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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旁聽歷史課程」報到處，設於臺大歷史

系辦前。 

2012年臺大杜鵑花節 

「高中生旁聽歷史課程」活動心得 
 
編按： 

配合本校 2012 年度杜鵑花節之學系博

覽會活動，本系特開放數門歷史專業課程與

全校性歷史類通識課，給予高中學子旁聽機

會，讓高中生提早瞭解本系的教學內容與大

學上課方式，體驗大學生上課情境。 

本次開放旁聽課程有 14 門，授課教師

及課程臚列如下。活動對象為全國在校高中

三年級學生，二周活動期間內，每人至多旁

聽六門課，計有 71 人報名，反應頗佳。以

下為部分學生所撰寫之參與活動心得節錄。 

 

授課教師 課 程 名 稱 

甘懷真 中國史二 

甘懷真 王權與近代國家 

古偉瀛 歷史的轉捩點 

宋家復 中國史上的人物與世運 

吳展良 中國現代思想史下 

李君山 海峽兩岸關係史 

李貞德 用眼睛看的女性史 

花亦芬 文藝復興藝術家傳記二 

秦曼儀 近代歐洲社會與閱讀文化 

陳俊強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社會 

陳熙遠 
明清文化專題：官方祀典與

民間信仰 

陳慧宏 文藝復興 

楊典錕 日本近代歷史人物 

 黃進興、陳熙遠合開   歷史與宗教 

 （依姓氏筆劃序） 

 

 

王冠傑（臺南二中） 

對歷史有著濃厚興趣的我，在學測過

後，常瀏覽各校歷史系的網站，在臺大歷史

系網站發現了這難得且有意義的旁聽活

動，我毫不猶豫的報名參加。藉由這次機

會，我希望了解大學與高中的歷史課有何差

別？臺大的學生又是怎麼上課？這些疑問

將在參加活動之後獲得解答。 

我報名的課程是宋家復老師的「中國史

上的人物與世運」與楊典錕老師的「日本近

代歷史人物」。宋老師授課的主題是南宋名

臣文天祥。老師上課馬上提出一個問題：文

天祥真的是民族英雄嗎？他真的就像我們

從小聽聞的那麼偉大嗎？老師從眾多文獻

和資料分析，如《宋史》、《古今文選》等，

發現其實不然。從這個問題，我領悟到，大

學歷史課程著重的不是單純灌輸歷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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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家復老師「中國史上的人物與世運」 ▲楊典錕老師「日本近代歷史人物」 

識，而是在培養所謂質疑的精神。授課目的

有別於高中歷史課只告訴我們歷史的演

進，我們還應合理的懷疑，這個歷史事實是

正確的嗎？還是作者個人的觀點；歷史事實

與歷史解釋的落差，是我們要去分辨的。 

楊典錕老師的課講述日本明治政府與

世族軍爆發的西南戰爭，我從中學習到許多

從沒聽過的知識，其中講到世族軍的三忌：

雨、赤帽、大砲，最令我印象深刻。上了這

一天的課，讓我覺得像是聽了兩場精采的演

講，收穫良多。 

我非常希望未來能夠進入臺大歷史系

就讀，成為臺大歷史的一分子，在這次的旁

聽活動中，我的意念更加堅定。最後，我覺

得這個旁聽的活動，是非常有意義的，希望

臺大歷史系能夠繼續舉辦，讓更多有理想的

人找到自己的方向。 

朱淑燕（武陵高中） 

歷史可以是藝術，了解它，使我們憑弔

古人，產生共鳴與情感；歷史可以是信仰，

認識它能使心靈豁達；歷史更是一門科學，

史學家必須考證史料，追求無法如自然科學

以實驗觀察的歷史真相。這是甘懷真老師授

課前的開場白，我印象特別深刻，正因為歷

史擁有如此多元的面貌才格外吸引人。而高

中與大學課程內容的最大差別即是「知其

然」與「知其所以然」。大學授課重點在探

究歷史事件的緣由，討論不同學者對同一事

件的看法和解釋。甘老師在講述某些概念時

總會博引實例，包括歷史上或生活中的。上

這三堂課時，我不斷在思考，比對著「知其

然」與「知其所以然」間的異同，才逐漸清

晰老師要傳達的內容。這完全顛覆了我在看

見「中國史」這門課的名稱時所產生的想

法，不再只是由老師敘述歷史，學生全盤接

受然後努力的背誦記憶。我們在臺下接收訊

息的同時，也必須跟上老師的腳步，讓思緒

轉動，因為這正是史學。而老師也幽默的說

史學家無法告訴你結果是什麼，要結果的話

就去寫歷史小說吧。 

古偉瀛老師「歷史的轉捩點」正好講到

伊斯蘭勢力的崛起。老師除了講解伊斯蘭文

明的歷史和文化特色，也引述了幾段史料，

說明拿破崙對此文明興起的看法。為了破除

對聖戰的迷思，古老師特別請了一位來自馬

來西亞的研究生向我們介紹伊斯蘭國家的

分類、風俗和國旗特色。這一天的旁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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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偉瀛老師「歷史的轉捩點」 ▲花亦芬老師「文藝復興藝術家傳記二」 

真的使我獲益良多，也謝謝臺大歷史系給予

高中生這樣難得的機會。 

杜中天（徐匯中學） 

非常感謝貴系舉辦這樣的活動，開放高

中生一窺大學歷史課程的精彩與奧妙。 

甚早，畢業於貴校系的盧媛媛老師便告

知有這個活動，並鼓勵學生參與。同時她也

特別推薦了古偉瀛教授，跟我們說古老師是

個口才很好的人，他的課一定很精彩。 

的確，在古老師的「歷史的轉捩點」課

堂上，他介紹了伊斯蘭文化，是我們平時很

少有機會接觸的課題。對我們來說，伊斯蘭

社群總像是蒙著一層面紗般，難以看透，卻

又因為嚴格的教規和新聞中的恐怖分子活

動令人不敢看透。幸運的是，在這堂課上聽

到許多真實的伊斯蘭信仰和文化的例子。當

天還有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研究生上台分

享，介紹在他家鄉的伊斯蘭人、事、物；而

他對於伊斯蘭國家的節日和各國國旗的意

涵分析，更令我大開眼界。 

此外，我也選聽了陳俊強老師的「中國

傳統法律、文化與社會」。本以為會聽到法

律和社會文化背景的相關性分析，沒想到那

天的課程內容竟然是「刑罰」。聽著這個很

少接觸的課題，卻愈聽愈入迷。風趣的陳老

師從肉刑之廢，講到後續的配套措施，還有

演變為隋、唐「新五刑」的確立，讓我在下

課時意猶未盡。回家後反反覆覆讀了好幾遍

自己抄下的筆記，卻發現筆記大綱完全無法

重現老師趣味橫生的課堂風采。 

我旁聽的最後一堂課是花亦芬老師的

「文藝復興藝術家傳記二」。這是一堂討論

課，與前面兩門課上課的形式大相逕庭。討

論課中，聽著各組修課學生上台報告米開朗

基羅的生平，配上老師的講解和隨機發問，

讓我專注其中，無暇分神。看著投影片中一

張張畫作，搭配學生的解讀和老師的提示，

第一次不再霧裡看花，可以細細體會如何投

身藝術欣賞之路。親切的老師在課堂中講授

多種角度觀點時，總能一一分析，幫助大家

理清思路，讓我感受到面對歷史應有的「觀

察、分析、思考」態度。跟大教室中的課比

起來，討論課教室小的，修課人人數少的，

每位同學和老師的互動非常多，同學之間的

交流也非常熱絡，感覺更加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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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懷真老師「中國史二」 ▲陳俊強老師「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社會」 

能夠在高中時就進入未來的大學旁

聽，實屬難得經驗，況且聽到的又是那麼有

收穫的三門優質課程。短短三天實在讓人意

猶未盡，回味無窮。未來正式入學後，我會

選修這幾門課，深入探索這幾個主題。 

李憶瑄（麥寮高中） 

這一次參加臺大杜鵑花節歷史系舉辦

的旁聽課程，讓我學習了很多東西，發現大

學和高中許多不一樣，以及和想像中不一樣

之處。在中國史二剛上課時，我手忙腳亂，

匆匆拿出筆記本、提起筆、打開耳朵，卻又

陷入另一陣混亂。一邊聽著甘懷真老師講課

的內容，一邊想在筆記本上記下重點，花了

一些時間才漸漸習慣這樣的上課方式。 

在旁聽時，我發現老師講解的其實不只

是單純的歷史，還有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切入

同一個事件，說明了歷史的解釋不是單一

的。同時教導我們看待歷史事件該應有的態

度，如：「歷史最糟的是由結果推論原因」、

「歷史是科學，且是探討看不見的」、「歷史

本身都很公平，但是操作的人不公平」等，

給了我很大的震撼。 

少少的幾頁投影片，上面也只有短短的

幾行字，卻是三百年在其中。三百年間的演

變，我們以三小時來領略。我接觸到的不只

有夏商周到秦漢、匈奴，在老師的講解中我

好像也被帶回兩千年前的時空。當時的人苦

思如何看待一個朝代的衰落與另一個朝代

的興起，於是出現了「五德終始說」。每個

歷史事件的發生有著許多原因，並不是只有

艱澀難懂的秘辛，有時只是很簡單的生活問

題，如黃巾之亂中的農民，他們只是想在混

亂的世道中，得到生存的機會，僅僅如此理

由就足以撼動整個帝國。。同時我發現老師

常鼓勵學生們多閱讀相關論文，讓自己可以

有更好的基礎。 

我在上課前利用空檔參觀臺大校園。在

有著深厚歷史感的校園中，有許多令人感觸

的畫面：在紅磚砌起的教室帶著一滴水氣、

一點細雨，沾濕了一叢又一叢綻放的杜鵑

花。以在如此良景下，學生們騎著腳踏車穿

梭在校園中，像風一樣，自由自在，這是歷

史與現實的結合。 

歷史無邊無際，有很多都是我學不完也

聽不盡的，但也因此萌生了興趣，想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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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很感謝歷史系舉辦了旁聽課程，讓我

為大學的上課方式有了基本認識，對將來的

大學生涯能夠更快速適應。 

沈孟儒（蘭陽女中） 

禮拜三下午，懷著忐忑和興奮的心情，

我穿越了一個又一個的隧道來到臺北。 

還記得有一次我向人提起想讀歷史

系，那人聽了問我為什麼，我回答因為對歷

史很有興趣，那人接著說：「歷史系學的東

西跟高中歷史課的內容有很大的出入，也許

你現在因為喜歡學校的歷史課而覺得自己

對歷史有興趣，但進去讀了以後發現不是你

想的那麼回事。」看到臺大歷史系舉辦課程

旁聽活動，讓我很高興，有機會可以對大學

的歷史課程有實質的了解，而不單單只停留

在想像之中。 

這次的活動，我選擇旁聽陳俊強老師的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社會」。陳老師講

述古典刑罰到傳統刑罰的轉變。以今天的眼

光看來，肉刑極不人道，除了帶來痛苦，也

阻絕了犯人重回社會、改過遷善的機會，但

廢除肉刑卻又會產生「生刑太輕，死刑太重」

的問題。廢除肉刑與否的爭論不休，為政者

試圖尋找新的解決方法，經過一段漫長的時

間才慢慢發展出替代的流刑，確立標準明確

的新五刑──笞、杖、徙、流、死。中國的

傳統刑法在十九世紀以前與世界其他地方

比較起來較為人道，主事者也不斷思考改善

之道，力求做到改善社會風氣而非純粹以暴

制暴。標準、明確、客觀的新五刑確立後，

清楚的刑罰減少官員的操縱空間，使百姓受

到較多的保障。 

從「刑罰」漫長的演變過程中，讓我們

觀察到，犯罪定義的轉變可能在短時間內辦

到，例如在數十年前的臺灣，批判元首是重

罪，今則不然。但改變嚴重犯罪的刑罰手段

卻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 

上這堂課，學到許多以往所不知的知

識，老師提出許多議題，讓大家思考事件成

因、意義及造成的影響，也是非常有趣的部

分。雖然旁聽一堂課只能略窺一二，但我覺

得大學的歷史課程會是有趣而充實的。 

林芳宇（中山女中）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社會」這堂課

是講解從肉刑的廢止到隋唐新五刑出現期

間，一些關於刑罰的設置與廢止的討論。授

課的陳俊強老師引導我去思考許多古往今

來存有爭議的議題，並個別分析支持與反對

的論點為何。透過這堂課，我不但對中國古

代刑罰與傳統刑罰的種類與意義有更深的

了解，也理解到法律制度，尤其是處罰嚴重

犯罪的手段演變相當漫長，不僅僅是因為其

設計需要相當複雜的過程，更因為人們對於

嚴重犯罪觀念的改變往往比時代變遷的速

度慢得多。老師也舉了「死刑存廢問題」為

例：即使現代臺灣社會與幾十年前已有相當

大的不同，但反對廢除死刑的聲浪仍是比贊

成者高出許多。 

在「歷史的轉捩點」課上，古偉瀛老師

與馬來西亞研究生介紹了有關伊斯蘭教的

發展史、教義以及現代伊斯蘭國家的生活。

在伊斯蘭教的演變部分，我對其影響以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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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進興老師「歷史與宗教」 

些教義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甚至改變了我

從前和一般人相差無幾的一些觀念，例如從

前聖戰包含心、口、手、劍，但因西方文化

對其他地區產生的衝擊，以及以色列的建國

等因素，許多激進分子開始以聖戰為由，攻

擊許多以基督宗教為主或親西方的國家，導

致社會大眾將聖戰誤解為暴力恐怖攻擊。其

次，伊斯蘭教早期向外擴張的原因主要是經

濟而非傳教，而且穆斯林為了保護自身文

化，並不會強迫征服者信伊斯蘭教，這再度

推翻了我的舊有印象──穆斯林對其信仰

大多十分虔誠，然而這也容易使我們簡化一

些歷史發展的因素。現代伊斯蘭國家方面，

透過來自馬來西亞的研究生介紹，我了解了

伊斯蘭教傳播各個區域後，逐漸演變而成的

不同生活方式。 

「歷史與宗教」這堂課的內容──儒

教，更是顛覆了我從前的觀念。黃進興老師

向我們大略解釋了儒教之所以為宗教的原

因，以及提出一些中西方對於儒教的論點。

下課後，老師友善地為我解答了一些疑惑。

除了「儒教」這個觀念外，老師強調做研究

時舉證的重要性。在找尋支持自己論點的史

料時，必須考慮許多因素，例如當時的史料

是否受外來文化影響、當時的思想演變等，

而不是一味舉出所有認同自身論點的章句。 

經由歷史系杜鵑花節旁聽活動，我學

會了更多面的思考，也見識到當前許多不

同的研究論點，並試著從過去我所學習到

的部分提出自己的疑惑，再對老師給予我

的答案進行歸納與分析。希望往後能夠憑

一己之所學，逐步建構出更為細膩複雜的

歷史世界。 

孫逢佑（桃園高中） 

我所觀察到的歷史，就是人類社會中最

龐大的一個故事，它涵蓋了幾乎所有人類文

化的點點滴滴。能進入臺大課堂，旁聽古偉

瀛老師的課，探索「歷史的轉捩點」這樣一

個巨大的故事，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一件事。 

課程的主題正好進行到「伊斯蘭的征

服」。公元七世紀初，穆罕默德在阿拉伯的

麥加創立伊斯蘭教。信奉伊斯蘭教的教徒稱

為穆斯林，一般稱為回教徒。伊斯蘭的征

服 ，促進了黑暗時代學術與文化的發展，

阿拉伯人從印度人學會數字 1-9，據說還首

創了一個「0」，使十進制的運作更加完善，

計算也更快速容易。阿拉伯人寫了很多著名

的文學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一千零一

夜》，這是從小耳熟能詳的故事，而在閱讀

過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後，我察覺到其中許多

故事裡的情節安排、脈絡關係十分眼熟。最

後在不斷的思考、搜索和追溯下，我發現幾

乎所有的劇情型態，似乎都指向同一個源頭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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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想學習的，不只是歷史的「痕跡」，

最重要的是觀察這些「痕跡」的方法與精

神。日本藝術家村上隆曾說過：「打開歷史

的抽屜，可以發現未來。」未來的祕密，就

藏在過去的片段裡。察覺到這點的我，終於

確立自己對於歷史的渴望與熱情。 

我要一個機會，一個能夠徹底提升自己

「思想」層次的珍貴機會。感謝臺大歷史系

在杜鵑花節舉辦旁聽課程活動，讓我有機會

透過良好的環境與管道，在歷史的領域中做

更深入，更進一步的探索與研究，讓自己走

進歷史，了解歷史，甚至透過故事的創作，

從歷史中締造未來。 

張容兒（浙江溫州第二高級中學） 

3 月，杜鵑花開。漫步在椰林大道上，

駐足於臺大文學院前，期待滿溢又深覺不可

思議。臺大歷史系給予的寶貴旁聽機會，讓

我得以提前體驗大學課程，對比高中與大

學、臺灣與大陸歷史教學的種種不同，亦讓

我更堅定了推甄的選擇。 

從報名到正式旁聽，得到系辦人員和承

辦助理謝先生的真誠幫助，亦從初創的旁聽

FB 社團中，認識來自四面八方對歷史同樣

充滿熱忱的同學。從活動中所獲得的，已不

僅止於 3 月 19 日充盈的三個小時，更是跨

越整個月的彼此交流。尤為慶幸與感謝的是

「中國史二」的陳佩歆助教，她幫我註冊旁

聽生使用的非同步課程管理系統（CEIBA）

的帳號，讓我得以提前閱讀完整的課程內

容、指定讀物，從而在課堂上能夠完全融入

其中，亦讓我在旁聽之後，能夠繼續關注「中

國史二」的後續課程，以彌補只能旁聽一次

的缺憾。 

3 月 19 日當天，利用旁聽前的充裕時

間，我參觀了校史館。從一張張黑白老照片

中，窺得臺大從臺北帝大至今 84 年的斑斕

歷史。時光流轉，照片中的翩翩少年與而今

校園中穿流的身影已不知相差幾代，而那份

臺大人的青春生機，竟並無二致。懷揣著對

歷史的景仰與好奇，我走進了甘懷真教授的

「中國史二」課堂。 

甘教授在課堂伊始，就言簡意賅地點破

高中與大學歷史教學的差別，即「知其然」

與「知其所以然」的根本區別。瞭解史實是

認識歷史的基礎，但我們不能僅知歷史上在

什麼時間發生了什麼事，更要知曉其背景、

影響與起承轉合，從而批判地研究探討歷

史。他亦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歷史學是

一門未知的科學，既追求事實（fact），亦

探討看不見的事物。沒有人能夠清楚地知曉

歷史的每一個枝端末節，而這種未知與多

變，正是歷史的迷人之處。 

當天課程預定主題是「六朝隋唐時期的

皇權與國家（上）」，然而教授從上節課未討

論完的周秦漢朝代劃分問題講起，講述了漢

末「帝國」崩潰的種種原因，繼而探討三國

中受歡迎的失敗者，延伸至司馬氏篡魏與九

品官人法，最後以西晉宗室政治引爆八王之

亂，乃至衍生為五胡亂華做結。三個小時的

課堂，跨越了一千多年的歷史，不可能於每

個歷史細節上面面俱到，卻探討了許多有延

續性的、深刻的歷史議題，讓我領略到了大

學課堂的開放性，亦知曉於課堂外研讀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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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曼儀老師「近代歐洲社會與閱讀文化」 ▲陳慧宏老師「文藝復興」 

學術論文的重要性。 

甘教授通過講述秦漢之間的「楚」常常

被忽略，以及一些歷史學者用漢人本位的概

念提出「偽滿洲國」等名稱，傳達給我們另

一種對待歷史的態度，即「凡發生過的，都

是歷史」，我們要尊重已發生的事實。我們

可以擁有自己內心的價值判斷或是情感取

向，但事實應該先於自己預設的立場。這種

尊重理性對待歷史的態度，不由讓我想到陳

衡哲所說的一句：「歷史不是叫我們哭的，

也不是叫我們笑的，乃是要求我們明白它

的。」她想傳達的，或許也是這樣的意思。 

賴冠妏（協同高中） 

早晨寧靜的空氣和我的呼吸一起，凝

滯、留駐於文學院。自二樓旋轉而下的白色

樓梯、深邃的迴廊以及優雅含蓄的氣氛；走

過一扇扇的木門、自油漆斑駁的木窗向外欣

賞陽光灑落中庭綠地，與臺大文學院的邂逅

替今日的歷史試聽課程揭開序幕。 

第一堂課是「文藝復興」，上課方式是

學生課前閱讀達文西傳記，陳慧宏老師再做

詳細講解，之後針對相關題目進行討論。令

我印象深刻的其討論題目「但丁代表本土文

化，一個文化在求變的觀點上，本土文化該

扮演什麼角色？」，以及「文藝復興新文化

與舊傳統的關係？以當代臺灣為背景，思考

世代與傳統的互動」。歷史能夠與現代連

結，且以之為借鑑就能夠檢討現代社會，這

個觀點是歷史這門學問吸引我的地方，上過

這堂課後，我發現大學課程能夠給予如此

「對照與檢討」的能力，令我非常開心。 

第二堂課是「近代歐洲社會與閱讀文

化」，以出版業為研究主題，讓我了解歷史

是非常多元而且豐富的，畢竟一切事物都有

其歷史。大學歷史課程的討論、研究範圍廣

闊許多。其中，秦曼儀老師的氣質特別令我

印象深刻：紮起的長髮、隨著步行節奏搖曳

的裙襬、親切的態度及清晰的講解，散發出

的優雅氣息令我十分憧憬，希望未來同樣學

習歷史的我能夠向老師看齊。 

    第三堂課是「王權與近代國家」，上課

的場地十分大、人數也相當多，上完上一堂

課才匆忙趕到的我只能坐在最後面，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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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懷真老師「王權與近代國家」 

看見甘懷真老師本人非常遺憾。雖然這堂課

的主題是「王權」，但內容卻十分廣泛，除

了相關的禮法，更延伸至文字及宗教等等，

老師非常幽默風趣，整堂課使我獲益良多。

其中，教授替「大學歷史課程」做解釋，「大

學歷史為研究對象，探索過去並研究而非記

誦」，並說明歷史是研究無形事實的科學；

經過一整天的試聽課程，我深刻了解大學歷

史和高中歷史的不同，教授的說明正好做出

了兩者不同之處的比較及結論。 

這次的臺大歷史系高中生旁聽課程活

動，使我對大學歷史有初步的了解，也更堅

定了我以歷史作為未來目標科系的志向。在

臺大活動的一天，見識校園采風及臺大學生

的日常風貌，各方面都使我獲益良多，非常

感謝臺大歷史系給我這個機會學習。 

活動協辦側寫（謝仁晏） 

2005 年暑假參加臺大史學營，筆者第

一次踏入臺大校園。隔年，經歷學測洗禮

後，為了確定自己的興趣，再度到臺大，參

加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在歷史系的攤位

前，向當時負責說明的范姜士璁學長（B94

級，現就讀英國國王學院博士班）請教，後

來終於如願推甄考進歷史系。一晃眼，已過

了六年，此次接下杜鵑花節「高中生旁聽歷

史課程」活動的協辦任務，這些應是歷史的

因緣吧。 

筆者考大學前，歷史系尚未舉辦旁聽課

程活動，無由得知歷史系實際課程內容或上

課方式，僅能透過史學營的課程，略窺歷史

學是甚麼。而至 2012 年，旁聽課程活動進

入第三年，已有不少高中生得以先行一窺大

學歷史系課程、歷史學為何之堂奧。 

2012 年系上安排 18 個班次課程，包括

中國到外國史、中古到現代史，十分多元，

筆者僅談談印象較為深刻的幾個部分。首

先，整理報名資料時發現，「歷史的轉捩點」

課程的報名情況十分踴躍，讓我想起自己曾

走過的路，想要知道何謂歷史？此外，「中

國史二」的報名人數也不少，可能是對「通

史」的興趣。這兩門課，透過古偉瀛、甘懷

真兩位老師的講授，想必可以讓學員發現歷

史中有許多值得反思的問題。 

相較於上述兩門「大歷史」問題，許多

學員對專業課題，如近代早期歐洲史（花亦

芬、陳慧宏、秦曼儀三位老師的課程）感興

趣，或許是渴求理解世界史及文化憧憬使

然，可惜筆者未能與學員深聊，探詢實際原

因。 

日本史則是學生感興趣的另一面向，可

能因為在臺灣有很多機會接觸日本文化（包

含日劇、動漫、遊戲等），因此想要旁聽楊

典錕老師開授的「日本近代歷史人物」，並

不令人意外。最後，還有一個特殊的面向，

即是李貞德老師開設之「用眼睛看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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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貞德老師「用眼睛看的女性史」 ▲活動協辦人謝仁晏與邱柏翔（右） 

史」，清一色是女學員報名。女性史學研究

近年來也屬熱門課題，筆者雖未涉獵，然透

過高中生對於此課程報名，或能看出一些人

的關心所在。 

本次開放的多數課程是講演課，少數如

花亦芬與李貞德兩位老師的課程為討論

課。筆者在帶領學員前往教室時，即提醒他

們選擇這兩門課程很具挑戰性，上課方式不

同於一般的講授型態。經過這兩門課程洗禮

之學員，必然有不同收穫。 

透過學員報名課程的傾向，可以看出他

們對於世界史有一定的興趣，可見這些課程

或許可以讓高中生有機會廣泛理解課本所

載的事件之外的歷史為何？並教導其歷史

學的思考方法，也許能破除一般人對「讀歷

史系」的某些迷思。 

撰寫本文之際，101 學年度臺大歷史系

推甄暨個人申請的榜單已經公布，筆者發現

部分錄取者曾參加旁聽課程活動；也有一兩

位學員寫信與我分享此事。我想這就是辦理

活動會得到的意外驚喜，也顯示系上辦理這

個活動獲得很正面的效果。 

 

我的指導教授陳熙遠先生在課堂上講

過的幾個譬喻，很適合作為本文結語。第一

個譬喻是「歷史學者就像廚師一樣，得處理

各式各樣食材，炒出一盤菜，那就是研究」，

本次開放之課程，就是老師平日研究之呈

現，而我、邱柏翔及系辦的助教們，像是服

務生一樣，引領他們到餐廳（課堂）品嚐菜

餚。至於品嚐過菜餚的學員，陳老師的另一

個譬喻則引述了清代詩人，趙翼（1727- 

1814）於〈論詩〉（其四）中寫道，「隻眼須

憑自主張，紛紛藝苑漫雌黄，矮人看戲何曾

見？都是隨人說短長」，在參與活動後，至

少他們對歷史學的想像會有所改變，提及歷

史系的時候，或許不會如未接觸過的人一

樣，有著「以後要考古嗎？」抑或「只能當

老師嗎？」的刻板印象。不論選擇歷史系與

否，我想這個活動都帶給他們一些新的感

受，或是人文思考，或是堅定志向，絕對不

是空手而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