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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臺大歷史學系杜鵑花節高中生旁聽歷史課程

活動錄取名單 

 

本名單為正取名單，不設候補，亦不接受任何頂讓名額、交換課程的要求。

錄取標準基本上依照報名時間順序，並優先排除資格不符與 2月 19日 23:59以

後才填寫表單者。 

由於活動報名人數眾多，但開放課程有限，雖然我們盡力讓每位同學都能參

與課程，但結果若有不盡如意的情況，尚請多加包涵。 

旁聽活動錄取的同學，務必於活動日當天（每個人參加旁聽首日），攜帶「家

長同意書」，準時至歷史系辦公室（門口集合點）報到、簽名、繳交同意書。 

每堂課程上課前，助理將會統一帶領旁聽生到上課教室，切勿私自前往。各

門課程的集合時間和家長同意書檔案都已經公布在活動網頁，請自行上網閱讀。

另，活動結束後，請於課後撰寫活動參加心得，並於規定時間前 email回傳。 

若因任何因素臨時不克參加，請於前一週來信告知，如果無故未到、遲到，

或者未繳心得者，將會影響到貴校日後的錄取情形，煩請同學們留意。 

 

臺大歷史學系 敬啟 

2018.2.27 

 

世界史二 楊肅献 三(3/14) 234(9:10-12:10) 

王昱崴 臺北市松山高中 

何晴 臺北市松山高中 

周鈺傑 臺北市萬芳高級中學 

柯采元 臺北市中山女高 

張顥瀚 臺北市東山高中 

陳奕文 臺北市中崙高中 

郭瀚睿 新竹市實驗高中 

鄭佑均 臺北市中崙高中 

簡錫宏 臺北市師大附中 

魏以情 臺北市中山女高 

 

臺灣歷史與文化 呂紹理 三(3/14) 34(10:20-12:10) 

何昀 臺北市北一女中 

李坤翰 臺北市育成高中 

李宜瑄 臺北市北一女中 

林靖為 臺北市東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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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念德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黃柏崴 桃園市新興高級中學 

劉婕 桃園市永豐高中 

顏詩庭 桃園市南崁高中 

 

中國中古女性史 李貞德 五(3/16) 34(10:20-12:10) 

朱珮妤 臺北市中山女高 

柯采元 臺北市中山女高 

張寶云 基隆市基隆女中 

黃子晏 新竹市新竹女中 

 

海峽兩岸關係史 李君山 五(3/16) 34(10:20-12:10) 

張顥瀚 臺北市東山高中 

陳宇颿 臺北市成功高中 

黃薏珊 彰化縣和美高中 

楊正賢 桃園市桃園高中 

潘冠廷 臺北市東山高中 

鄧舒澤 新竹市新竹女中 

魏以情 臺北市中山女高 

科學班  彰化縣彰化高中 

 

日本文化史 藍弘岳 五(3/16) 34(10:20-12:10) 

王季妍 臺北市中崙高中 

李宜瑄 臺北市北一女中 

林家妤 新北市崇光女中 

施驊軒 臺北市東山高中 

洪子敬 桃園市陽明高中 

張睿晴 臺北市北一女中 

黃柏崴 桃園市新興高級中學 

劉詩婕 苗栗縣竹南高中 

 

日本近代歷史人物 01 楊典錕 五(3/16) 567(12:20-15:10) 

王季妍 臺北市中崙高中 

林雅妍 臺北市中山女高 

陳建惟 臺北市永春高中 

湯瑞中 臺北市師大附中 

劉欣喬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潘冠廷 臺北市東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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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錫宏 臺北市師大附中 

 

中國上古史 閻鴻中 五(3/16) 789(14:20-17:20) 

何昀 臺北市北一女中 

林承瀚 新北市三民高中 

林靖為 臺北市東山高中 

曹紫彤 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黃郁蓁 臺北市北一女中 

黃薏珊 彰化縣和美高中 

楊正賢 桃園市桃園高中 

賴易明 臺北市和平高中 

 

歷代寶案與朝貢貿易研導 吳密察 五(3/16) 89(15:30-17:20) 

李坤翰 臺北市育成高中 

洪子敬 桃園市陽明高中 

陳文琦 臺北市大理高中 

覃朗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黃子晏 新竹市新竹女中 

 

日本近代歷史人物 02 楊典錕 五(3/16) 8910(15:30-18:20) 

何可茵 臺北市松山高中 

林宗洧 彰化縣彰化高中 

林家妤 新北市崇光女中 

陶星妤 臺北市松山高中 

 

歷史的轉捩點 古偉瀛 一(3/19) 34(10:20-12:10) 

林靖為 臺北市東山高中 

張顥瀚 臺北市東山高中 

郭函儒 新竹縣六家高中 

陳昱碩 臺南市臺南一中 

游子頤 臺北市松山高中 

 

中國史二 羅士傑 一(3/19) 789(14:20-17:20) 

王靖淳 臺北市南湖高中 

何晴 臺北市松山高中 

周鈺傑 臺北市萬芳高級中學 

林承瀚 新北市三民高中 

陳宇颿 臺北市成功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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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念德 臺北市永春高中 

黃平婕 臺北市松山高中 

黃郁蓁 臺北市北一女中 

黃崇溢 臺北市松山高中 

楊正賢 桃園市桃園高中 

鄭湘澐 新北市北大高中 

 

香港的歷史與文化 陳俊強 一(3/19) 789(14:20-17:20) 

王昱崴 臺北市松山高中 

余同斌 臺北市松山高中 

李坤翰 臺北市育成高中 

姚采旻 臺中市忠明高中 

紀懷超 臺北市松山高中 

張名妤 臺中市忠明高中 

郭函儒 新竹縣六家高中 

陳瑩真 臺中市忠明高中 

黃子晏 新竹市新竹女中 

魏以情 臺北市中山女高 

 

明清中國的官方祀典 陳熙遠 二(3/20) 234(9:10-12:10) 

朱珮妤 臺北市中山女高 

李宜軒 高雄市高雄女中 

黃平婕 臺北市松山高中 

詹予寬 桃園市陽明高中 

鍾蕙謙 新竹市新竹女中 

 

東亞現代史 羅士傑 二(3/20) 345(10:20-13:10) 

洪子敬 桃園市陽明高中 

徐新揚 臺南市臺南一中 

張睿晴 臺北市北一女中 

陳宇颿 臺北市成功高中 

陳念德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陳建惟 臺北市永春高中 

陳昱碩 臺南市臺南一中 

彭敬宸 臺北市成功高中 

游子頤 臺北市松山高中 

覃朗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 

黃柏崴 桃園市新興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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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欣喬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劉婕 桃園市永豐高中 

鄧舒澤 新竹市新竹女中 

 

臺灣女性人物群像 衣若蘭 二(3/20) 567(12:20-15:10) 

王季妍 臺北市中崙高中 

何瑀芹 新竹市新竹女中 

李宜軒 高雄市高雄女中 

莊晴羽 新竹市新竹女中 

顏詩庭 桃園市南崁高中 

 

日本近代外交史料解析 楊典錕 二(3/20) 67(13:20-15:10) 

施驊軒 臺北市東山高中 

曹紫彤 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湯瑞中 臺北市師大附中 

賴易明 臺北市和平高中 

 

二十世紀中國族群政治史(停開) 吳啟訥 二(3/20) 67(13:20-15:10) 

 

臺灣史二 陳翠蓮 二(3/20) 789(14:20-17:20) 

黃崇溢 臺北市松山高中 

劉婕 桃園市永豐高中 

潘冠廷 臺北市東山高中 

鄭湘澐 新北市北大高中 

 

中國繪畫史 林聖智 二(3/20) 789(14:20-17:20) 

王靖淳 臺北市南湖高中 

李宜瑄 臺北市北一女中 

姚采旻 臺中市忠明高中 

張名妤 臺中市忠明高中 

張寶云 基隆市基隆女中 

陳瑩真 臺中市忠明高中 

覃朗 臺北市南湖高中 

黃平婕 臺北市松山高中 

黃郁蓁 臺北市北一女中 

鍾蕙謙 新竹市新竹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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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東亞的帝國及其敵人 甘懷真 二(3/20) 89(15:30-17:20) 

朱珮妤 臺北市中山女高 

何晴 臺北市松山高中 

何瑀芹 新竹市新竹女中 

李宜軒 高雄市高雄女中 

林家妤 新北市崇光女中 

林雅妍 臺北市中山女高 

徐新揚 臺南市臺南一中 

曹紫彤 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莊晴羽 新竹市新竹女中 

郭函儒 新竹縣六家高中 

陳昱碩 臺南市臺南一中 

郭瀚睿 新竹市實驗高中 

湯瑞中 臺北市師大附中 

劉欣喬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賴易明 臺北市和平高中 

簡錫宏 臺北市師大附中 

 

日本近代史 楊典錕 二(3/20) 8910(15:30-18:20) 

何可茵 臺北市松山高中 

余同斌 臺北市松山高中 

紀懷超 臺北市松山高中 

張睿晴 臺北市北一女中 

陳建惟 臺北市永春高中 

陶星妤 臺北市松山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