
民國 104 年 11 月 26 日
第 7、8 屆中國唐代學會理事
民國 93 年（2004）1 月至民國 95 年（2006）12 月
民國 95 年（2006）1 月至民國 97 年（2008）12 月
中國歷史學會理事
民國 95 年（2006）10 月至民國 101 年（2012）9 月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93~95）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定科目考試歷史科閱卷委員
財團法人技專大學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88）技術校院二年制聯合招生委員會印題組副闈長
（88）技術校院二年制聯合招生委員會命題組共同類科（國文、英文）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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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苑裡鎮志》纂修計畫共同主持人兼副總編纂
榮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獎勵金評審會議，評選為 92 年度地方書志類，
優等第二名。
民國 89 年（2000）1 月至民國 90 年（2001）6 月
開南大學（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學報》外聘委員
（90）學報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
（90）學報編輯委員會審查委員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華岡史學》編輯委員會校外教授
創刊至今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史學彙刊》編輯委員會校外教授
民國 97 年（2008）8 月至今
新竹教育大學區域人文社會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民國 97 年（2008）8 月至民國 98 年（2009）7 月
玄奘大學歷史系訪評委員
實地訪評：民國 98 年（2009）6 月 10 日
朝陽科技大學年度優良教師
民國 89 年（2000）12 月 16 日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一級主管）主任
民國 86 年（1997）8 月至民國 89 年（2000）7 月
中國文化大學 86 年度十大傑出校友
民國 86 年（1997）3 月
財團法人松山文教基金會學者董事
成立至今
《魏晉南北朝貨幣交易和發行》
臺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96 年（2007）。
《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
臺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95 年（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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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學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類甲等獎勵

四、專任經歷：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專任教授
民國 102 年（2013）8 月迄今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專任教授
民國 98 年（2009）8 月迄民國 102 年（2013）7 月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系專任教授
民國 97 年（2008）8 月迄民國 98 年（2009）7 月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專任教授
民國 96 年（2007）8 月迄民國 97 年（2008）7 月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專任副教授
民國 91 年（2002）8 月迄民國 96 年（2007）7 月
朝陽科技大學（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歷史教學組專任副教授
民國 84 年（1995）8 月迄 91 年（2002）7 月
東南工專（東南科技大學）共同科社會組專任講師
民國 79 年（1990）8 月至 82 年（1993）7 月
天下雜誌文稿編輯、大陸研究
民國 78 年（1989）7 月至民國 79 年（1990）8 月
臺灣東華書局編審
民國 77 年（1988）

五、兼任經歷：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歷史系碩士班兼任教授
民國 96 年（2007）8 月迄民國 99 年（2010）7 月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歷史系碩士班兼任副教授
民國 94 年（2005）8 月迄民國 96 年（2007）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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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系暨碩士班兼任副教授
民國 84 年（1995）8 月迄民國 94 年（2005）7 月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民國 84 年（1995）8 月至民國 86 年（1997）7 月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兼任講師、副教授
民國 78 年（1989）8 月至民國 85 年（1996）7 月

六、分類著作目錄：
（一）臺灣史著作目錄
（一）論文類
01.王怡辰，
〈台北市文山區交通重心的東移──兼論社區風貌的改變〉，
《第六屆
台北學：台北建城 130 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專刊論文集》，臺北，臺北市政府文
化局，民國 104 年 2 月。
02.王怡辰，〈客家先民中的韓愈因子〉，《史學彙刊》2013 年第 1 期，總 31 期，
臺北，花木蘭出版社，民國 102 年（2013）6 月。
03.王怡辰，〈客家先民中的韓愈因子──兼論唐與五代粵東漢人拓殖〉《中國文
化大學史學系第一屆中國中古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民國 102 年（2013）5 月 25 日。
04.王怡辰，〈客家文化中的韓愈──兼論唐與五代粵東的漢人拓殖〉《2012 臺北
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
理系，民國 101 年（2012）11 月。
05.王怡辰，
〈晚唐五代閩東地區的海洋文化──閩東文化研究議題〉，
《2009 馬祖
研究兩岸交流座談會論文集》，馬祖，連江縣政府，民國 98 年（2009）3 月。
06.倪進誠、江天健、楊雲龍、陳鸞鳳、許佩賢、王怡辰、李維修合著，
〈時空同
蒞•地方實踐──地方研究整合學程的架構、實施與評估〉，
《區域人文社會學報》
第 8 期，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民國 94 年（2005）8 月。
07.王怡辰，
〈交通志〉，
《苑裡鎮志》，苗栗，苑裡鎮公所，民國 91 年（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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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8.王怡辰，
〈人物志〉，
《苑裡鎮志》，苗栗，苑裡鎮公所，民國 91 年（2002）11
月。
09.王怡辰，
〈大事記〉，
《苑裡鎮志》，苗栗，苑裡鎮公所，民國 91 年（2002）11
月。
10.王怡辰，
〈編後記〉，
《苑裡鎮志》，苗栗，苑裡鎮公所，民國 91 年（2002）11
月。
（二）會議主講或演講類
01.王怡辰，〈台北市文山區交通重心的東移──兼論社區風貌的改變〉，第六屆
台北學：台北建城 130 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民國 103 年 10 月 23 日。
02.王怡辰，
〈客家大使命〉，臺北，崇真會雙和堂客家歷史與文化講座，民國 102
年（2013）12 月 1 日。
03.王怡辰，〈客家先民中的韓愈因子──兼論唐與五代粵東漢人拓殖〉《中國文
化大學史學系第一屆中國中古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民國 102 年（2013）5 月 25 日。
04.王怡辰，〈客家文化中的韓愈──兼論唐與五代粵東的漢人拓殖〉《2012 臺北
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
理系，民國 101 年（2012）11 月 30 日。
05.王怡辰，
〈東亞貿易與海洋文化〉，98 年歷史教學研討會，專題演講，
《教育部
龍華科技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桃園，龍華科技大學人文暨科學學院、通識教育
中心，民國 98 年（2009）5 月 1 日。
06.王怡辰，〈海洋文化與臺灣〉，桃園，龍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歷史學專題
講座，民國 97 年（2008）11 月 21 日。
07.王怡辰，〈歷史課程：十六世紀至今臺灣在東亞的貿易地位〉，海上絲路與歷
史課程研討暨座談會，
《教育部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臺中，東海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民國 93 年（2004）7 月 1 日。
08.王怡辰，〈歷史課程：十六、十七世紀東亞的貿易環境〉，海上絲路與歷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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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研討暨座談會，
《教育部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民國 93 年（2004）1 月 17 日。
09.王怡辰，〈由貿易看十六、十七世紀東亞的國際形勢──以荷蘭為例〉，歷史
文化與社會變遷課程暨教材發表會，
《教育部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桃園，銘
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民國 92 年（2003）4 月 28 日。
（三）出版書籍獎勵
01.苑裡鎮公所《苑裡鎮志》，任副總編纂，並實際撰寫〈交通編〉
、
〈人物編〉等，
民國 91 年（2002）11 月。
《苗栗縣苑裡鎮鎮志編纂計畫》，擔任計畫協同主持人，
執行時間為民國 89 年 1 月（2000）1 月至民國 91 年（2002）11 月，並於民國
91 年（2002）11 月完成出版《苑裡鎮志》
。
《苑裡鎮志》經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92
年（2003）度決議，獲地方志書類優等第二名。

（二）魏晉南北朝史著作目錄
（一）論文類
01.王怡辰，
〈從《張丘建算經》看北魏平城時期的若干問題〉，
《史學彙刊》2008
年第 1 期，總 21 期，臺北，花木蘭出版社，民國 97 年（2008）6 月。
02.王怡辰，
〈算學家張丘建筆下的北朝生活〉，「人物典範與通識教育」課程與教
學學術研討會論文，臺中，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民國 97 年（2008）5
月。
03.王怡辰，〈周隋之際的舊北齊勳貴〉，《通識研究集刊》第 10 期，桃園，開南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民國 95 年（2006）12 月。
04.王怡辰，
〈東魏高澄的權力基礎〉，
《史學彙刊》第 19 期，臺北，蘭臺出版社，
民國 93 年（2004）6 月。
05.王怡辰，
〈東魏統治集團的婚媾關係──以高氏和元氏為中心〉，
《中國中古史
研究》第 2 期，臺北，蘭臺出版社，民國 92 年（2003）4 月。
06.王怡辰，
〈高洋篡魏的權力基礎〉，臺北，國家圖書館、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
民國 87 年（1998）12 月。
07.王怡辰，
〈北魏末的河北塢堡與高歡信都建義〉，
《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
28 期，臺北，中國歷史學會，民國 85 年（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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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民
國 83 年（1994）。
（二）會議主講或演講類
01.王怡辰，
〈算學家張丘建筆下的北朝生活〉，「人物典範與通識教育」課程與教
學學術研討會論文，臺中，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民國 97 年（2008）5
月 16 日。
02.王怡辰，
〈高洋篡魏的權力基礎〉，臺北，國家圖書館、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
民國 87 年（1998）12 月。
03.王怡辰，〈北魏末的河北塢堡與高歡信都建義〉，中國歷史學會年會，民國 85
年（1996）9 月。
（三）出版書籍類
01.王怡辰，
《魏晉南北朝貨幣交易和發行》，臺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96 年（2007）
；
臺北，Readmoo 電子書，民國 103 年（2014）。
02.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臺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95 年（2006）；
臺北，Readmoo 電子書，民國 103 年（2014）。

（三）隋唐五代史著作目錄
（一）論文類
01.王怡辰，〈五代十國閩國的宗教政策〉，
《王吉林教授 80 嵩壽紀念論文集》
，《王
吉林教授 80 嵩壽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民國 107 年（2018）6 月。
02.王怡辰，〈五代十國閩國統治集團的在地化〉，
《2017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
系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民國 106 年（2017）11
月（17）。
03.王怡辰，〈五代十國閩貨幣的交易與發行〉，
《2016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
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民國 105 年（2016）11 月。
04.王怡辰，〈跨越疆域限制的朝貢貿易──以五代王閩為例〉，
《2015 臺北市立大
學歷史與地理系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民國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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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15）11 月。
05.王怡辰，〈跨越國界的對外貿易──以五代王閩為例〉，（朝陽科技大學）《人
文社會學刊》第 13 卷第 1 期，霧峰，朝陽科技大學，民國 104 年 6 月出版。
06.王怡辰，〈客家先民中的韓愈因子〉，《史學彙刊》2013 年第 1 期，總 31 期，
臺北，花木蘭出版社，民國 102 年（2013）6 月。
07.王怡辰，〈客家先民中的韓愈因子──兼論唐與五代粵東漢人拓殖〉《第一屆
中國中古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民國 102 年（2013）5
月 25 日。
08.王怡辰，〈客家文化中的韓愈──兼論唐與五代粵東的漢人拓殖〉《2012 臺北
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
理系，民國 101 年（2012）11 月。
09.王怡辰，
〈晚唐五代閩東地區的海洋文化──閩東文化研究議題〉，
《2009 馬祖
研究兩岸交流座談會論文集》，馬祖，連江縣政府，民國 98 年（2009）3 月。
10.王怡辰，〈論唐代的除陌錢〉，《史學彙刊》2008 年第 2 期，總 22 期，臺北，
花木蘭出版社，民國 97 年（2008）12 月。
11.王怡辰，〈論唐代的除陌錢〉，第八屆唐代文化學術國際研討會，臺中，中興
大學、逢甲大學、中國唐代學會，民國 96 年（2007）11 月。
12.王怡辰，〈周隋之際的舊北齊勳貴〉，《通識研究集刊》第 10 期，桃園，開南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民國 95 年（2006）12 月。
13.王怡辰，
〈中晚唐河北三鎮交易的媒介〉，第七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
《通識
研究集刊》第 8 期，桃園，開南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民國 94 年（2005）12
月。
14.王怡辰，〈由武宗會昌錢看經濟領域的割據〉，第六屆唐代文化學術國際研討
會，
《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 37 期，臺北，中國歷史學會，民國 94 年（2005）
7 月。
15.王怡辰，〈論唐代的惡錢〉，《華岡文科學報》第 27 期，臺北，中國文化大學
文學院，民國 94 年（2005）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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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怡辰，
〈論乾元重寶背洪錢〉，
《通識研究集刊》第 6 期，桃園，開南管理學
院通識教育中心，民國 93 年（2004）12 月。
17.王怡辰，〈唐代貨幣政策難題的探討〉，《第五屆唐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
國唐代學會暨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歷史系，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90 年（2001）9 月。
18.王怡辰，
〈唐德宗晚年派系政治與順宗即位〉
，
《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 26
期，臺北，中國歷史學會，民國 83 年（1994）。
19.王怡辰，〈唐代後期鹽務組織及其崩壞〉，《晚唐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臺灣
學生書局，民國 80 年（1991）。
20.王怡辰，
〈中晚唐榷鹽與政局的關係〉，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
民國 78 年（1989）。
21.王怡辰，〈唐代中書令職任和地位的轉變〉，《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 20
期，臺北，中國歷史學會，民國 77 年（1988）。
（二）會議主講或演講類
01.王怡辰，〈五代十國閩國的政治集團〉，2017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研討
會，臺北，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民國 106 年（2017）11 月（17）。
02.王怡辰，〈五代十國閩貨幣的交易與發行〉，2016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
研討會，臺北，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民國 105 年（2016）11 月。
03.王怡辰，〈跨越疆域限制的朝貢貿易──以五代王閩為例〉，2015 臺北市立大
學歷史與地理系研討會，臺北，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民國 104 年（2015）
11 月。
04.王怡辰，〈客家先民中的韓愈因子──兼論唐與五代粵東漢人拓殖〉《中國文
化大學史學系第一屆中國中古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民國 102 年（2013）5 月 25 日。
05.王怡辰，〈客家文化中的韓愈──兼論唐與五代粵東的漢人拓殖〉《2012 臺北
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
理系，民國 101 年（2012）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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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王怡辰，
〈玄武門之變〉，
《資治通鑑──唐紀研讀活動》，
《教育部人文社會學
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桃園，龍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民國 97 年（2008）
12 月 19 日。
07.王怡辰，〈論唐代的除陌錢〉，第八屆唐代文化學術國際研討會，臺中，中興
大學、逢甲大學、中國唐代學會，民國 96 年（2007）11 月 30 日及 12 月 1 日。
08.王怡辰，
〈中晚唐河北地區交易的媒介〉，第七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臺北，
中國唐代學會、國立臺北大學，民國 94 年（2005）10 月 27，28 日。
09.王怡辰，〈由武宗會昌錢看經濟領域的割據〉，第六屆唐代文化學術國際研討
會，臺北，國家圖書館，中國唐代學會、中國文化大學中文與史學系，民國 92
年（2003）11 月 6、7 日。
10.王怡辰，〈唐代貨幣政策難題的探討〉，第五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嘉義，
中國唐代學會、國立中正大學圖書館、中文與歷史系，民國 89 年（2000）11 月
18、19 日。
11.王怡辰，〈貞觀政要（上）〉，臺北，聯合報系歷史月刊社歷史名著演講系列，
民國 87 年（1998）8 月 1 日。
12.王怡辰，〈貞觀政要（下）〉，臺北，聯合報系歷史月刊社歷史名著演講系列，
民國 87 年（1998）8 月 15 日。
13.王怡辰，〈唐代後期鹽務組織及其崩壞〉，第三屆中國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
論文，淡江大學中文系，民國 79 年（1990）4 月 29 日。
14.王怡辰，〈唐代中書令職任和地位的轉變〉，臺北，中國歷史學會年會，民國
77 年（1988）9 月。

（四）通識教育著作目錄
（一）論文類
01.王怡辰，
〈全人教育的省思、理想和藍圖〉，
《國教新知》60 卷第 1 期，臺北，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民國 102 年（2013）。
02.王怡辰，
〈算學家張丘建筆下的北朝生活〉，「人物典範與通識教育」課程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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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術研討會，研討會論文，霧峰，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民國 97 年（2008）
5 月 16 日。
03.王怡辰，
〈通識教育歷史課程的設計和實踐〉
，
《第三屆國家治理、公民社會與
通識教育學術論文集》，桃園，開南管理學院，民國 94 年（2005）6 月 25 日。
04.王怡辰，〈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和實踐〉，《通識研究集刊》第 3 期，
桃園，開南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民國 92 年（2003）6 月。
（二）會議主講或演講類
01.王怡辰，〈現代人的出現〉，臺北，雙和崇真堂歷史與文化講座，民國 104 年
（2015）11 月 8 日。
02.王怡辰，
〈向異教宣教〉，臺北，雙和崇真堂歷史與文化講座，民國 104 年（2015）
8 月 2 日；22 日。
03.王怡辰，
〈客家大使命〉，臺北，雙和崇真堂歷史與文化講座，民國 102 年（2013）
12 月 1 日。
04.王怡辰，
〈生活中的歷史感〉，桃園，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歷史與文化講座，
民國 96 年（2007）5 月 16 日。
05.王怡辰，〈生活中的歷史感〉，桃園，龍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歷史學專題
講座，民國 96 年（2007）3 月 30 日。
06.王怡辰，
〈如何準備研究所考試講座〉」，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學會、學
務處畢服組講座系列，民國 95 年（2006）10 月。
07.王怡辰，〈通識教育中歷史課程的設計和規劃〉，大學通識教育與歷史課程座
談會；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系；中壢，元智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民國 94 年（2005）10 月 22 日。
08.王怡辰，
〈如何準備研究所考試講座〉」，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學會、學
務處畢服組講座系列，民國 94 年（2005）10 月。
09.王怡辰，〈通識教育歷史課程的設計和實踐〉，第三屆國家治理、公民社會與
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桃園，開南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民國 94 年（2005）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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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怡辰，〈生活中的歷史感〉，霧峰，朝陽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人文社會
科學專題講演系列，民國 94 年（2005）4 月 22 日。
11.王怡辰，〈如何準備研究所考試講座〉，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學會、學
務處畢服組講座系列，民國 93 年（2004）10 月。
12.王怡辰，
〈大學入門〉演講系列，霧峰，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民國 90
年（2001）12 月至民國 91 年（2002）1 月。

（五）著作獎勵類目錄
01.《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
，民國 85 年（1996）6 月，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人文及社會科學類，84 學年度甲種研究獎勵。全文修訂後，於民國 95 年（2006）
10 月出版，獲中國文化大學 95 學年度學術研究成果獎勵──專書獎。
02.苗栗縣苑裡鎮，《苗栗縣苑裡鎮鎮志編纂計畫》，擔任計畫協同主持人，民國
91 年（2002）11 月完成出版《苑裡鎮志》
。民國 91 年（2002）11 月經苗栗縣文
化局正式審查通過，經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於民國 92 年（2003）決議，獲地方志
書類優等第二名。

七、研究生指導與口試：
（一）臺灣史及社會科教育史
臺北市立大學歷史與地理系社會科教學碩士學位學程論文指導教授
黃馨瑩，
〈世界觀論知與態度──以三重區國民小學高年級為例〉
，臺北市立大學
社會科教學碩士學位學程，民國 104 年（2015）7 月。
郭碧君，
〈國小社會領域日據時期教材內容比較之研究〉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科教
學碩士學位學程，民國 104 年（2015）7 月。

臺北市立大學歷史與地理系
碩士班暨社會科教育碩士在職專班論文指導教授
陳曉敬，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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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如，未定。
敬永鍵，未定。
林承奇，
〈私有古蹟的活化與再利用──以萬華林宅為例〉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
地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在職專班，民國 107 年（2018）6 月。
金慧秀，〈基隆海陸聯運之研究（1895—1945）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
會科教學碩士在職專班，民國 106 年（2017）11 月。
張文齡，
〈兒童讀物中的荷蘭人在臺灣〉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
碩士，民國 106 年（2017）11 月—民國 107 年（2018）6 月。
張巧臻，
〈鶯歌地區輕便鐵路與產業變遷〉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
學碩士在職專班，民國 106 年（2017）11 月。
林偉盛，
〈日據時代縱貫鐵路變遷與鶯歌市街發展〉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
社會科教學碩士在職專班，民國 106 年（2017）1 月；〈日據時期鶯歌車站鐵路
變遷與市街發展〉，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民國 106 年
（2017）7 月。
陳郁琪，
〈地方文史融入戶外教學之研究──以基隆煤礦產業發展為例〉
，臺北市
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在職專班，民國 105 年（2016）12 月。
張朝川，
〈國小四年級社會領域教學行動研究──以臺北市芝山岩為例〉
，臺北市
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在職專班，民國 105 年（2016）12 月；
〈國
小四年級社區文化資源教學研究──以臺北市立雨聲國小社會領域教學為例〉
，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民國 106 年（2017）6 月。
黃麗萍，
〈農會派系與婚姻結盟的關係──以雲林縣水林鄉農會為例〉
，臺北市立
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在職專班，民國 105 年（2016）1 月；〈農會
基層員工對派系認同之研究──以雲林縣水林鄉農會為例〉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
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民國 106 年（2017）6 月。
楊智偉，
〈漢人入墾與葫蘆墩地區的開發〉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
學碩士在職專班，民國 105 年（2016）1 月；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
教學碩士，民國 105 年（2016）6 月。
13

蔡明媛，
〈軍眷眷村飲食生活變遷──以影劇二村為例〉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
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在職專班，民國 105 年（2016）1 月。
陳永星，
〈民進黨之今昔中國政策〉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
在職專班，民國 103 年（2014）12 月。
黃瀞儀，
〈臺灣內門紫竹寺信仰圈之研究〉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
社會科教學碩士在職專班，與郭伯佾教授聯合指導，民國 103 年（2014）6 月；
至〈「羅漢門迎佛祖」的特色與傳承〉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碩
士，民國 105 年（2016）7 月。
游晴如，
〈木柵的開墾與舊地名〉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
民國 102 年（2013）1 月；〈交通建設對木柵地區之影響──以木新路沿線為例
（1800-2010）
〉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民國 106 年（2017）
7 月。
方碧淳，
〈民雄地區的玄天上帝信仰〉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
班，民國 102 年（2013）6 月。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歷史與地理系碩士班論文指導教授
杜欣容，
〈本地與外地城市之社區意向──以士林地區為例〉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民國 102 年（2013）1 月；
《從外省移民看士林地區》
，臺
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民國 102 年（2013）6 月。
吳仲一，
〈土地公廟與板橋的開發〉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
碩士學位班，民國 98 年（2009）6 月；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
教學碩士，民國 99 年（2010）6 月。
李瑋裕，
〈論兩岸對乙未抗日人物之研究〉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
班，民國 97 年（2008）6 月；至〈論臺灣民主國北路抗日〉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歷史與地理系碩士，民國 100 年（2011）12 月。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班論文指導教授
鄧經豫，
〈台灣鳳梨出口貿易的變遷 1950~1980〉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民
國 94 年（2005）6 月至民國 97 年（2008）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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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怡君，〈羅東鎮劉氏宗親與其地方關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民國 94
年（2005）6 月至民國 96 年（2007）6 月。

各校博士論文口試
黃學文，
〈清代噶瑪蘭寺廟興建與市街形成──以寺廟為核心〉
，中國文化大學史
學系博士，論文口試，陳清香教授指導，民國 106 年（2017）12 月。

各校碩士論文口試
張文齡，
〈兒童讀物中的荷蘭人在臺灣〉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
碩士，論文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7 年（2018）6 月。
林承奇，
〈私有古蹟的活化與再利用──以萬華林宅為例〉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
地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在職專班，論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7
年（2018）6 月。
陳建銘，〈國小高年級社會領域教科書歷史內容比較分析──以 105 學年度三個
版本為例〉，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論文計畫口試，秦照芬教授指
導，民國 107 年（2018）1 月。
金慧秀，〈基隆海陸聯運之研究（1895—1945）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
會科教學碩士在職專班，論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6 年（2017）
11 月。
張文齡，
〈兒童讀物中的荷蘭人在臺灣〉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
碩士在職專班，論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6 年（2017）11 月。
張巧臻，
〈鶯歌地區輕便鐵路與產業變遷〉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
學碩士在職專班，論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6 年（2017）11 月。
游晴如，〈交通建設對木柵地區之影響──以木新路沿線為例（1800-2010）
〉，臺
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論文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6 年（2017）
7 月。
林偉盛，
〈日據時代縱貫鐵路變遷與鶯歌市街發展〉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
社會科教學碩士，論文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6 年（2017）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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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萍，
〈農會基層員工對派系認同之研究──以雲林縣水林鄉農會為例〉
，臺北
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論文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6
年（2017）6 月。
陳朝川，〈國小四年級社區文化資源教學研究──以臺北市立雨聲國小社會領域
教學為例〉，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論文口試，王怡辰教
授指導，民國 106 年（2017）6 月。
林偉盛，
〈日據時代縱貫鐵路變遷與鶯歌市街發展〉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
社會科教學碩士在職專班，論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6 年（2017）
1 月。
陳郁琪，
〈地方文史融入戶外教學之研究──以基隆煤礦產業發展為例〉
，臺北市
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在職專班，論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
導，民國 105 年（2016）12 月。
張朝川，
〈國小四年級社會領域教學行動研究──以臺北市芝山岩為例〉
，臺北市
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在職專班，論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
導，民國 105 年（2016）12 月。
黃瀞儀，〈「羅漢門迎佛祖」的特色與傳承〉，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
教學碩士，論文口試，王怡辰教授與郭伯佾教授聯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
7 月。
黃瀞儀，
〈臺灣內門紫竹寺信仰圈之研究〉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
社會科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王怡辰教授與郭伯佾教授聯合指導，論文計畫口試，
民國 103 年（2014）6 月。
楊智偉，
〈清代漢人入墾與葫蘆墩地區的開發〉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
科教學碩士，論文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6 月。
黃麗萍，
〈農會派系與婚姻結盟的關係──以雲林縣水林鄉農會為例〉
，臺北市立
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在職專班，論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
民國 105 年（2016）1 月。
楊智偉，
〈漢人入墾與葫蘆墩地區的開發〉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
學碩士在職專班，論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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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媛，
〈軍眷眷村飲食生活變遷──以影劇二村為例〉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
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在職專班，論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
（2016）1 月。
黃淳仁，〈戰後臺灣教科書對馬偕論述之研究〉，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
士，論文口試，張弘毅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11 月。
郭碧君，
〈國小社會領域日據時期教材內容比較之研究〉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科教
學碩士學位學程，論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7 月。
黃馨瑩，
〈世界觀論知與態度──以三重區國民小學高年級為例〉
，臺北市立大學
社會科教學碩士學位學程，論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
7 月。
廖玟楓，
〈臺北市永樂國民小學校史之研究〉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
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口試，張弘毅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7 月。
廖玟楓，
〈臺北市永樂國民小學校史之研究〉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
教學碩士在職專班，論文計畫口試，張弘毅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1 月。
陳永星，
〈民進黨之今昔中國政策〉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
在職專班，臺北市立大學碩士班，論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3
年（2014）12 月。
黃淳仁，
〈戰後台灣教科書對馬偕論述之研究〉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
班，論文計畫口試，張弘毅教授指導，民國 103 年（2014）6 月。
黃瀞儀，
〈台灣內門紫竹寺的信仰圈〉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科教學碩士學位班，論
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郭伯佾教授聯合指導，民國 103 年（2014）6 月。
陳彥蓉，
〈論李國鼎之思想根源及其政策之影響〉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科教學碩士
學位班碩士，論文口試，秦照芬教授指導，民國 103 年（2014）1 月。
吳慶輝，〈「光輝十月」──由《國語日報》看台灣戰後國家認同之轉變〉，臺北
市立大學社會科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口試，張弘毅教授指導，民國 103
年（2014）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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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獻堂，
〈論簡吉與農民運動〉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學碩士，論文口試，
秦照芬教授指導，民國 102 年（2013）7 月。
周沛鋒，
〈從《臺灣府志•藝文志》看清朝前期台灣漢人之社會狀況〉
，台北市立
教育大學碩士，論文口試，秦照芬教授指導，民國 102 年（2013）6 月。
方碧淳，
〈民雄地區的玄天上帝信仰〉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碩士班，論文計畫口試，
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2 年（2013）6 月。
杜欣容，
〈從外省移民看士林地區〉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論文
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2 年（2013）6 月。
吳慶輝，〈「光輝十月」──由《國語日報》看台灣戰後國家認同之轉變〉，臺北
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學碩士學位班，論文計畫口試，張弘毅教授指導，民國
102 年（2013）1 月。
游晴如，
〈木柵的開墾與舊地名〉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論文
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2 年（2013）1 月。
杜欣容，
〈本地與外地城市之社區意向──以士林地區為例〉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論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2 年（2013）1
月。
陳彥蓉，
〈李國鼎與臺灣經濟研究〉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學碩士學位班，
論文計畫口試，秦照芬教授指導，民國 101 年（2012）12 月。
李瑋裕，
《論臺灣民主國北路抗日》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論文
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0 年（2011）12 月。
張獻堂，
〈論簡吉與農民運動〉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學碩士學位班，論文
計畫口試，秦照芬教授指導，民國 100 年（2011）12 月。
吳玉瑩，
〈從講堂到禮堂──深坑國民小學百年校史之研究〉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社會科教育系碩士，論文口試，張弘毅教授指導，民國 97 年（2008）12 月。
張士仁，〈從社會層面觀察十九世紀中業內地與臺灣之民變──以太平天國之亂
與戴潮春事件為例〉，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系碩士，論文口試，秦照芬
教授指導，民國 99 年（2010）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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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仲一，
〈土地公廟與板橋的開發〉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系碩士，論文
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99 年（2010）6 月。
黃啟祥，
〈林平侯父子與臺灣北部開發〉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系碩士，
論文口試，秦照芬教授指導，民國 98 年（2009）6 月。
周沛鋒，
〈從《臺灣府志•藝文志》看清朝前期台灣漢人之社會狀況〉
，台北市立
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系碩士班，論文計畫口試，秦照芬教授指導，民國 98 年
（2009）5 月。
吳玉瑩，
〈從講堂到禮堂──深坑國小百年校史研究〉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
教育系碩士班，論文計畫口試，張弘毅教授指導，民國 97 年（2008）12 月。
鄧經豫，
〈台灣鳳梨出口貿易的變遷 1950~1980〉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
文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97 年（2008）6 月。
劉怡君，
〈羅東鎮劉氏宗親與其地方關係〉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口試，
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96 年（2007）6 月。
詹益晃，
〈地方居民對家族地名認知之研究──以新埔鎮為例〉
，國立新竹教育大
學區域人文社會學系碩士，論文口試，陳鸞鳳教授指導，民國 95 年（2006）6
月。
林恩睦，
〈清代苗栗大湖地區的土地開發〉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區域人文社會學系
碩士，論文口試，許佩賢教授指導，民國 95 年（2006）1 月。
詹益晃，
〈地方居民對家族地名認知之研究──以新埔鎮為例〉
，國立新竹教育大
學區域人文社會學系碩士班，論文計畫口試，陳鸞鳳教授指導，民國 94 年（2005）
12 月。
林恩睦，
〈清代苗栗大湖地區的土地開發〉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系碩士
班，論文計畫口試，許佩賢教授指導，民國 94 年（2005）6 月。
游家瑞，
〈清領時期蘇澳地區漢人聚落的發展〉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系
碩士，論文口試，陳鸞鳳教授指導，民國 92 年（2003）6 月。
游家瑞，
〈清領時期蘇澳地區漢人聚落的發展〉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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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論文計畫口試，陳鸞鳳教授指導，民國 92 年（2003）1 月。

（二）中國史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班論文指導教授
馮典章，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班，與林冠群教授聯合指導，未定。
陳明治，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班，與李紀祥教授聯合指導，未定。

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系歷史碩士班論文指導教授
姜萬岐，
〈唐代乾元原重寶對通貨膨脹的影響〉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 班，
與陳登武教授聯合指導，民國 106 年（2017）6 月—民國 107 年（2018）6 月。

臺北市立大學歷史與地理系
碩士班暨社會科教育碩士在職專班論文指導教授
王

淞，未定。

楊宛琪，〈論東漢的女權──以《女誡》為反思〉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
士班，民國 107 年（2018）6 月。
張維元，〈姜維之雍涼背景及其評價分析〉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
民國 107 年（2018）6 月。
陳勻浩，
〈司馬睿集團與東晉立國〉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民國 107
年（2018）6 月。
曹佳穎，
〈上官婉兒的歷史地位〉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民國 106
年（2017）6 月。
〈上官婉兒的政治動向〉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民
國 107 年（2018）1 月。
莊茹庭，
〈儒家思想傳承與變遷──以王道學術思想為核心〉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
與地理系碩士，民國 105 年（2016）12 月—民國 107 年（2018）6 月。
陳萱宇，
〈李淵功績與形象塑造〉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民國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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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16）1 月；
〈李淵歷史地位及形象塑造〉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
民國 106 年（2017）6 月。
余明琪，
〈唐中葉的通貨緊縮──以穆敬文武朝為例〉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
系碩士班，民國 105 年（2016）1 月。
王宥迆，
〈漢隋之際佛典筆受人〉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民國 104
年（2015）1 月；
〈魏晉南北朝漢譯佛典譯場活動與筆受人研究〉
，臺北市立大學
歷史與地理系碩士，民國 105 年（2016）7 月。
黃翊烜，
〈五胡十六國朝貢關係〉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民國 104
年（2015）7 月。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歷史與地理系
碩士班暨社會科教育碩士在職專班論文指導教授
賴玟言，
〈李陵容與東晉簡文帝父子〉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
育碩士在職專班，民國 103 年（2014）1 月；至〈東晉簡文帝父子〉，臺北市立
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民國 104 年（2015）7 月。
劉政陞，
〈東漢晚期的袁紹家族〉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民國
103 年（2014）1 月；
〈東漢晚期的政治動態──以袁紹、袁術為中心〉臺北市立
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民國 104 年（2015）1 月。
朱家賢，〈五胡與東晉時期的皇位繼承〉，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
班，民國 103 年（2014）6 月；
〈東晉皇位繼承二元結構模式的研究〉
，臺北市立
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民國 105 年（2016）7 月。
張嘉豪，
〈北魏馮太后研究〉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民國 102
年（2013）6 月；至〈北魏馮太后與胡太后從政歷程的比較研究〉，臺北市立大
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民國 104 年（2015）7 月。
廖君晏，
〈東晉的流民集團〉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民國 101
年（2012）12 月；至〈東晉時期南遷流民領袖的動態〉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
理系碩士，民國 103 年（2014）6 月。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班論文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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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仁德，
〈隋代南北統一前後儒家風貌的轉變〉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班，與
桂齊遜教授聯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7 月。
張淑惠，
〈唐五代宣歙及鄂岳地區經濟活動之比較〉，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
民國 96 年（2007）10 月至民國 99 年（2010）6 月。
劉世頡，〈魏晉南北朝與東北亞的交通網絡──兼論國際形勢的變動〉，中國文
化大學史學系碩士，民國 96 年（2007）10 月至民國 99 年（2010）6 月。
陳勻浩，
〈司馬睿集團與東晉立國〉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班，與王吉林教授
聯合指導，民國 98 年（2009）3 月。
尤雨婷，
〈北朝女性經濟活動〉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與王吉林教授聯合指
導，民國 98 年（2009）1 月至民國 103 年（2014）1 月。

佛光大學歷史系碩士班論文指導教授
馮典章，
〈唐武德貞觀對西州的經略〉
，佛光大學歷史系碩士，民國 95 年（2006）
6 月至民國 98 年（2009）7 月。
吳佳玲，
〈從絲路貿易看唐人飲食〉
，佛光大學歷史系碩士，民國 95 年（2006）6
月至民國 98 年（2009）1 月。
呂侯霖，
〈唐代絲織業南移和發展〉
，佛光大學歷史系碩士，民國 95 年（2006）6
月至民國 98 年（2009）6 月。
許峻維，〈唐憲穆二朝政局與軍事──以李光顏個案為例〉，佛光大學歷史系碩
士，民國 96 年（2007）6 月至民國 99 年（2010）6 月。
王怡惠，〈魏晉北朝洛陽的城市營造與社會文化〉，佛光大學歷史系碩士，民國
96 年（2007）6 月至民國 101 年（2012）7 月。

各校博士論文口試
趙妙菁，
〈日人在唐任官之研究──以朝衡為例〉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
文口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12 月。
許高祥，
〈侯景之亂對南北朝歷史的衝擊〉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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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11 月。
黃英士，
〈五代時期的政權更迭與地理形勢〉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口
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11 月。
趙妙菁，
〈在唐日人任官之研究──以玄、肅、代為例〉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
士班，論文初審口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6 月。
許高祥，
〈風暴十年──西元 547 至 557 年─侯景之亂對中國歷史的衝擊〉
，中國
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班，論文初審口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
6 月。
黃英士，
〈五代時期的政權更迭及其與地理形勢的關係〉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
士班，論文初審口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6 月。
杜慧卿，
〈扶傾與匡正──唐憲宗的政治成就〉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
口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6 月。
康訓聚，
〈劉宋篡弒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口試，王吉林教授
指導，民國 105 年（2016）5 月。
林靜薇，
〈從和戰關係論兩魏齊周形勢與國策演變〉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
文口試，雷家驥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1 月。
杜慧卿，
〈唐憲宗的政治成就〉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班，論文初審口試，王
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1 月。
康訓聚，
〈劉宋篡弒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班，論文初審口試，王吉
林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12 月。
許峻維，
〈陽翟褚氏家族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口試，王吉林教
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11 月。
杜慧卿，〈唐憲宗的治國之術──制均勢以臻平衡〉，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
班，論文計畫口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6 月。
王士豪，
〈武則天統治時期相權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口試，
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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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適菁，
〈安史亂前唐代使職的類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口試，
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6 月。
楊適菁，
〈唐代使職與時局關係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班，論文初審
口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1 月。
王士豪，
〈武則天與其宰相的關係〉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班，論文初審口試，
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3 年（2014）12 月。
許峻維，
〈褚氏與五朝門第〉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班，論文初審口試，王吉
林教授指導，民國 103 年（2014）12 月。
龍柏濤，
〈陷於政治矛盾的宇文護〉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口試，王吉
林教授指導，民國 103 年（2014）6 月。
洪文琪，
〈唐代親屬相犯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口試，王吉林
教授指導，民國 103 年（2014）5 月。
傅安良，
〈唐代河北地區和中央政治關係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
文口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2 年（2013）6 月。
龍柏濤，
〈宇文護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班，論文初審口試，王吉林教
授指導，民國 101 年（2012）6 月。
杜志成，〈由分裂到統一──北朝末期東西戰爭 531—577 之研究〉，中國文化大
學史學系博士，論文口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0 年（2011）5 月。
杜志成，〈由分裂到統一──北朝末期東西戰爭 531—577 之研究〉，中國文化大
學史學系博士班，論文初審口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0 年（2011）1 月。
龍柏濤，
〈正史修撰與歷史塑造──以《周書》為例〉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
班，論文初審口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0 年（2011）1 月。
林政忠，
〈唐代商業發展的關聯效果〉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班，論文初審口
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98 年（2009）1 月。
蔡秉衡，
〈北朝樂史制度與樂制形成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口

24

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96 年（2007）6 月。
侯怡利，
〈禮、法與「節文」研究──以唐宋變革期為核心〉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
系博士，論文口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96 年（2007）6 月。
蔡秉衡，
〈北朝樂制的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班，論文初審口試，王吉
林教授指導，民國 96 年（2007）1 月。
黃淑雯，
〈唐五代太湖地區社會經濟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口試，
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95 年（2006）1 月。
黃淑雯，
〈唐五代太湖地區社會經濟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班，論文初
審口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94 年（2005）7 月。
蔡金仁，
〈北魏皇位繼承不穩定性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口試，
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94 年（2005）6 月。
蔡金仁，
〈北魏皇位繼承不穩定性之研究──兼論太后干政〉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
系博士班，論文初審口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94 年（2005）1 月。

各校碩士論文口試
陳冠中，〈《山海經》神話的地理基礎〉，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論
文計畫口試，秦照芬教授指導，民國 107 年（2018）6 月。
楊宛琪，
〈論東漢的女權──以《女誡》為反思〉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
士班，論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7 年（2018）6 月。
張維元，
〈姜維之雍涼背景及其評價分析〉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
論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7 年（2018）6 月。
陳勻浩，
〈司馬睿集團與東晉立國〉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論文計
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7 年（2018）6 月。
莊茹庭，
〈儒家思想傳承與變遷──以王道學術思想為核心〉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
與地理系碩士，論文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7 年（2018）6 月。
陳谷易，
〈古為今用──從《貞觀政要》論校長之領導統御〉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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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理系碩士班，論文計畫口試，秦照芬教授指導，民國 107 年（2018）1 月。
曹佳穎，
〈上官婉兒的政治動向〉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論文口試，
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7 年（2018）1 月。
陳柏元，
〈唐代官場中的劉晏〉
，中正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口試，朱振宏教授指
導，民國 106 年（2017）7 月。
曹佳穎，
〈上官婉兒的歷史地位〉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論文計畫
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6 年（2017）6 月。
陳萱宇，
〈李淵歷史地位及形象塑造〉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論文口
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6 年（2017）6 月。
姜萬岐，
〈唐代乾元原重寶對通貨膨脹的影響〉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班，論
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與陳登武教授聯合指導，民國 106 年（2017）6 月。
莊茹庭，
〈儒家思想傳承與變遷──以王道學術思想為核心〉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
與地理系碩士班，論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12 月。
高淑媛，
〈真實與趣味：蔡東藩《唐史演義》的歷史分析〉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
系暑教碩士，論文口試，陳登武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8 月。
馮仁德，
〈隋代南北統一前後儒家風貌的轉變〉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班，論
文口試，王怡辰教授與桂齊遜教授聯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7 月。
高淑媛，
〈真實與趣味：蔡東藩《唐史演義》的歷史分析〉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
系暑教碩士班，論文計畫口試，陳登武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7 月。
王宥迆，
〈魏晉南北朝漢譯佛典譯場活動與筆受人研究〉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
理系碩士，論文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7 月。
朱家賢，〈東晉皇位繼承二元結構模式的研究〉，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
士，論文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7 月。
黃家珮，
〈唐詩在國中歷史教學之應用──以安史之亂為例〉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
學系暑教碩士班，論文計畫口試，陳登武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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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佩紋，〈《後漢書》對東漢女性定位之研究〉，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
科教育碩士學位班，論文計畫口試，秦照芬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1 月。
余明琪，
〈唐中葉的通貨緊縮──以穆敬文武朝為例〉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
系碩士班，論文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1 月。
陳萱宇，
〈李淵歷史地位及形象塑造〉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論文
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5 年（2016）1 月。
周晉安，
〈影響唐太宗的四個奏摺〉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論文計
畫口試，耿振華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12 月。
張嘉豪，
〈北魏馮太后與胡太后從政歷程的比較研究〉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
系碩士，論文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7 月。
黃翊烜，
〈五胡十六國朝貢關係〉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論文計畫
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7 月。
賴玟言，
〈東晉簡文帝父子〉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社會科教學碩士在職專
班碩士，論文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7 月。
周飛鴻，
〈北魏文明太后馮氏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班，論文計畫口試，
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6 月。
李國偉，
〈北涼政權與佛教傳播的關係〉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班，論文計畫
口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6 月。
金筱麗，
〈造成北魏分裂的高歡〉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口試，王吉林
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6 月。
游庭瑜，
〈從國粹、國渣、到國故──論近代知識份子對傳統文化的態度〉
，臺北
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論文計畫計劃口試，秦照芬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1 月。
劉政陞，
〈東漢晚期的政治動態──以袁紹、袁術為中心〉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
地理系碩士，論文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1 月。
王宥迆，
〈漢隋之際佛典筆受人〉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論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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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4 年（2015）1 月。
朱家賢，
〈五胡兩晉的皇位繼承〉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論文計畫
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3 年（2014）6 月。
廖君晏，
〈東晉的流民集團〉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論文口試，王怡
辰教授指導，民國 103 年（2014）6 月。
張雅鈴，
〈漢代民生政策的萌芽〉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論文計畫
口試，秦照芬教授指導，民國 103 年（2014）1 月。
尤雨婷，
〈北朝女性經濟活動〉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口試，王吉林教
授、王怡辰教授聯合指導，民國 103 年（2014）1 月。
賴玟言，
〈李陵容與東晉簡文帝父子〉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論文
計畫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3 年（2014）1 月。
劉政陞，
〈東漢晚期的袁紹家族〉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論文計畫
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3 年（2014）1 月。
賴家安，
〈曹操的性格與曹魏政權發展〉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
論文口試，秦照芬教授指導，民國 102 年（2013）11 月。
李奕忞，
〈論南朝劉宋二兇巫蠱弒帝〉
，佛光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口試，李紀祥
教授指導，民國 102 年（2013）7 月。
張嘉豪，
〈北魏馮太后研究〉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論文計畫
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2 年（2013）6 月。
賴家安，
〈曹操的性格與曹魏政權衰敗探討〉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
士班，論文計畫口試，秦照芬教授指導，民國 101 年（2012）12 月。
廖君晏，
〈東晉的流民集團〉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系碩士班，論文計畫
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1 年（2012）12 月。
王怡惠，
〈北魏洛陽的城市意向──以《洛陽伽藍記》為例〉
，佛光大學歷史系碩
士，論文口試，王怡辰教授指導，民國 101 年（2012）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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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倩，
〈中唐皇位繼承與懿安郭氏關係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
口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101 年（2012）6 月。
吳宙容，
〈五代十國貨幣的發行〉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口試，王吉林
教授指導，民國 101 年（2012）6 月。
李茗蕙，
〈從安史之亂看杜詩──兼論杜甫與王維之比較〉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
史與地理系碩士班，論文計畫口試，耿振華教授指導，民國 100 年（2011）12
月。
張淑惠，
〈唐五代宣歙及鄂岳地區經濟活動之比較〉，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
論文口試，民國 96 年（2007）10 月。
劉世頡，〈魏晉南北朝與東北亞的交通網絡──兼論國際形勢的變動〉，中國文
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口試，民國 96 年（2007）10 月。
馮典章，
〈唐武德貞觀對西州的經略〉
，佛光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口試，王怡辰
教授指導，民國 98 年（2009）7 月。
呂侯霖，
〈唐代絲織業南移和發展〉
，佛光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口試，王怡辰教
授指導，民國 98 年（2009）6 月。
馮信武，
〈明與後金戰役勝敗之因探討──以薩爾滸戰役為例〉
，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社會科教育系碩士，論文口試，秦照芬教授指導，民國 98 年（2009）6 月。
胡婷婷，
〈劉宋與北魏之爭奪河南地〉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口試，王
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98 年（2009）6 月。
吳佳玲，
〈外來文化影響唐人飲食變革〉
，佛光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口試，王怡
辰教授指導，民國 98 年（2009）1 月。
馮信武，
〈明清戰役勝敗之因探討──以薩爾滸戰役為例〉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
會科教育系碩士班，論文計畫口試，秦照芬教授指導，民國 97 年（2008）12 月。
林怡秀，
〈唐代書法家張旭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口試，黃緯
中教授指導，民國 97 年（2008）6 月。
王士豪，〈唐代「翰林學士」與相權──從不定制到「使職」〉，中國文化大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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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碩士，論文口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95 年（2006）12 月。
劉佳虹，
〈五至八世紀佛教衝擊下的親情──家族價值的位稱及其轉變〉
，中國文
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口試，盧建榮教授指導，民國 95 年（2006）6 月。
龍柏濤，
〈從科舉制度看唐代門第與社會階層流動──以顏氏觀世變〉
，中國文化
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口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94 年（2005）12 月。
洪文琪，
〈姚氏父子修撰《梁、陳》二書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
文口試，王吉林教授指導，民國 94 年（2005）12 月。
陳金城，
〈劉知幾及其史通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口試，王吉
林教授指導，民國 94 年（2005）6 月。
陳怡君，
〈清代海寧陳家的書法世業〉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口試，黃
緯中教授指導，民國 93 年（2004）6 月。
許進玉，
〈唐代鹽鐵轉運使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班，論文口試，王吉
林教授指導，民國 88 年（1999）6 月。

八、大學專題指導和發表：論文題目族繁不及備載。
自民國 99 年第二學期：黃馨儀（專題）、林子恆（專題）、江偉豪（專題）。
自民國 100 年第一學期：黃馨儀（專題）、林子恆（專題）、江偉豪（專題）。
自民國 100 年第二學期：蕭定恆（專題）、黃婉婷（專題）、王心妤（專題）。
自民國 101 年第一學期：蕭定恆（專題）、黃婉婷（專題）、王心妤（專題）。
自民國 101 年第二學期：何佳倫（專題）、張至慶（導覽）、賴奕齊（專題）。
自民國 102 年第一學期：何佳倫（專題）、張至慶（導覽）、賴奕齊（專題）。
自民國 102 年第二學期：林紫庭（專題）、林彥廷（專題）、徐辰鈞（專題）、丁
啓展（專題）、賴緯誠（專題）、盧義夫（專題）。
自民國 103 年第一學期：林紫庭（專題）
、林彥廷（專題）
、徐辰鈞（專題）丁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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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專題）、賴緯誠（專題）、盧義夫（專題）。
自民國 103 年第二學期：陳鈺淇（專題）、莊涵雯（專題）、顧駿（專題）、黃
崇禎（專題）、呂欣倫（導覽）、鄭婷鵪（導覽）。
自民國 104 年第 1 學期：陳鈺淇（專題）、莊涵雯（專題）、顧駿（專題）、黃崇
禎（專題）、黃明鈊（專題）、呂欣倫（導覽）、 鄭婷鴳（導覽）。
自民國 104 年第 2 學期：朱庭儀（專題）、黃英偉（專題）、蘇健祺（專題）
、張
景翔（專題）、翁詩華（專題）、陳瑞蘋（專題）、 林玠蓉（導覽）。
自民國 105 年第 1 學期：朱庭儀（專題）、黃英偉（專題）、蘇健祺（專題）
、張
景翔（專題）、翁詩華（專題）、陳瑞蘋（專題）、 林玠蓉（導覽）。
自民國 105 年第 2 學期：鄭郁璇（專題）、李紹豪（專題）、黃震洲（專題）
、楊
巧恩（專題）、孫啟翔（專題）、陳俊興（專題）。
自民國 106 年第 1 學期：胡賀欽（專題）、李紹豪（專題）、黃震洲（專題）、楊
巧恩（專題）、孫啟翔（專題）、陳俊興（專題）。
自民國 106 年第 2 學期：鄭郁璇（專題）、胡賀欽（專題）、盧慧如（專題）、張
瑋成（專題）
、陳資翰（專題）
、溫毅華（專題）
、洪有信（專題）
、黃亦晨（專題）。
自民國 107 年第 1 學期：盧慧如（專題）、張瑋成（專題）、陳資翰（專題）、溫
毅華（專題）、洪有信（專題）、黃亦晨（專題）。

九、教授審查校內外著作或論文：破百篇論文（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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