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3∕2012 年 10 月 1 

主編的話 

劉巧楣（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自 2008 年秋創刊以來，《臺大歷史系學

術通訊》從最初的學術活動報導，逐漸蔚成

本系師生與國內外歷史學界的交流空間，深

入介紹本系研究與教學成果，多位師長、同

仁分享其學思歷程，相互砥礪，構成珍貴的

互動空間。2012 年夏天，承蒙懷真主任交

付《學術通訊》的主編任務，延續本刊作為

全系教研活動平台的一個項目，本人深感榮

幸，期望能持續發揮《學術通訊》的功能。 

 

 

 

 

 

 

 

 

 

 

 

 

 

 

 

 

 

 

 

由於教學與研究具有動態特質，本刊的

欄目將配合此現象略做調整，擬出兩年內的

方向。首先，核心內容仍以本系教師的教研

成果報導為主，舉凡學術歷程回顧、國內外

教學經驗分享、學術小品、研討會活動、講

論會摘要、著作內容綱要與參訪活動報導

等，都是我們持續刊登的內容。 

其次，由於近年尖端高等教育日益重

視以學生和學習成效為主的趨勢，而《學

術通訊》又相當吸引本系研究生的目光，

因此，我們希望增加學生研究經驗與成果

的精簡報導，提供給師長同仁意見交流的

基礎。本期有研究生論文發表專題的討論

紀要、《史原》復刊第三期發表會紀要、研

究生的學習心得。這些篇章的出現，有賴

研究生參與，雖未必呈現研究生努力的全

貌，但應可漸次呈現本系青春活力的軌

跡，預期可以成為本系的珍貴紀錄。特別

報導杜鵑花節「高中生旁聽歷史課程」活

動心得，寫稿的學生都用心描述課程特色

和個人心得，值得重視。 

最後，本刊將在維持核心內容的基礎

上，持續擴大教研視野的方向，期待師長

同仁不吝來稿分享，讓本刊提升表達本系

動態與神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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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中求突破──我的學思歷程 

   徐少華（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口述 

   蔡佩玲（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整理 
 

編按：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徐少華教授應邀於

2011 年 9-12 月在本系擔任客座教授，開設

「楚文化探索」、「先秦南方民族與文化概

論」二門課程。徐老師在離臺前，特別接受

本系專訪，分享他的求學與治學經驗，發人

深省。 

一 

我出生於 1955 年，與我的同齡人一

樣，經歷過大陸的各種政治運動。 

因母親在區鎮工作，我從小由住在農村

的外婆帶大。1959-1961 年，大陸發生嚴重

的自然災害，糧食不夠，很多人吃野菜，不

少人餓死。記得當時各地興辦人民公社，農

村以生產隊為單位辦食堂，吃大鍋飯。大人

都下地幹農活，吃飯時間到了就敲鈴，家戶

裡老人或小孩端著瓦盆或提著小木桶去打

米飯或稀飯。 

1961 年 9 月，我剛滿六歲上小學，農

村裡稱為「發蒙」。外婆家附近的幾個村子，

多是姓徐的人家，有一個徐家祠堂，我們就

在祠堂裡上課，正殿與兩邊廂房裡各有一個

班，大約二三十人，從家裡帶來長板凳當桌

子，環境很艱苦。那時候上學，天不亮就要

起來，準備上早自習，從外婆家到徐家祠堂

不太遠，大約兩里路，我和鄰居的孩子們一

起走，天朦未亮開始走，到祠堂剛好天亮。

早自習大約一小時，然後放學回家吃早飯。

那時候農村裡的大人，天未亮就要起來種

地，勞動一陣子後回家吃早飯，所以我們也

就先上早自習再回家吃飯，吃完早飯，再去

上課。上午一般是四節課，一節課四十至五

十分鐘，中午回家吃飯，飯後再回學校睡午

覺。下午一般是三節課，包括課外活動。放

學回家都要列隊一起走。因為大人從農地裡

回來都已經天黑了，吃晚飯一般都很晚，所

以我們（多數孩子都是這樣）放學之後，要

幫家裡做事，或下地做農活，如收割莊稼、

除草，或撿麥子、摘棉花、打牧草、餵養牲

畜（牛、羊、豬），還要幫忙家裡打柴火、

洗菜、洗衣服等等。 

我在徐家祠堂讀了三年的書，四年級以

後，就轉到生產大隊辦的完全小學。我們那

個生產大隊很大，有十三個小隊，一個小隊

約四十戶，有兩三百人，十三個小隊有兩千▲徐少華老師「先秦南方民族與文化概論」上課

實況（攝於臺大文學院文十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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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所以完小規模就大得多，應該有三五

百個學生。完小建在第九小隊，離外婆家比

較遠，有兩公里多，每天來回要花不少時

間，所以經常有學生在路上打架，或躲在河

邊蘆葦裡玩耍逃課。因為外婆家家教很嚴，

我從來不敢做這樣的事，甚至連想都不敢

想，當然也不會告發那些逃課的同學，怕惹

來麻煩。 

我在完小讀到五年級，文化大革命就開

始了。那時候高年級的學生都出去串連，我

剛上六年級，還太小，就待在家裡。文化大

革命開始後，學校停課兩年，之後就復課鬧

革命。1969 年初，我們這所完小加辦了初

中班，我們就地跟著上了兩年初中。文革期

間學了一點語文、數學，外語完全取消，另

外要學工、農，參加各種生產勞動，比如修

水利等，因為那時大陸農村開始推廣一些小

型機械，我們還學修理拖拉機、柴油機、電

燈等，基本上是半農半讀，即上半天讀書、

下半天勞動。 

初中學校的校長和部分老師受過四五

十年代的教育，因而我在語文和數學上還保

持了基本的學習進度，外語、物理、化學完

全不學。1971 年，我又上了我們公社裡的

高中（當時每個公社──現在改為鄉鎮──

可以辦一所高中），一個班大約 50 多人。這

所高中較遠，有十幾里路，必須住校，禮拜

六下午可返家，禮拜天下午回學校報到。那

時要自己帶被子、衣服、米，有時候還帶些

鹹菜，如辣醬、泡菜、蘿蔔乾之類。 

暑假一般從 7 月 20 號到 9 月 1 號，共

有 40 天左右，同時要留幾位同學看守學校

的財物和農場的幾畝稻田。1971 年暑假，

我參加留守，和我一起留守的一位同學拼音

字母學得不錯，而我小學拼音字母學得不好

（當時在祠堂上初小沒人教），於是利用勞

動和休息時跟著那位同學學習中文拼音，至

今受益匪淺，是難得的機遇。 

從小學到高中，我的成績一直是班上最

好的，雖然文革期間耽誤了幾年，但基本的

文史學得還可以。當時我最喜歡的是數學，

往往老師教前幾章時，我已經把後面的都算

完了。數學之外，次喜歡的是語文，這兩科

為當時的主課，也是我最好的兩科。我讀高

中時，已經是文革中後期，學校恢復學外

語，所以老師教我們一些簡單的語法和句

子，如 Long live Chairman Mao; 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 等。 

文革期間，小學變成五年、初中變兩

年、高中為兩年，總共九年，1978 年之後

又恢復成十二年制。我讀初中的時候還沒改

制，同時因為文革初期停課鬧革命，總共算

起來有三年半，高中就只讀了兩年，最後半

年在母親工作的小鎮上讀。 

雖然我從小跟著外婆在農村長大，但我

的戶籍一直跟著母親（當時的戶籍一般都是

跟著母親的），算是城鎮戶口。依據當時的

政策，高中畢業後，農村的子弟回家種地，

城鎮裡的孩子要上山下鄉，所以我畢業後，

就和最後半年的幾個同學一起下到小鎮附

近的生產隊勞動。因為我長期生活在農村

裡，一般農活我都會做，對我來說沒有什麼

困難，只不過是從一個村子轉到數十里開外

的另一個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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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畢業後一起下鄉的同學有二三十

人，都是基層幹部或職員的子女。我們「金

沙大隊」有四個生產小隊，每四、五人下到

一個小隊，我們初始在生產小隊幹了一年農

活，第二年大隊辦了一個農場，種棉花、稻

穀、茶葉、桑樹等，還養了幾匹馬做副業（跑

運輸），所以春天就採桑養蠶、採茶製茶；

夏秋收麥子、種水稻等，冬天平整土地、修

水利或做一些雜事。當時生產大隊辦農場，

將知青集中起來管理，主要是因為有人向國

家主席毛澤東上了一封信，說自己的兒子下

鄉之後，連吃穿都沒辦法自足，於是中央政

府改變政策，把知青集中起來，辦林場、農

場等，彼此照應。我們下鄉的第一年還沒有

這樣的政策，第二年就開始了。農場的工作

比生產隊裡輕鬆一些，二三十個年輕人生活

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也比較有生氣。 

我們在農場裡什麼都學，什麼都做，我

還當了一年的出納。年終結帳，全公社裡上

百出納、會計人人都差帳（欠款），唯獨我

的帳上還多出幾塊錢（可能是我把自己的錢

放在裡面稀裡糊塗沒有弄清楚），得了表

揚。另外還放了近半年的馬，有一次騎馬差

點摔成殘疾，幸虧當時年輕。這都是一生難

忘的經歷。 

我到生產隊時近十八歲，待了兩年多，

1975 年──文革結束的前一年，生產隊開

始推薦我們這一屆上大學。雖然是推薦，還

是規規矩矩地走過考場考筆試，但不公佈分

數，由內部掌握。我因為家裡沒有過硬的關

係，未能錄取，被分配去縣裡的師範學校。

當時很氣憤，因而沒有去那間學校，留在農

場繼續勞動、上山伐木等，又做了半年。 

1975 年底，我被招到縣裡的國營小機

械廠，只有家裡背景不好的人被分去。之後

一年內，周恩來、毛澤東等人相繼過世，文

革結束，大陸全面發展經濟、工業，我們的

廠雖小，工作量卻迅速增加。廠裡的一臺核

心機器是 50 年代從匈牙利進口的數字銑

床，需用對數來算齒輪掛合，因為我的數學

不錯，所以廠裡派我去跟著師傅學操作，學

了約半年差不多出師。因師傅年紀大退下來

做產品檢驗，就把銑床的主要工作交給我；

不久，場裡又要我帶了一個徒弟一起做。

1977-1978 年，上級對工業生產要求高，任

務很重，我們的機床在廠裡舉足輕重，所以

很長一段時間都是 24 小時不停機。我和徒

弟輪班，我從晚上八點上到早上八點，徒弟

從早上八點上到晚上八點，當時年輕，這樣

的工作還撐得住。 

一直這樣上班到高考前兩天的晚上，主

管生產的副廠長對我說：「徐少華，你後天

考試，明天放你一天假複習」，我才有了一

天的緩衝時間。在這之前，我都是八點下班

後先吃早點、洗澡，大約九點睡到下午兩三

點，起床複習功課，其間還常常被中午下班

的同事吵醒，下午七點四十左右就要去交接

班，只有千方百計地爭取時間讀書。我從小

就不愛四處晃，在工廠的近三年，有時間就

看書，還訂了幾本文學雜誌，累積了一點基

礎，加上有同學找了一些相關的複習資料兩

人輪流用。因環境不允許，沒法找老師補

習。1978 年高考科目似為四門：政治、語

文、數學，還有歷史和地理的綜合。我是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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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文科第一名，分數能上武漢大學；同時也

非常慚愧，數學是我的強項，但考得太差，

至今耿耿於懷。 

與中小學同學相比，我算是幸運，24

歲趕上了大學的末班車。我過去的同學當時

年齡偏大，絕大多數都沒能上大學──我那

一屆幾百位同學只有零星幾位考上，其餘的

現在或在農村種地，或在外地打工，或已經

退休養老，兒孫滿堂，其中不乏成績優異

者，但錯過了上大學的機遇，真的很殘酷。 

多年的農村、工廠生活，確實耽誤了大

量可貴的時間甚至青春，但從另一方面講，

又是一種特別的經歷，鍛鍊了我們這一代人

的社會能力和意志，同時也是一股動力。後

來我在國內、國外長期的學習、工作中，不

管是在大陸還是港、臺，在西洋還是東洋，

每當遇到困難時，想起當初那種環境，就感

到有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在支撐自己去勇

敢面對和拚搏，真還沒有過不去的河。我經

常戲言，現在的獨生子女應該要像他們的爸

媽或爺爺奶奶那樣到農村、工廠去鍛鍊，不

然多是「八旗子弟」。 

二 

上大學時，有個口號：「科學的春天來

到了，大家要努力學習，為建設祖國的現代

化，貢獻自己的光和熱。」那時學習的熱情

前所未有，社會條件也逐漸變好，大家都拼

命唸書；尤其當時大陸一大批學界老先生還

健在，給了我們很多提攜和幫助，也是我們

比較幸運的地方。我讀大學期間，每個假期

都會在學校裡多留一段時間，寒假一直到春

節前幾天才回家，過完年馬上又回學校。有

一個暑假（大約四十天）沒回家，留在學校

多學點東西；有一個寒假則是準備考研究

所，沒有回家過年。 

大學四年學得還不錯，我們愛學，老師

們也愛教，學風非常好，沒有任何做假的風

氣，大家都一心一意讀書，同學間互相幫

助。那時的政策也比較好，學生不用繳學

費、住宿費和生活費，完全是公有制。公有

制現在看起來不太好，但人要吃得飽穿得

暖，才能用心讀書。很多農村的同學說，學

校生活比起家裡要好得多。在那樣的風氣

下，大家都是拼命學習，哪能不出人才呢！ 

大學期間，因為我身體不太好，平時都

是早上六點半左右起床，去跑步，在標準四

百米的操場跑四到八圈。學校也鼓勵學生積

極運動，每個系裡都派體育老師指導，督促

學生早上做早操、跑步。跑步之後就到山上

或樹下（武漢大學在珞珈山上，到處有樹林）

讀外語，然後回宿舍洗把臉，再到食堂打飯

吃，基本每天如此。下午五點鐘就不再讀

書，參加課外活動，或跑步、打球，最常打

羽毛球、排球，也打籃球。每天鍛鍊兩次，

▲徐少華老師與「楚文化探索」修課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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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半小時跑步，晚上一小時運動。四年的

大學過得緊張而有秩序，生活還不錯，身高

還長了一點。以前讀高中學的英語很少，大

學拼命補了一些。 

大學畢業的時候要考研究所，現在研究

所有推薦和考試兩種入學辦法，那時候只有

考試。我的年紀在班上中等，有些同學因為

文革時沒辦法學習，上大學都已經三十歲。

其中有些人功課比我還好，因為年齡、家庭

的關係都不想或不能再繼續唸了。我相對年

輕一點，還沒成家立業，就考了研究所。當

時大學畢業生工作很好找，尤其像武漢大學

這樣的好大學，所以有些同學年齡雖然不太

大，但也想出去工作。當時我們班上有二十

個同學，報考研究生的只有兩個；我考上武

漢大學，另外一位考到北京大學。 

我的本科學考古，當時本專業沒有碩士

班和博士班，不能招研究生，所以我報考了

歷史地理專業，導師是石泉先生（1918- 

2005）。石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歷史地

理，重點是先秦到漢魏六朝的荊楚地理。石

先生早年跟著陳寅恪、洪煨蓮讀書，後來這

些老先生受到批判，他也受到一些影響，所

以想盡量和政治隔得遠一些，躲避政治風浪

的衝擊，於是選擇了中國史早期的歷史地理

研究，在這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

果。當時石先生想招幾個學考古的學生，利

用出土材料解決先秦歷史地理的有關問題。 

碩士讀了三年，一方面有老師的認真指

導，自己也下了一點苦功。老師的指導主要

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方法上的指導，二是

學風上的要求，再是言傳身教，這幾點使我

們受益終身。方法上的指導，就是訓練我們

如何讀書，如何理解、怎樣思考問題，有些

問題平常不明白，老師指點後恍然大悟。學

風方面，有些人盲目讀書，或是讀一些不好

的書，或隨意寫文章，不求創新，老師們很

嚴格，甚至是「苛刻」，導正我們的學風。

大學的時候奠定了學術的基礎，後又跟著石

泉先生讀了三年碩士、五年博士，才真正進

入研究的領域，漸漸懂得如何選題、如何認

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如何找材料、

分析材料、如何運用材料解決問題。研究時

代較晚的歷史，材料比較多，要注意的是如

何選擇材料、解讀材料、運用材料；做上古

史，材料本來就不多，還涉及到材料的真偽

辨析，有些材料非常難懂，涉及到正確理解

的問題；理解之後還要知道如何運用。在這

些方面，老師都是親自指導，一個字一個字

地批改作業，有時弄得我們這些「大」學生

滿臉通紅、無地自容，但又不得不敬佩先生

的良苦用心，此情此境，至今歷歷在目。那

時除了指導老師外，系上不少老師都有很深

的學術根底，學風相當嚴謹，修他們的課也

▲徐少華老師與「先秦南方民族與文化概論」修課

同學合影於臺大文學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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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到很多其他方面的知識。 

遺憾的是，現在的學生少了我們當年那

份「殘酷」，也少了我們那樣的「福分」。就

我自己而言，也沒法像當年老師對待我們那

樣對待自己的學生了，所以培養出來的學生

平庸者多，成材者少，也不知道日後如何去

面見我們的先生。 

雖然我們在學校裡學了很多書本知

識，但還需要實地摸索，比如從事田野調

查，把握地理環境的變化；又如認器物、認

陶片等，都不是短時間、或書中可以學會

的，因此在碩士班和博士班階段一有機會就

到考古工地或田野鍛鍊。一般而言，碩一博

一因為有很多基礎課程，沒辦法離開學校；

課修完之後，在寫論文前，只要有適當的考

古工地，老師就要求我們去實習。我研究所

時攻讀歷史地理，但大學時學考古，研究應

該按照早年王國維先生提出的「二重證據

法」，將考古材料和傳世文獻相結合，才能

取得一定的成就。當然，要把考古材料研究

得很詳細、準確相當困難，所以需要時常關

注考古資訊，把握新材料。在剛出版的一部

文集（《荆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的後記

裡，我提到這些年來的研究，都是在二重證

據法的指導下進行的。我對自己的要求是盡

可能準確把握考古材料和傳世文獻，不做簡

單的拼接附會。如果我這些年能有一點成

果，就是因為一直密切關注考古的新發掘成

果。在文獻方面，先秦兩漢所有文獻都認認

真真讀過一遍，一些較重要的文獻如《左

傳》，則從頭到尾細讀過兩遍，做了不少讀

書筆記。因在文獻方面下過功夫，一旦有

什麼考古新發現，我就可以連繫到相關的

文獻記載，將這些材料綜合起來辨析、梳

理。 

我的碩士論文寫的是周代南陽盆地諸

侯列國的歷史地理和文化，當時美國學者蒲

百瑞（Barry Burden Blakley）和武漢大學的

老師有較多的交往與合作，來做過多次訪

問、演講，看了我的論文感到興趣。1980

年代後期，他們組織了幾位美國學者，計畫

合寫一本研究楚文化的書，希望我 1990 年

赴美參與這個計畫，在楚文化與考古的部分

給予幫助。1989 年六四事件發生後，大陸和

美國的關係比較緊張，對赴美人員的審核步

調放慢了一些，所以我直到博士畢業後才去

美國，待了一年，即 1992 年秋到 1993 年秋。

研究小組除了我之外，另外八、九位執筆人

都是西方學者，每個人負責一章，我負責寫

第二章「楚文化的考古學分析」。這本書就

是 Defining Chu: 

Image and Reality in 

Ancient China，1999

年 由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出版。 

 

 

在 美 國 的 一 年 ， 由 於 Seton Hall 

University 的圖書館資料不夠多，所以我們

時常到普林斯頓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

查資料，也和兩所大學的學者們有些往來。

工作小組裡，有來自賓州大學、哈佛大學的

 ►Defining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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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他們出席會議時也會帶著我一起參

加，因而接觸到一些歐洲、澳大利亞、紐西

蘭、日本等地的學者。在回大陸前，還利用

開會的機會，特地到哈佛大學拜訪張光直先

生。這一年間，對美國學界在中國上古史和

考古方面的研究情況有了更多的認識，也和

歐洲、日本的學者有了初步聯繫。 

我去美國時是講師，1993 年回大陸，

那一年 6 月升了副教授，1997 年 3 月晉升

教授，同年 7 月得到哈佛燕京學社訪學的機

會，在那裡受到較多的鍛鍊，尤其是許多世

界知名的學者到哈佛去演講，趁這個機會和

他們有了往來。我在哈佛的那一年，《郭店

楚簡》出版，哈佛燕京學社的負責人杜維明

教授組織一個研讀班，我因此多待半年，還

應邀到耶魯、芝加哥、達慕思等學校演講。

後來受耶魯大學之邀，又在那裡住了兩個多

月，於 1999 年初回到武漢。2003 年秋，應

耶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計畫之邀，又到耶

魯大學將近一年，待到 2004 年夏天，其間

先後訪問過哈佛、普林斯頓、哥倫比亞、賓

大、康乃爾、洛杉磯、柏克萊、史丹佛等大

學。在外面訪學的幾年間，確實少了一些時

間專注在我的研究上，不過除了在英語上有

較大的進步外，在視野上也開闊許多，知道

哪些學者從事與本領域相關的研究，也見識

到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學術路徑，可以互相取

長補短，對日後的教學、研究，以及指導學

生方面都有很多幫助。 

四 

經過了反覆考慮，決定在 2011 年 9 月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來臺大歷史系任

教。這學期裡，和臺大的師生有一些交流，

也看到了兩岸之間同行的差異和互補。 

在臺灣待了四個月，感覺臺灣整體的發

展和生活水準比大陸領先一、二十年，如師

資、老師和學生的待遇、軟硬體設施、社會

保障等。臺灣學界做研究的人數比大陸少，

但環境條件較好，也較開放，與國際的聯繫

多，國際化趨勢比較明顯。我剛到海外時，

看到不少知名學者多是早年從臺灣過去

的，引領著整個華人世界的主流，他們對兩

岸中國上古史學研究做出了很多貢獻，如張

光直先生、許倬雲先生等，為兩岸培養了不

少學者，並引進西方一些進步的方法。大陸

近三十年來追趕的腳步比較快，大約還要

一、二十年的發展，兩岸的學術研究水準當

會比較接近。 

臺大的老師很多都有海外的學歷或經

歷，是很好的事。臺大身為臺灣第一學府，

設備條件比武漢大學、甚至許多大陸大學都

▲徐少華老師應邀於「中國古代文明新探索系列演

講」主講「安徽蚌埠雙墩與鳳陽卞莊兩墓銅器及

文化特徵──關於年代與史實的再認識」（2011

年 12 月 10 日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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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好，這對臺大老師在教學、研究等方面都

有很多助益。臺大學生也是如此，學習的條

件比起大陸很多學生要好一些，視野比較開

闊，適應社會的能力也比較強，這可能與學

生們參與老師的研究計畫、教學助理有一定

關係。大陸目前在文科方面還不能做到這

點，尤其老師們的海外經歷相對較少，但這

幾年逐漸改變，到海外訪學的機會和經費越

來越多，學生們亦是。 

臺大的學生在視野和訊息量上雖比大

陸的學生略勝一籌，但每個人還是要有自己

專心的領域，因為每個人的精力有限，要在

自己的領域做出好成果，需要比較堅實的基

礎。我們比起老師那一輩，做研究的難度更

高，因為研究的人比較多，更需要總結前人

的成果；而且資料太多，關注點更加廣泛。

一個學者要有創新，必須在某個領域做得精

深，沒有長期的專注和積累不容易有深的見

解。以我自己為例，我研究上古中國南方，

尤其是長江中游地區的考古、歷史地理和文

化，三十年來從不敢懈怠，包括逢年過節，

沒有一時敢放鬆；即使親朋好友來訪，結束

後也立刻回到書房，唯恐打亂我的思路，忽

略了哪個方面。當然其中有我的興趣，也有

學術責任感。我的老師總是說，學術是一輩

子的事，不能三心二意，否則永遠做不出像

樣的成績。同時還要注意海內外學術的發

展，並妥善利用現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

法。現在很多人希望在短期內有成果，但要

做出比較大、比較好的成果，需要長期的累

積，才可能有較大的創新與突破。 

我這次在臺大，感覺臺大確實有一批學

生相當優秀，基礎好，很用功，思想又比較

成熟；但在大陸，學生和老師的交流似乎比

較多一些，包含文章的討論和修改，學生時

常和老師討論論文，這對一位學生成為學者

有相當大的幫助。臺灣的一些大學，重視研

究的量化，對於培養學生沒有明顯的著墨；

有些學校的老師過於注重自己的研究，對培

養學生沒有太多的投入。在大陸不少學校也

▲徐少華老師於臺大歷史系演講「春秋時期漢淮地區青銅器分期與墓葬斷代概述」 

（2011 年 12 月 27 日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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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類似的狀況。 

在課程方面，臺大在中國考古、上古文

明和原典導讀上需要更多的規劃和安排。大

陸學界一般認為，研究先秦兩漢史地如果不

注重考古材料，不熟悉文獻典籍，比較不

利；同時現在每年都有許多考古新發現，如

果沒有充分的鑒別、判斷能力，跟著考古簡

報和報告走，當然也不行。早些年有一批從

大陸來臺的學者在古代史領域有相當大的

貢獻，雖然我沒有向他們問學請益的機會，

但時常讀他們的文章，像傅斯年、李濟、董

作賓、陳槃、勞榦、嚴耕望等老先生，他們

也培養出一批知名的學者，如張光直、許倬

雲、邢義田諸先生，都是我所敬仰的前輩大

師。就我坐井觀天地看臺大，中古以下發展

得比較好，而上古方面相對欠缺，可能不僅

臺大如此，臺灣其他學校也面臨同樣問題。

一方面是學生興趣的問題，因為牽涉到日後

的就業；同時研究上古史要學文獻、考古，

甲骨、金文、簡帛等都要懂一些，使許多學

生望而生畏。 

現在兩岸交流頻繁，來往很方便，要看

資料不是太困難，如有新材料出土，這裡的

同行隨時都可以看到；加上前輩學者留下的

豐厚精神遺產和學術積累，以及臺灣有利的

軟硬體條件，絕對能有出色的成就。臺灣與

大陸沒有語言障礙，也沒有文化、宗教差

異，研究中華上古文明不盡量接觸新材料，

不時地感受、領略，難免有落伍和閉門造車

之嫌。只要兩岸師生共同協作，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和研究能力，我覺得十年八年就可

以改變目前臺灣上古史學生和老師相對缺

乏的問題。 

這幾年，在大陸雖然讀到碩、博士的人

較多，但比例還是相對較低，政府提供相當

多補助，對博士生的培養基本上是全額資

助，而臺灣的學生反而沒有這樣的優勢。當

然，對臺灣的學生來說，進行各種助學活動

鍛鍊比較多，但壓力相對大，讀書時間長了

些，容易拖得精疲力盡，而且在成家立業方

面有些實際困難。大陸的學生畢業較快，但

急於求成，追求短、平、快，碩士兩年、博

士三年未免太快了，碩士讀三年、博士四到

五年是比較合理的。因為讀書時間太少，學

術研究的基礎不夠紮實，將來出不了好成

果；時間太長，又面臨經濟壓力、求職成家

等一系列問題。兩岸在這些方面都有進一步

調整、提升的空間，使整體人才培養機制向

更貼近學術規律和社會現實的方面快速發

展。 

 ▲徐少華老師演講後和與會者合影，左起：呂世浩

老師、閻鴻中老師、甘懷真老師、陳昭容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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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椰林講堂」 

──衣若蘭老師教學成果發表 

衣若蘭（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口述 

石昇烜（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生）整理 

 

編按： 

本校為提供課程交流平臺，並提升教學

品質，每學年末舉辦「椰林講堂」教學成果

發表會。100學年度之「椰林講堂」，衣若蘭

老師受邀演講，分享所開授之通識課程「臺

灣女性人物群像」的規劃與進行方式。本課

程並獲選共同教育中心「個別型通識教育改

進計畫」100 學年度第 1學期績優計畫。本

文即依據衣老師演講內容整理而成。 

 

這門通識課名為「臺灣女性人物群

像」，之所以不以「臺灣女性史」為名，一

方面是目前相關的研究尚未成熟，二方面

是我雖然關注女性史，但在臺灣史方面仍

是一邊上課一邊學習。所以我將課名定為

「臺灣女性人物群像」，讓修課同學可以從

多面向的女性人物中體會生命。 

課程主題約有七到八個，主軸是「多

族群的臺灣女性」。指定閱讀書目有兩種，

一為《傾聽她們的聲音：女性口述歷史的

方法與口述史料的運用》，這是對臺灣女性

進行口述歷史的專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研究員游鑑明教授所撰寫，內容包

括口述歷史的經驗談，以及女性記憶相關

的問題。學生可以從這本淺顯易懂的小

書，學習如何對受訪者進行訪問。第二種

是《世紀女性．台灣第一》，為 1999 年公

視回顧百年來的臺灣女性經歷，從中選出

八位臺灣女性為代表，並說明其意義。書

中內容尚包括導演手記、訪談紀錄與人物

生平，不僅可以作為課程教科書，也可以

說明公視導演如何拍出這部紀錄片，例如

導演如何提問、受訪者的回應等等，對同

學在學習上有很大的幫助。很可惜此書已

經絕版。 

在設計這門課時，我思考作為臺大歷

史學群的通識課，到底應該帶給學生什

麼？應該培養學生什麼能力？我認為這門

課有兩個主軸應該把握：史學的專業和性

別的意識。我想讓學生知道歷史學者到底

在做什麼，並且讓學生了解，只要願意用

心觀察、投入、記錄，每個人都可以當史

家；再者是從性別的角度切入，讓學生學

習多元尊重。實作方面則是著重在口述訪

談和田野工作。 

我一直在考慮如何讓這群將來是臺灣

未來領導人物的學生，學到看書和回答老

師問題以外的事情。我經常在課堂上向同

學們強調，面對不同境遇之人的生活處

境，一定要有同情心，也要嘗試理解歷史

人物在不同情境下的選擇；最後，對人的

生命經歷產生感動。如果修習這門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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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若蘭老師分享通識課教學經驗（2012 年 6 月

27 日攝於普通教學大樓 204 室） 

後，同學們能有這三種體會和感覺，那就

算是拿到學分了。 

課程內容除了講授以外，我將一個班

級分成六、七個小組，讓同學進行口述訪

談。上課時，每組有 20 分鐘的時間報告訪

談成果，可用影片、戲劇、口頭簡報等不

同方式呈現。準備過程中有幾個步驟：首

先引導同學找尋自己的主題，選定受訪

者，簡介其生平，並說明選擇她的原因。

學生與受訪者之間不一定要有親戚關係，

但必須說明是何種機緣讓他們決定要訪

問。接著是處理訪問後的逐字稿，製成簡

報，期中時以各種方式在班上分享。例如

剛才播放的片段，那一組同學到樂生療養

院進行訪問與拍攝，受訪者是林卻阿嬤。

擔任導演的同學雖然不通臺語，但他有位

很會說臺語的組員協助進行訪問。這組同

學最後拍攝了約三十分鐘的影片。 

報告組學生於報告後須提出兩個問

題，目的在於訓練同學自行設計出值得討

論的議題。提出好的問題是較為困難的，

所以同學們一般的表現也比較差，但這又

極為重要。同學們設計的問題往往不具開

放性，或者是不值得討論，抑或答案只是

「是或否」的簡單問題。因此我和 TA 們在

這部分都得更努力加強他們這方面的能

力。另外，這堂課也請報告同學做回饋單，

一方面作為課堂出席之參考，二來是回饋

意見或提出疑問給報告的同學。回饋單必

須具名，以養成對自己言論負責的態度。

助教會挑出特別好和特別不好的意見，和

我討論，曾有同學寫的意見比較針對個人

的攻擊，我們會先與撰寫同學溝通並刪改

不妥之字句，才發還給報告的組別。 

在小組討論課的部分，我會在每週進

行前先設計幾個問題，TA 再針對這些問題

做一些調整：比如結合與本週問題相關的

時事，或是就學生對教師演講不清楚的部

分做補充。課堂上有指定的閱讀材料，老

師和 TA 會解說，並帶著學生一起討論；另

外，我們會給予學生在訪談時查詢資料的

指引，並督促學生訪談的時程進度；聆聽

他組同學報告後，還要分享從中學習到哪

些事情，對自己的報告又有什麼啟發。因

此，這一小時的討論課，時間很緊湊，對

於穩固演講知識與製作期末報告來說很重

要。 

關於課堂講授，比如在學期一開始的

導論，主題是史學方法入門，除了簡介內

容，也請學者來演講。在這幾堂課，有時

我會問學生影片和文字史料哪個比較客

觀，學生大多會回答影片；於是又問：如

果現在有人拿著錄影機對著我，請問這能

呈現本教室客觀的情況嗎？聽完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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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生又覺得文字紀錄比較客觀。經過

反覆的詰問，讓學生理解歷史學的限制與

其研究方法，是很有意思的討論方式。 

按照時代，課程中會介紹明鄭時期的

婦女，相關紀錄很少，但有五妃廟做討論

之資。這是關於南明寧靖王五位妃妾殉國

殉難的故事，課堂中必須說明後代建廟所

反映的思維，然後要同學們思考，如何看

待臺灣遺存不多的女性史蹟。談到日治時

代，我嘗試讓他們設想：若自己是一位 1920

年代的臺灣或大陸女性，究竟會經歷哪些

事情、平常如何生活、時代氣氛為何？本

課程期待將性別的經驗加入歷史的陳述當

中，一提到政治事件和局勢變遷，往往都

只看到男性的紀錄和經驗，我希望同學們

能去注意哪樣的女性故事是被忽略，或是

值得去重視的。 

很幸運的，這堂課得到通識教育中心

的補助，有經費可以請導演來演講，並現

場回答學生問題。導演會談到攝影技巧、

製片的心路歷程，如何跟受訪者接洽，如

何設計問題，以及互動的狀況。從導演的

分享還可以學習訪談的倫理與注意事項，

知道訪問過程中提問和態度上的分寸，最

後的成果也得讓受訪者知悉等。後來報告

時，有的組別還邀請受訪者到班上來，如

此還能立即回應同學們的疑問。此外，課

堂上會播放紀錄片，或是推薦影片，請學

生課後自行欣賞。從導演的分享和影片欣

賞，學生可以知道紀錄片形成的過程與剪

接後的成果，並理解這些史料的價值。 

總之，我希望學生們能從女性經驗與

性別視角出發，從中看出時代意義。我曾

經在課堂上請修課同學寫一篇傳記，要有

主角、劇情和結尾。從中可發現：學生創

作的主角往往都是沒有名字的，像是「我

阿嬤」、「媽媽」，劇情多半與「阿信」的故

事類似，而不少故事的結局都是主角的兒

子功成名就。這跟我研究三、四百年前明

清史的婦女傳記內容極其相似。文字紀錄

中的女性，幾乎都是母職的角色，或是依

附在男性之下，女強人的故事為數甚少。

隔週我要他們改寫男性的傳記故事，寫出

來的卻都是成功男性的情節。在課堂上呈

現這種反差效果，是希望能刺激學生反思

自己所寫的東西，以及其背後的思考模

式，也提醒他們訪談後所做的解釋並不是

唯一的。如何改寫這些傳記，加入其他角

度的思考，多觀察和感受、重視市井小民

的經驗，是我在課堂上一直強調的。 

我這門課的成果，首先是學生們學習

到以多元尊重的角度去看待事物，而不要

帶著歧視的眼光。有組同學訪問了宿舍的

清潔阿姨，訪談過程中，同學們還陪著她

打掃。她是一位大陸籍配偶，嫁來臺灣後，

才發現生活並沒有變得更好。該組報告讓

很多同學一改對陸配的刻板印象。還有一

組原本對同志有些偏見的同學，也在完成

訪談報告後完全改觀。 

有件事值得一提，在我告訴同學，進

行訪談記錄時，你就是一個敘史者之後，

他們變得極有責任感。學生在與受訪者的

互動過程中產生的情感，也讓我非常感

動。學生們參與了歷史、發現了歷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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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無比興奮，就如歷史學者在發掘庶民

的歷史一般，試圖找出被忽略和淹沒的各

種故事。我也希望課堂問題能與社會實況

連結，產生辯論和反省。 

另外，上學期的課程還安排參觀中央

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策劃的「『流轉年華』

台灣女性檔案百年特展」，這些非歷史系的

學生仔細觀察展出的史料，聆聽導覽，都

覺得收穫很大，有些同學甚至課後再自行

去參觀。 

最近通識教育中心期待通識課程的設

計符合「問題解決」與「行動導向」的學

習。本課程正是讓學生嘗試訪問、設計問

題，並試圖解決過程中的難題。學生遭遇

的困難可以藉由小組討論或諮詢老師與

TA，得到解答與可能尋找的途徑。這也是

一種進入田野、進入社區，具有服務導向

和行動導向的學習課程。 

不過，我自認為這門課還有許多不足

之處，首先是提供給學生相關歷史背景的

閱讀書目還不夠精良；二是有些學生較缺

乏歷史的學習和訓練，有時無法正確分析

某些現象，有些則是在性別角度分析上還

不夠敏銳；三是學生對於設計問題的掌握

還不太好；四則是上課時間的運用調配有

很大的難度，學習成效也會因此打折扣；

另外，有些 TA 對臺灣史或性別議題的瞭解

程度也還有待加強。這些不足之處，我日

後會努力改進，讓這門課變得更好。 

 

提問與討論 

歷史研究所蘇婉婷同學問：我過去有

擔任歷史系通識課助教的經驗。許多學生

就如老師所言，不是很清楚哪些問題「重

要」、哪些問題「不重要」。如何引導非文

史專業的同學提出切中要點的問題，真的

是件不容易的事。不知道老師有沒有什麼

方式可以改善這種情況？ 

答：關於這一點，我一直在跟我的 TA

們討論。下學期 TA 們會在討論課上不斷詢

問每個小組的成員：你們的報告到底想呈

現什麼樣的主題和概念？當學生們想出問

題後，我們會一再確認同學們欲提問的面

向，以及預期得到什麼樣的討論結果或答

案。最後再給予學生建議和修訂他們的問

題。經過這樣的訓練，同學提出的問題會

變得比較得體和明確，也有益於大家在課

堂上討論和思考。 

 

 

▲臺大文學院院長陳弱水老師（左）致贈通識教育

中心感謝狀給衣若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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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老師（2012 年 4 月 12 日攝於臺大文學院

會議室） 

臺大歷史系講論會 
 

十三世紀的聖人主教──以坎特伯

里大主教艾德蒙．亞冰登（Edmund 

of Abingdon, Archbishop of Canter- 

bury, 1233-40）為例 

劉慧老師主講 

 

神學家艾德蒙．亞冰登生於 1175 年左

右，從 1214 年開始在牛津教授神學，直到

1222 年成為沙斯伯里主教座堂的財庫長

（Treasurer of Salisbury）為止，1233 年當

選為坎特伯里大主教，成為英格蘭教會領

袖。擔任大主教期間，協助調解 1234 年初

國內的政治對立和短暫內戰，幾度安排威爾

斯與英格蘭間的休戰，試圖提高教會法庭的

審判權，也在 1236 年為英國國王亨利三世

主持婚禮。1240 年 11 月 16 日死於法國境

內的斯瓦希（Soisy），幾日後下葬在不遠處

的龐提尼（Pontigny）修道院的教堂中。他

去世不久，龐提尼修院和艾德蒙之前的下屬

與友人積極展開活動，希望他能被教宗正式

認定宣布為聖人；教宗在 1244-1245 年間，

兩度派人在英、法分別蒐證調查，最後在

1246 年 12 月中宣布艾德蒙為聖（enrolled in 

the catalogue of saints，或稱列入聖品、列入

聖人級）。 

從龐提尼修院院長的信中，可看到多數

的神蹟都與醫療治病相關，也看到艾德蒙生

前有不少敵人。教宗認定他為聖人的詔書則

展現教宗對聖人的態度：有母親對優秀子女

的自豪、有敬佩、但絕非一味崇敬，也可見

到聖人的幾個特色：死後能造成醫病救難，

生前既擁有眾多美德、又有棄世的生活方

式。《聖艾德蒙傳》中又加上了聖人在世時

經歷的異象。 

然而，曾與聖人親身接觸的人看到的是

他另一種面貌。棄世式的壓抑身體的行為並

不適合為外人道，否則有沽名釣譽之嫌，美

德的判定又與環境相關，謙遜退讓和行事不

合身分，可能只是一線之隔。官方檔案中展

現的聖艾德蒙，在外交和高層政治活動上，

是立場超然、愛好和平的調解者；在教會與

俗界爭取司法審判權時，卻是消極而缺乏計

畫的；在與最親近的「同事」、坎特伯里隱

修士的互動上，欠缺魄力和成效；在死後卻

被英格蘭人視為是對抗國王專擅的代表與

不願妥協的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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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時代佩劍貴族的書寫、出

版與讀者回應──以拉侯謝傅科公

爵的《格言錄》與友群觀批判為中

心的幾個問題討論 

秦曼儀老師主講 

 

在筆者對於法國從 16、17 世紀至 18

世紀這段舊制度時期，第二等級成員與出版

關係之變動脈絡的探詢工作中，本研究將以

學界普遍接受的「貴族作家」（gentilman- 

writer）此歷史圖像，做為問題討論的出發

據點，透過拉侯謝傅科公爵（François,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1613-1680），尤其是其

留存豐富讀 者回應紀錄的《格 言錄》

（ Réflexions ou sentences et maximes 

morales；簡稱 Maximes）為中心，嘗試說

明和釐清：舊制度時期法國人士認知的「出

版」（publication）之意並非單指印刷出版；

而在政治與社會變遷的世局中，17 世紀「佩

劍貴族」（noblesse d’épée）出身者的書寫與

出版實踐，不僅體現其焦慮與調適，也成就

了日後伏爾泰以「路易十四時代作家」稱之

的智識與文學表現。 

自 16 世紀末到 17 世紀，法國大貴族為

辯護自身於神聖聯盟宗教戰爭期間（ la 

Sainte Ligue, 1585-1598）或於投石黨叛亂期

間與王室對立的政治行動，開啟了回憶錄

（mémoires）的寫作之風，其中包括本文主

人翁首部的印刷作品。在這些回憶錄裡，「公

眾」明顯指稱王室和大家貴族的宮廷人士，

而非構成公民社會的所有成員，更非底層老

百姓。若以王室和大家貴族人士為「公眾」

所指範圍的上限，我們可以借助 17 世紀首

次出現的期刊雜誌劃出下限範圍：即隨著官

方報《新聞》（Gazette）於 1631 年問世，

其他諸如《歷史的謬思》（Muse historique）、

《宮廷謬思》（Muse de la cour），以及 1672

年出版的《文雅信使》（Mecure galant），其

報導的對象與明白訴諸的閱眾──上層社

會及上流社交圈的人士。雖然那些對於手抄

版《格言錄》發表過意見的公眾也會是印刷

版的實際讀者，但拉侯謝傅科在修改前言的

過程中，逐漸定調自己設想的並與之對話的

讀者對象為那些有教養、但不屬上層社會或

上流社交圈的人士。如果拉氏不能也不想以

公爵身分印刷出版《格言錄》，他也無意選

擇匿名的大爵爺（seigneur）這種顯示作者

在社會地位上與生活經驗上遠遠區隔於一

般讀者的稱號：在使用「我親愛的讀者」此

親狎的對話形式後，公爵決定假託出版《格

言錄》的巴黎書商之聲和其生活體驗，以凸

顯格言之於讀者的親近性與普世性特質。 

 

▲秦曼儀老師（2012 年 5 月 3 日攝於臺大文學院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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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

「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 

王遠義老師主講 

 

五四運動期間，胡適與李大釗進行的

「問題與主義」論辯，就事後中國的政治與

思想演變來看，可說是二十世紀國共鬥爭之

成因、性質與過程的發端與徵兆。 

歷來中外學界對此歷史性的論辯及其

歷史意義，論述不知凡幾，早是老生常談的

論題。然而，本文認為，論辯的文本（texts）

本身雖然觸及到二十世紀現代性的核心危

機：自由與獨裁的問題，特別是中央計畫

（central planning）的問題，但胡李兩人並

未能悟識到論辯本身所具世紀性危機的意

義，文本本身也無法完整反映這一危機的重

大意義；西方世界也要到 1938 年或 1939

年才由海耶克初次系統地、整體地將此危機

論證闡釋出來。由是，胡李兩人在論辯中

真實的立場與見解要放在什麼位置上來觀

察、評價，遂成為重要但困難的問題，也

常為評論者、研究者不察不見。換言之，

這場論辯是齣未落幕的劇，有待觀聆後續

的接幕。因此，拙文循此途徑，試圖提出

與過去中外學界對此重大問題不同的「新

解」。 

而由於胡適在 1954 年公開申明，他因

受海耶克影響，今是昨非，放棄過去許多

重大的思想見解，轉而支持資本主義和自

由主義；拙文不但分析、比較海耶克與胡

適兩人相關思想，是否正如胡適「懺悔」、

「洗腦」之言，同時也借用海耶克的思想

學說，檢討「問題與主義」論辯的真意，詳

人所略。 

此外，拙文也就林毓生先生所發問之問

題，試以應答。林毓生先生曾指出，五四時

期與後五四以來，中國的歷史條件並沒有太

多的思想資源可以抗拒馬列毛式的革命運

動，而 1919 年是個重要的轉折點。拙文試

圖歷史性地分析各時期胡適對自由民主、社

會主義、資本主義的看法與改變，並將胡適

一生各時期相關的見解予以整體性地把

握、綜觀。 

本文試圖將「問題與主義」論辯放在

二十世紀世界史現代性危機的脈絡中來透

視、評論，此為本文新的嘗試，希望來還

「問題與主義」論辯一個本來的面目。此

外，拙文經由研析胡適一生有關自由與獨

裁的思想主張，也試圖重釋重現胡適自由

主義中最重要卻被誤解、忽視的問題所

在。  

 

▲王遠義老師（2012 年 6 月 14 日攝於臺大歷史系 

會議室） 



 

 

 

 

講論會/演講摘要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3∕2012 年 10 月 18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 

──以第一至第十一期畢業生為 

中心的分析 

楊典錕老師主講 

 

中日甲午之戰的結果，顯示了日本後來

居上，在學習西法改革以資救亡圖存的實際

成效方面，的確優於在東亞文化圈內自漢、

唐以降大多處於對日之「文化輸出者」地位

的中國。因此甲午戰後的清國，鑑於鄰邦日

本在明治維新後的改革已初見成效，除直接

聘請日人前來協助進行各方面建設外，亦開

始派遣留學生赴日留學。在近代東亞各國間

的文化交流史上，此一過去的文化輸入者

（日本）對文化輸出者（中國）的回饋，可

說是一股「文化回流」的現象，在中日交通

以來的文化交流史上，實具有劃時代意義。 

軍事問題在中國近代史上一向占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若能認識它的全貌，就得以

把握中國近代史的關鍵。自甲午以來的中國

既然開始以日為師，從殖產興業到富國強兵

等無所不學，近代中國的軍事建設自然也受

到了日本相當深遠的影響。筆者擬將問題意

識聚焦於清末民初時遠赴日本陸軍士官學

校留學的中國留學生身上，俾利對彼等在中

國近代政治史、軍事史及近代中日外交史、

交流史上的存在意義做出分析。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中國留學

生，在近代中國軍事史、政治史的研究上，

或是近代中日交流史、外交史等關係史的研

究上，可說是一項相當重要的課題。因為培

養近代中國之軍事人才的四大來源中，成立

最早的即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之中國留學

生制度。清末之各省的講武堂等各種軍事學

校、民初成立之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以及國

共合作產物下的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這三者

成立時所聘任的師資，基本上或多或少都仰

賴日本陸士之中國留學生的供應。 

學成歸國的留日士官生漸次投入近代

中國的軍事教育最前線，使得清末乃至民初

曾大量傭聘之德國、日本等國的外籍軍事教

官的需求量因而逐年降低，這對近代中國之

軍事教育的永續經營，以及國家生存發展之

獨立自主等方面均有頗大的貢獻，影響相當

深遠。從參謀制度到軍政、軍令一元制的建

立、秋季野戰演習的實施，及對各級軍事學

校的經營等方面均是如此。此外，南方革命

勢力、袁世凱、段祺瑞及張作霖等四股勢力

對留日士官生們的拉攏、重用，除為這些勢

力的當權者們帶來了一定的政治利益或軍

事效益外，也反映了留日士官生各自的政治

傾向。 

▲楊典錕老師（2012 年 6 月 21 日攝於臺大文學院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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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及其超越： 

第三屆《史記》國際研討會紀要 

呂世浩（臺大歷史系助理教授） 
 

前言 

2011 年 12 月 2-4 日，「《史記》及其超

越：第三屆《史記》國際研討會」（Shiji and 

Beyond: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hiji）在歷史悠久的捷克布拉格（Prague）

的查理士大學（Charles University）充滿古

典雅意的亞洲學院會議室中舉行。本次會議

由查理士大學亞洲學院漢學系與哈佛大學

漢學中心聯合舉辦，經費由蔣經國文教基金

會（CCK Foundation）提供，共有來自歐洲、

美國及臺灣的 16 位學者發表論文（共計歐

洲學者 7 位、美國學者 6 位、臺灣學者 3

位），討論與《史記》研究相關各個層面的

問題。筆者獲邀出席宣讀論文，僅就見聞所

及，略陳報告。 

會議緣起及學術背景 

《史記》是中國最偉大的經典名著之

一，其於史部為正史鼻祖，於集部為散文大

宗，於子部為一家之言，於經部則為百王大

法，可說是兼通經、史、子、集四部性質而

有之。上承周公、孔子之道統，下開秦漢以

後之文史新格局，故宋代鄭樵譽之曰「六經

之後，惟有此作」。 

《史記》誕生於西漢，成書後迅速蔚為

風潮，兩漢之際續補《史記》者達十八家之

多，當時著名學者如劉向、揚雄、桓譚等皆

加推許。魏晉南北朝後，《史記》開始傳入

東亞的日、韓等地，至唐代更有多家注解的

出現，使《史記》的研究重新進入高峰。宋

明以後，對《史記》評論義法與評點文章之

風氣大興，而以凌稚隆《史記評林》、歸方

評點《史記》等最為代表。至清代考據學大

盛，顧炎武以下對《史記》史事考據的論著

甚多。可以說兩千年來，《史記》一直都是

中國傳統學術的重鎮，雖不同時代的學者關

心重點各異，但其地位始終歷久不衰。 

近代以來，《史記》研究開始走向多元

化與國際化。一方面繼承傳統之舊關懷，對

太史公之生平與學術、《史記》各篇之亡缺



 

 

 

 

會議紀實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3∕2012 年 10 月 20 

▲呂世浩老師與會議主辦人 Prof. Olga Lomová合影 

補篡、歷代傳本的整理、三家注的辨析、

《史》、《漢》比較等研究均有突破。另一方

面，受到西方新學風之影響，對《史記》所

記載的古史展開各種辯論，如《史記》與出

土文獻的互證、《史記》紀年與天文曆法、《史

記》所記古國與各考古學文化的比對等，可

以說幾乎任何一個上古史的問題都離不開

《史記》。因此逐漸形成了多采多姿、蔚為

大觀的《史記》學研究。而在中國之外，《史

記》學也從傳統的日、韓向歐、美傳播，20

世紀以後，西方史學家做了大量的《史記》

譯介工作，從法國漢學家沙畹、美國漢學家

華特生、道森、倪豪士、俄國漢學家越特金

等，陸續將《史記》中的名篇或大部譯為西

方語文，《史記》的相關研究也成為世界漢

學中令人矚目的焦點。可以說《史記》從中

國傳統的學術成就，已成為世界人類文明的

共同遺產。 

但在過去，由於政治、文化等種種因

素，東方世界卻缺乏對西方《史記》研究的

了解，特別是歐洲漢學界的《史記》研究情

況。在新的世紀中，如何加強東西方對《史

記》研究的進一步交流，以融匯出新的世界

《史記》學研究，便成為當前的一大發展重

點。在這樣的呼喚下，「史記及其超越：第

三屆《史記》國際研討會」的召開是別具深

刻意義的。 

本次會議人數雖不甚眾，但出席學者分

量之重，堪稱是「《史記》學」近五十年來

最為盛大的一次集會。其主要意義表現在下

列三方面：第一，過去由於冷戰關係，臺灣

學者對於東歐學者的成就，其實完全不了

解，經由此次會議，將來自於西歐與東歐包

含俄羅斯在內的學者聚於一堂對話，我們方

得知這一批東歐學者從未停止他們的研究

志業，而且絕對是品質之上的專業水平。第

二，東道主查理士大學為創立五百年的歐洲

古大學，向來有著研究東方漢學的悠久傳

統，並以對《史記》捷克文的翻譯著名於世，

與俄羅斯聖彼得堡科學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St. Peteresburg）的俄文翻譯、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英文翻譯鼎足而立，可

說是目前《史記》最重要的幾種外文譯本。

在此舉行《史記》國際學術會議，意義重大。

第三，本次會議主辦人 Prof. Olga Lomová

（羅然教授），邀請目前世界漢學界中幾乎

所有研究《史記》最具分量及代表意義的學

者齊聚於一堂，包括治《史記》最為長輩之

俄羅斯聖彼得堡科學院的 Prof. Yuri Kroll、

著名前輩學人美國奧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的 Prof. Stephen Durrant（杜潤

特教授，美國《左傳》翻譯計畫召集人與主

要譯者），和威斯康辛大學的 Prof. William 

H. Nienhauser（倪豪士教授，美國《史記》

英譯計畫主持人），以及德國慕尼克大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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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與漢學系主任 Prof. Hans van Ess（葉

瀚教授）、同樣來自德國的 Dr. Dorothee 

Schaab-Hanke（沙敦如博士）、英國倫敦大

學亞非學院（SOAS）的 Prof. Bernhard 

Fuehrer（傅熊教授）、美國哈佛大學的李惠

儀教授（同為美國《左傳》翻譯計畫召集人

與主要譯者）和 Prof. Michael Puett、加州

柏克萊大學的 Michael Nylan（戴梅可教

授）、芝加哥伊利諾大學的 Dr. Esther 

Klein、義大利威尼斯 Ca’Foscari University

的 Prof. Tiziana Lippiello（李集雅教授）及

Dr. Giulia Baccini、法國巴黎第七大學的 Dr. 

Beatrice L’Haridon（羅逸東博士）。而臺灣

有三位學者獲得主辦單位的邀請，分別是佛

光大學人文學院的李紀祥教授、同校歷史學

系蔡秉衡主任，以及筆者。筆者有幸參加本

次會議，得以聆聽諸位國際前輩學者之高

論，感受到《史記》學的蓬勃氣勢與未來展

望。以下茲依論文發表順序，提示作者、論

題、簡述主要內容及筆者感受，與學界同道

分享。 

會議內容及其問題點 

首先於 12 月 2 日，主辦單位在亞洲學

院會議室舉辦晚宴，讓與會學者們彼此熟

悉，並在輕鬆的氣氛中進行對本次會議的意

見交流。緊接著 3 日上午舉行第一場研討

會，由 Hans van Ess 主持，主題為 Time and 

Chronology。 

本次會議以此主題開場是別具意義

的，西方漢學家研究《史記》，向來對太史

公的時間觀具有高度興趣，從美國學者

Burton Watson 就已特別注意這個問題，他

曾說：「毫無疑問，歷史循環這一概念是由

司馬遷提出來的。」而 John Meskill 也認為

中國歷史具有循環模式，呈現螺旋式的上升

趨勢。這樣的看法過去為許多西方學者所接

受，形成對中國傳統史觀的認知。但就筆者

拙見，這樣的總結似有粗糙之嫌。 

《史記》的時間史觀究竟為何，應從各

篇的內容進行具體而實際的分析，方能總合

五體及全書下一結論。單獨就書中一二文句

進行摘錄式的討論，則容易產生誤會。以筆

者過去發表的〈平準與世變──《史記．平

準書》析論〉（2002）為例，就〈平準書〉

全文進行分析，便可發現文中劃分上古至始

皇、漢初至漢武為世變盛衰之兩大循環，其

關鍵處則在人謀不臧，是以在太史公來看人

的努力足以改變歷史的方向，其時間觀不能

以單純的循環或線性加以概括。 

而本次主題的兩位報告人，都提出了有

別於過去的新看法。首場報告由李紀祥教授

發表〈《史記》中司馬遷的周史觀〉一文，

文中從〈三代世表〉及〈十二諸侯年表〉中

對周代的分期進行分析，認為太史公無意以

「平王東遷」來做為周史之區分點，提出「周

厲王」與「共和元年」方是太史公眼中周史

興衰的關鍵。這樣的觀點與西方學者過去的

概念大不相同，形成了一種強烈的衝擊。因

此報告一出，便引發在場國際級重量學者們

的強烈興趣，如主持人 Hans van Ess 和

Stephen Durrant、William H. Nienhauser 都

分別引用《史記》諸世家內容，強調「平王

東遷」事件的重要性，而李紀祥教授則針對



 

 

 

 

會議紀實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3∕2012 年 10 月 22 

「西周∕東周」在《史記》和《春秋》中的

歷史語境加以比較，正面回應，堅持其說。

其間熱烈的問答過程，可說是為本次會議的

學術討論氛圍做了一個最良好的開端。 

第二位報告人 Yuri Kroll 因年高不克成

行，特派遣弟子 Anton Terekhov（鐵安東）

代表宣讀論文  “Toward a Study of the 

Linear Time Concepts in the Shih chi”。Yuri 

Kroll 為俄國漢學大師，亦針對過去西方漢

學家所認知的中國古代循環時間觀提出異

議，而提出《史記》同時兼具了循環和線性

兩種時間觀於一體的新觀點。此說一出，引

起在場學者們的討論。其中 Hans van Ess

引用〈高祖本紀〉贊語中「三王之道若循環」

一句提出疑問，可惜因發表人不克到場，並

未進行回答。Anton Terekhov 兄青年才俊，

然不能親睹 Prof. Yuri Kroll 長者風采，令筆

者十分遺憾。 

但筆者對西方學者所常引用之「三王之

道若循環，終而復始」，作為《史記》循環

時間觀的根據，亦持不同看法。蓋〈高祖本

紀〉贊語原文作：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

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

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

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

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閒，可謂文敝矣。

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

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過去學者對此，多以前半段為太史公之

三統循環史觀，後半段為正面稱贊漢高祖的

文字。如明人王維禎曰：「此論只言沛公能

變秦苛法，得天之統，故有天下，此本論

也」，清人袁枚亦云：「史遷作〈高祖本紀〉

贊以忠質立義，明乎繼三代者高祖也，最為

得體。」事實上卻忽視了前後段的聯繫，以

及太史公所言乃「若循環」並非「循環」。

蓋此段關鍵，在最後所述高祖制度「朝以十

月，車服黃屋左纛」，其實皆是秦制。太史

公實諷漢家實上承秦制而不改，不法夏政之

忠以救秦失，三代之道所以不能重現於漢，

究其根源皆高祖所用秦法之故，關鍵在人而

非天。這也就是筆者長久以來所堅信的，欲

明瞭太史公之歷史觀，當由各篇具體內容出

發再加總結，方不至有以偏概全之疑慮。 

第二場主題為 Money Making ，由

Dorothee Schaab-Hanke 主持。《史記．貨殖

列傳》所呈現對商人的評價問題，長久以來

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焦點。而揚雄譏「貨殖」

為「蚊」，班彪責之以「序貨殖則輕仁義而

羞貧窮」，班固重之以「述貨殖則崇勢利而

羞賤貧」，更成為後人攻擊《史記》一書的

重要論據。而本次會議中，Michael Nylan

與 Beatrice L’Haridon 不約而同對〈貨殖列

傳〉發生興趣，成為此次會議最為聚焦的兩

篇論文。Michael Nylan 的 “SJ 61 and SJ 129 

and attitudes towards money-making in 

relation to exemplary conduct during late 

Zhanguo and Western Han” 一文，由〈伯夷

列傳〉、〈貨殖列傳〉的比較分析出發，討論

晚 周 到 西 漢 間 的 貨 殖 觀 。 而 Beatrice 

L’Haridon 則對兩漢之間的貨殖觀發生興

趣，其  “The merchants in Shiji: an 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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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tation in the light of later debates” 一文，就

司馬遷與班固在〈貨殖傳〉中，從「子貢∕

原憲」到「子貢∕顏回」的筆法異同，並與

揚雄《法言》之論點對照，試圖與王莽封司

馬遷之後為「史通子」的線索加以聯繫，說

明新莽的時代氛圍，極具銳見。 

第三場的主題是 Jesters and Barbarians，

由本次會議發起人 Olga Lomová 主持。首

位報告者為 Giulia Baccini 宣讀 “The Shiji’s 

Guji liezhuan: a source to understand 

rhetorical strategies in early China”，Giullia 

Baccini 是 Olga Lomová 和 Tiziana Lippiello

的高足，報告中主要重新定義「滑稽」一詞，

並強調〈滑稽列傳〉中滑稽與諷諫的關係，

同時提出褚少孫仍把滑稽當成幽默故事來

看待。第二位報告者李惠儀教授則以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in ‘The Account of 

the Xiougnu’”（〈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略論〈匈奴列傳〉與史學方法〉）為題，

針對〈匈奴列傳〉中所見史學方法進行報

告，並嘗試由「華夷之辨」出發，探討大一

統前後華夷觀的變化。 

第四場主題為 Emperors and Friends，

由 Zbigniew Slupski 主持。本場原排定首位

報告者 Christoph Harbsmeier 未能與會，改

由哈佛大學 Michael Puett 代為宣讀其論文

“The First Emperor in Shiji and Alexander 

the Great”。題目有趣，但論文明顯未完稿，

多處只見資料長編，論點頗有闕疑。現場有

學者如 Michael Nylan 等對此甚為不滿，不

斷提出質疑，而另一位全程與會旁聽的年長

學者、漢學布拉格學派代表高利克（Marián 

Gálik, 斯洛伐克科學院［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則舉手發言，他提出當一位學者

未能與會時，按禮貌出席者不應接著對其論

文發表任何批評或意見，長者風範令筆者留

下深刻印象。 

接下來的報告者 Hans van Ess 以 

“Sima Qian and his friends” 為題，利用《史

記》中的史料，生動勾畫司馬談和司馬遷父

子二代的交遊網，如公孫季功、董仲舒、賈

嘉、平原君子、他廣、田仁、任安等人，並

說明其師友對《史記》著作的重要性。旁徵

博引，分析生動，思路犀利，令筆者獲益良

多，也獲得與會學者好評。而現場的臺灣學

者也提出不少補充意見，如李紀祥教授提出

過去對太史公交遊網的研究往往忽視了女

性的角色，這是以後該注意的方向；筆者則

提出〈游俠列傳〉中的郭解，太史公（雖不

知為談或遷）曾親見其人，應列入交遊網中。 

12 月 4 日上午舉行第五場研討會，主

題為 Confucius，由 Tiziana Lippiello 主持。

本場首位報告者 Bernhard Fuehrer，其論文

為 “Sima Qian as a reader of the Master’s 

utterances”。Bernhard Fuehrer 是對中文極為

嫻熟的西方學者，他的文章從比較今本《論

語》與《史記》所引用文字出發，針對內容

的差異進行全面的比較，企圖從「作為讀者

的司馬遷」的角度，觀察《史記》中所用的

《論語》底本來源，是本次會議中極為紮實

出眾的報告。其後 Michael Puett 以 “Sima 

Qian, Confucius, and the Role of Sages in the 

Shiji” 為題進行口頭報告，Michae Puett 為

人親切風趣，惜未及提交正式書面論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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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世浩老師在會議中宣讀論文，右為主持人 

李惠儀教授 

與會學者無法進行深入討論，頗感遺憾。 

第六場主題為 Inheritors and Followers，

由 Bernhard Fuehrer 主持。本場的報告者為

Dorothee Schaab-Hanke，以 “Inheritor of A 

‘Rebellious’ Mind? Some Reflections on 

Yang Yun” 為題，舉〈報任少卿書〉與〈與

孫會宗書〉的比較為例證，認為司馬遷與其

外孫楊惲在對漢朝態度上具有強烈相似

性。由於上午的議程時間較長，因此原定第

二位報告者 Stephen Durrant 移至下午進行

報告。 

下午的首位報告者為 Stephen Durrant 

“Ban Biao, Ban Gu and Their Five Shiji 

Sources” 一文，探討班彪、班固父子為何

在《史記》所採用百餘種古文獻中，特別強

調《左氏春秋》、《國語》、《戰國策》、《世

本》、《楚漢春秋》的地位？其文章特別《楚

漢春秋》為重點，在此書已散亡的情況下，

如何透過輯佚的方式，來探討它與《史記》

間的關係。其文引據充實，論證明晰，是本

次會議中最好的論文之一。而 Stephen 

Durrant 為人博雅謙沖，獎掖後進，充分展

現前輩學者的長者風範，令筆者仰慕讚嘆，

印象深刻。 

第 七 場 主 題 為 Commentators and 

Followers，由李惠儀教授主持。筆者以〈從

張晏、徐廣注論漢晉間《史記》的流傳〉為

題進行報告，文中由《史記》、《漢書》所見

張晏注進行詳細比較，確證張晏從未注解

《史記》，現《史記》所見張晏注皆後人雜

抄刪減張晏《漢書》注的結果，並論張晏所

述《史記》十篇缺之說當屬可疑。而今日所

見《史記》全本，實來自於東晉徐廣校對中

秘之結果，徐廣乃太史公不世之功臣。此文

承蒙與會學者如主持人李惠儀、Stephen 

Durrant、William H. Nienhauser、Hans van 

Ess、Olga Lomová 等熱烈迴響，會後並蒙

Stephen Durrant、Hans van Ess、Bernhard 

Fuehrer 與李惠儀教授之謬讚，特此致謝。 

接下來 William H. Nienhauser 因班機時

間限制，提前於本場進行報告。其題目為

“The Role of Takigawa Kametarō’s Study of 

the Shiji in Modern Scholarship”，由日本學

者瀧川龜太郎的生平和學術成就出發，說明

瀧川的版本校勘工作實基於日本學術的舊

傳統而來。並提出瀧川在使用日本罕見版

本、舊注等校勘的重要貢獻，說明瀧川之校

勘與顧頡剛點校的大陸中華書局本相較，確

有其殊勝之處，並對《史記會注考證》在東

西方的不同境遇進行探究。 William H. 

Nienhauser 長久以來致力於《史記》英譯事

業，貢獻卓著。此一論文充分表露前輩在《史

記》各版本及相關問題上的認真治學及深厚

功力，令筆者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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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史記》國際研討會會議進行實

況（2011 年 12 月 4 日攝於查理士大學

亞洲學院會議室，呂世浩老師提供） 

第八場主題為 Study of the Book，由

Prof. Michael Puett 主持。本場首位報告者，

為原定前場第二位報告之蔡秉衡教授，其題

目為〈《史記樂書》對南北朝〈樂志〉的影

響〉，探討《史記．樂書》及《漢書．禮樂

志》對沈約《宋書．樂志》的影響，及沈約

在此一領域的繼承與開創。由於《史記．樂

書》內容涉及古樂專門之學，過去罕有學者

涉獵，蔡教授是古樂學的專家，大大的補充

了過去《史記》研究在這方面的不足。相信

假以時日，當能形成未來《史記》之一研究

新方向。 

第二位報告者為 Esther Klein，由於

Klein 臨時有事未能成行，但其 “Truth 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Shiji” 一文已交付大會

收錄。其論文回溯《史記》研究史上的分歧，

特別集中在探討以下三方面：（1）《史記》

與經典的記事差異、（2）《史記》所記新史

實、（3）個人真相與史實間的矛盾，來探索

《史記》被稱為「實錄」的真正意義。 

此次會議的最後，由召集人也是《史

記》捷克文譯本的主譯者 Prof. Lomová 進

行大會總結報告。她認為此次會議的各篇

論文雖均有獨到之意義，但就其所希望的

“Beyond” 而言，顯有落差；對於《史記》

的文學史及文學性研究，亦有所不足；再

者，會前所設定之主題之一的〈報任少卿書〉

研究，則仍缺乏如舊。但本次會議至少促成

了東西歐、北美與華文世界參與學者的交

流，並已經看到了譯文、文本、版本各方面

的研究意義出現於世界漢學圈中。同時促使

每一位研究者在「一家之言」的導向外，均

須多元思考，不再自襟於一己之小圈中。並

希望從本次的會議開始，能促進更多東西方

的《史記》研究的交流。其發言可謂犀利，

本次會議便在 Prof. Lomová 的精采總結報

告中宣布結束！ 

為期三天的會議，加上西方漢學界如

此堅強的出席陣容，當然取得了豐富的成

果。至少就筆者個人而言，藉由此次會議

大大開拓了個人研究的視野，見識到西方

學者在研究《史記》的興趣和方法上，究

竟和華文世界的學者有何不同，別具深刻

意義。但另一方面，筆者也深刻感受到，

不論種族、國籍、語言、年齡，世界學者

們對於《史記》的熱愛都是一樣的。相信

在新的世紀，隨著政治隔閡的消

失，與資訊交通的發達，作為人

類共同偉大文明遺產的《史記》，

其研究將煥發新的面貌，成為世

界漢學研究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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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檔案考掘與 

清史研究：新材料與新視野」分場會議紀要 

王一樵（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編按： 

中央研究院主辦之國際漢學會議，旨在

宏揚中華文化、促進漢學研究與加強學術交

流。第一至第三屆會議分別於 1980、1986、

2000 年召開。為賡續此一傳統，檢視最近

十年左右的漢學動向，中央研究院集結七個

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單位（歷史語言

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

國文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語言學研究

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 2012 年 6

月 20-22 日共同舉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

各研究單位討論議題臚列如下。詳細分場議

程、論文摘要及講者簡介請參見該會議官網

（http://proj3.sinica.edu.tw/~icosas/02_ch.php）。

本文為歷史語言研究所其中一個分場之會

議紀要。 

 

研究單位 討 論 議 題 

歷史語言 

研究所 

古代庶民社會  

宗教與社會 

近世中國的轉捩點 

醫療、身體與環境衛生  

檔案考掘與清史研究  

中國近世的城市文化與生活  

中國的邊疆與域外 

出土材料與新視野 

東亞考古的新發現 

 

研究單位 討 論 議 題 

民族學 

研究所 

華人本土心理學  

漢人民眾宗教研究：田野與理論

的結合 

科技與現代經驗：人類學觀點 

  （文化與科技創新） 

科技與現代經驗：人類學觀點 

  （科技知識與社會） 

國家治理與地方社會  

身體、主體性與文化療癒 

近代史 

研究所 

近代中國知識史 

中國與周邊國家 

近代中國性別的建構與再現 

政權轉移與政策承繼 

儒學、家族與宗教 

中國文哲 

研究所 

文學經典的傳播與詮釋 

東亞視域中的儒學 

臺灣史 

研究所 

近現代閩、臺商人的活動與工商 

    業傳承商 

臺灣歷史的多元鑲嵌與主體建構 

帝國的邊區開發與族群關係 

語言學 

研究所 

語言資源  

語言類型 

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

中 心 

海洋史研

究專題 

東亞海域中的人員移動 

東亞海域中的商品 

東亞海域中的交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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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於 2012 年 6 月

20-22 日於中央研究院召開，其中一個分場

「檔案考掘與清史研究：新材料與新視野」

（ Exploring the Archives and Rethinking 

Qing Studies）假歐美研究所研究大樓一樓

會議室舉行。本屆漢學會議籌備逾二年，此

分場由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熙遠先

生主持籌畫，廣邀世界各國清史研究者齊聚

大會，交流研究成果；主要討論近年來清史

研究與清朝檔案研究的諸多議題，聚焦於新

材料與新視野兩方面的重要發現。 

三天議程共分成八個子題，包括：「I

檔案研究之回顧」（Studies I: Reflections on 

Archival Research ）、「 II 話語與政治」

（Studies II: Rhetoric and Politics）、「III 時

代 與 人 物 」（ Studies III: Historical 

Personages）、「 IV 基層社會與地方行政」

（ Studies IV: Local Society and 

Administration）、「V 官方祀典與民間信仰」

（ Studies V: Imperial Cult and Popular 

Belief）、「VI 經濟危機與因應對策」（Studies 

VI: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cy Re- 

sponses）、「VII 邊界貿易與族群關係」

（ Studies VII: Border Trade and Ethnic 

Relations），以及「VIII 稅務與財政管理」

（ Studies VIII: Taxation and Fiscal 

Management），共計發表 17 篇論文。除臺

灣學者外，亦有來自美國、澳大利亞、法國、

日本以及中國大陸、香港等多位國際知名學

者共襄盛舉，在會中提供極為會豐富多元的

新研究成果、新議題，以及新的研究取徑。 

I檔案研究之回顧議紀議 

會議第一天上午登場的首場議程「I 檔

案研究之回顧」中，首先是美國耶魯大學白

彬菊（Beatrice Bartlett）教授以 “Some of the 

Old New Approaches to Writing about the 

Qing Archives” 為題，回顧多年來研究清朝

檔案的過程，與會青年學者和聽眾透過她風

趣的言談，對清史研究前輩們的研究歷程得

到相當程度的了解。 

第二位報告人國立故宮博物院莊吉發

教授則以〈《滿文原檔》．《內閣藏本滿文老

檔》與清朝前期史研究〉為題進行報告，莊

教授強調滿文檔案文獻的重要性，介紹其運

用《滿文原檔》進行的清朝前期史研究，例

如：盛京宮殿名稱相關記載、三仙女傳說的

考證，以及崇德年間五宮后妃姓名的考訂

等。莊教授並在演講中回顧研究《滿文原檔》

與進行實地田野考察的各種歷程，提供年輕

學子參考。 

第三位報告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

究員張莉女士以〈滿文檔案與清代筆帖式〉

為題發表報告，張莉女士主要運用第一歷史

檔案館所藏清代滿、漢文奏摺錄副等第一手

史料，深入研究與考察清代筆帖式一職的設

置、選補、考試、管理、業務職掌、獎懲制

度等各項制度。 

II話語與政治 

會議第一天下午開始「II 話語與政治」

議程，第一位報告人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岸

本美緒教授以〈「中國」和「外國」──明

清兩代歷史文獻中有關國家關係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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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題發表論文，岸本教授主要採用關鍵詞

量化分析的研究方式，分析「中國」、「夷

狄」、「外夷」等關鍵字詞在明清相關歷史

文獻中的出現頻率；並且利用量化的數據

繪製成線狀圖、條狀圖以及百分比表格等

圖像化的訊息，進一步考察明清以來中國

的對外關係。 

第二位報告人為法國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教授宣讀  “From Archive to Hand- 

book: Anthologies of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in the Qing”。此項研究的主要史

料是多種清代「官箴書」、公牘文書與各類

清代法律文獻，例如目前存世的各種「成案」

類、「說帖」類、「省例」類法律文獻，以

及《刑案匯覽》、《駁案滙編》等書。魏教

授將這些法律文獻視為地方官員執行政務

時的重要參考手冊（handbook），並且由此

類文獻入手，討論各種已刊行出版的法律

文獻彙編書籍與未出版手抄本公牘文書之

間的關係。 

III時代與人物 

經短暫茶敘後，緊接著登場的是「III

時代與人物」議程，第一位報告人國立故宮

博物院馮明珠副院長，宣讀〈關鍵時期的關

鍵人物──論「欽定善後章程」形成與落

實〉。馮副院長的論文結合明清檔案學與藏

學研究，重新考掘《欽定藏內善後章程》的

形成與落實，進而討論漢、藏文版「欽定藏

內二十九條章程」（《水牛文書》本）的版本

問題。對此困擾藏學界多年的難題，馮副院

長認為該文書是處理西藏事務官員陳奏辦

理藏務事項，以及上諭等文獻的匯集。「藏

內善後章程」主要由清高宗頒諭指示，再經

多位大臣酌擬訂定，最後由清高宗頒布施

行。因此，《欽定藏內善後章程》是隨著清

朝處理涉藏事務而逐漸形成的章程，並非專

指特定的單一文獻。 

議程第二位報告人，由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研究所劉小萌教授發表〈滿人家中的

漢人──以完顏麟慶為例〉。劉教授主要透

過清代重要滿族家族的年譜、家譜等歷史文

獻，以及完顏麟慶（1791-1846）《鴻雪因緣

圖記》等資料，觀察清代滿族人士的日常生

活中融合漢族士大夫文化的生活情趣，進而

說明清代社會中的身分認同問題可以有不

同於以往的研究視野。此外，劉教授更選擇

麟慶家中的三類漢人（妻妾、塾師、幕客），

分別就其身分、與滿人的關係等問題，進行

相關討論。 

IV基層社會與地方行政 

第二天上午首場議程「IV 基層社會與

地方行政」，首先由天津南開大學杜家驥教

授以〈清代檔案刑科題本的史料價值──以

「清嘉慶朝刑科題本」所反映的清代基層社

會關係為例〉為題進行報告。該文聚焦於如

何使用清代刑科題本作為社會史研究的材

料，透過詳細分析各種案件，對清代社會做

出更深入的研究。 

第二位報告人，中研院史語所劉錚雲教

授宣讀〈皇權為中心的權力競逐：以清雍正

十二年官缺更定為例〉。劉教授主要利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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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的《雍正朝內閣六科史書．吏科》相

關檔案文獻，對於舊作〈「衝、繁、疲、難」

──清代道、府、廳、州、縣等級初探〉進

行更進一步的討論。劉教授指出自雍正十二

年（1734）各省官缺更定的事件，可以觀察

到地方督撫與吏部間的權力競逐現象。事實

上一旦中央決策定調，地方督撫所採取的策

略不會在制度面上再多下功夫，也不再與吏

部就此事做更進一步的互動，多半是訴諸皇

帝的直接認可。 

V官方祀典與民間信仰 

第二天第二場議程「V 官方祀典與民間

信仰」，首位報告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

教研究學系黎志添教授，以〈「神道設教」：

從廣州府地方廟宇碑刻文獻探討明清士大

夫對民間神祠廟宇的立場〉為題進行報告。

黎教授利用多年來收集的明清時期廣州府

屬，以及鄰近十一個縣內地方道觀與民間廟

宇的一百二十多座碑刻文獻資料，並配合實

地調查發掘原碑（詳細抄錄碑刻捐助者姓

名、人數、捐金數目）的考察方式，以此探

討明清時期廣東華南地區一帶，儒教禮儀、

宗廟制度，及以祠廟為中心的神明信仰之

間，各種競爭與衝突的相關問題。黎教授指

出，透過碑刻文獻可以看到儒教官紳利用地

方廟宇發揮聖人「神道設教」的積極作用，

有益於鄉里教化。另外，對於許多撰碑者而

言，地方正統秩序的建立與民間眾多的神祠

崇拜，並非全然對立，事實上，兩者存在著

許多相濟互補的緊密關係。 

第二位報告人中研院史語所陳熙遠教

授則以〈從中央到地方：先農信仰的佈建與

壇廟體系的崩解〉為題，進行報告。陳教授

的研究嘗試利用清朝官方檔案、地方志書等

文獻史料，並配合清代「耕耤禮圖」、「祭先

農壇圖」等圖像史料，梳理傳統先農壇祭祠

活動的發展。陳教授在演講中說明自雍正四

年開始，清世宗即以「耕耤禮」向天下臣民

宣示勸農，下令直省州通祀先農，在全國各

地佈建「先農壇」祭祀，並且賦予地方官代

理天子在地方施行春耕之禮。最後，陳教授

以位於臺灣宜蘭五穀廟旁的先農、社稷、風

雲雷雨合壇壇位為例，指出先農壇祭祀在地

方民眾的祭祀活動中，如何呈現出各種壇位

合併混同的特殊形式。 

第二天議程的下午，大會安排與會學者

與青年學子一同參訪中研院史語所明清檔

案工作室，就近考察清朝檔案。工作室王健

美女士並詳細介紹史語所典藏的明清內閣

大庫檔案中的珍貴藏品。 

VI經濟危機與因應對策 

第三天上午首場「VI 經濟危機與因應

對策」議程中，首位報告人國立成功大學歷

史系謝美娥教授以〈天氣多雨：十八世紀湖

北糧價與氣候變遷（自然災害）、糧食收成

的關聯（1738-1797）〉為題，發表研究成果。

謝教授主要運用王業鍵「清代糧價資料庫」

中湖北省各府在 1738-1797 年間的米價、麥

價資料，以及《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

的資料表中武漢、江陵、宜昌、鄖縣四個站

點的旱澇等級數據與官方檔案中記載的收

成分數等定量史料，並配合《中國三千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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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記錄總集》中清代湖北氣象記錄等定性史

料進行研究。謝教授的研究主旨在於考察十

八世紀的自然災害及天候條件影響下的糧

食生產收成，如何造成湖北糧價的波動。此

項湖北的個案研究指出氣候變遷（自然災

害）和糧食收成，與糧價變動的短期、長期

關聯皆很顯著。其次，湖北個案中糧食收成

與糧價變動的短期、長期關聯也是顯著的，

具有相當程度的關連。 

另一位報告人中研院史語所陳國棟教

授發表〈康熙五十六年禁止南洋貿易的決

策〉一文，主要利用史語所明清內閣大庫檔

案所藏的〈康熙五十六年兵部禁止南洋原

案〉、《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以及《傳教

士與法國早期漢學》書中收錄的陳昴原奏等

文獻，討論這段時間清廷對於是否禁止中國

商船前往南洋貿易一事的決策過程。陳教授

認為在這起事件中，福建巡撫陳璸（1665- 

1718）並沒有建議禁止南洋貿易成為全國性

政策，他只是皇帝導引兵部、九卿，以及其

他大臣意見的引子，真正的決策者仍然還是

皇帝。 

VII邊界貿易與族群關係 

第三天上午第二場「VII 邊界貿易與族

群關係」議程中，第一位報告人大阪經濟法

科大學華立教授發表〈從檔案記載看清代伊

犁社會中的內地商民〉一文，主要利用中國

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宮中檔、軍機處滿文

奏摺錄副檔案與伊犁當地文獻（例如格奉額

《伊江滙覽》等書），並配合在新疆伊犁地

區的田野調查，研究清代伊犁社會中內地商

民的經濟活動。華立教授修正前人的研究，

並且指出在伊犁經商的內地商民，不是只有

漢族，還包括大量回民，其中以陝甘兩省所

佔的比重最大，也因此帶來了內地穆斯林社

會特有的群體意識和社會活動方式。 

第二位報告人，中研院近史所賴惠敏教

授則是利用臺北蒙藏委員會所藏蒙古國家

檔案館相關清朝商業檔案，以及相關歷史文

獻，並結合清代山西晉商文物、票號相關歷

史文獻，呈現十九世紀以來中俄雙方在恰克

圖一帶的茶葉貿易活動。 

VIII稅務與財政管理 

第三天下午最後一場「VIII 稅務與財政

管理」議程，首位報告人澳洲雪梨大學鄧海

倫 （ Helen Dunstan ） 教 授 以 “About as 

Interesting as the Telephone Directory: 

Encounters with Routine Fiscal Memorials of 

the High Qing Period” 為題進行報告。該項

研究以清代題本的紀錄為主，配合中研院史

語所藏明清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突破性地

繪製出多項清代地方財政的數據表格，進而

重新考察與分析盛清時期各省級地方政府

的財政情況。 

第二位發表人法國遠東學院研究員陸

康（Luca Gabbiani）教授宣讀  “The Title 

Deed Tax（shuiqi 稅契） in Qing China: a 

Reappraisal”。陸康主要使用清代各種契約

文書（包括稅契、紅契、白契、契尾等），

並配合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等相關文

獻，研究清代民間社會經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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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綜合而論，會議中多位學者不約而同

地在清史研究的不同領域中，提出如何運

用不同方式來研究與詮釋檔案，或是利用

檔案以外的史料來豐富檔案研究中的議

題，進而深化其研究成果。最後的圓桌討

論上，白彬菊、岸本美緒、馮明珠、陳國棟、

劉錚雲、陳熙遠、杜家驥、謝美娥等諸位教

授都就自身的研究經驗以及研究領域，做出

重要的發言。 

清史研究的前輩白彬菊教授在發言

時，回憶 1970 年代初次到臺北進行研究的

經歷，當時研究環境與物質條件上相當不

足，在臺北天母進行第一次國際性的清史會

議時，不僅沒有電腦，也沒有投影機等設

備，遑論資料庫等現代工具；語言交流也不

比現在，會議上必須將英文稿譯為中文，或

是將中文稿譯成英文；也不像現在有嚴謹的

議事規則，一切都屬於草創的階段。經過

二、三十年的時間，她認為現在中文世界學

者的研究成果，早已遠遠超出歐美學者，值

得敬佩。 

魏丕信教授也回顧了年輕時在法國巴

黎閱讀與研究《清史稿》的經過，以及 1970

年代清朝檔案逐漸開放的過程，並且進一步

討論現代數位化成果所帶來的改變、將來可

能面臨的問題，以及典藏單位未來應該努力

的方向等等。 

劉錚雲教授詳細說明史語所明清檔案

工作室多年來進行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的整

理、數位化，以及建構資料庫與明清人名權

威庫的相關過程，並且強調數位化與資料庫

的成果已廣為國內外學人查詢利用。 

馮明珠副院長則回顧了國立故宮博物

院進行數位化工作的歷程，並指出政府多年

來支持數位典藏所形成的技術與知識的重

要性。隨著技術的建立，近年來更向蒙古國

家檔案局輸出數位典藏技術的具體成果。 

岸本美緒教授由三方面討論此次會議

議程的發表內容。首先，她指出清代檔案

研究的研究史議題上，史學界對於清史的

評價在這數十年內有著明顯由低到高的改

變。但若由「新清史」的討論、東亞史等

議題等來看，研究者對於清朝的許多面貌

仍不夠清楚。因此，其中一個可能的交流

途徑，便是回顧清代檔案的相關研究史。

她接著便回顧 1930 年代湯象龍（1909- 

1998）對於清朝財政檔案所進行的大規模

抄寫工作，其成果是首度將檔案與財政史

研究加以綜合研究。其次，批評檔案的可

靠性也是一項重要的議題。岸本教授引述

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研究，指

出清朝官方登記的人口增加的數字，若以

人口統計學的方法進行考訂，則可發現這

不是人口自然增加產生的真實數字。因此

在使用檔案文獻的方法論上必須加以討

論。最後，岸本教授指出使用原始檔案的

好處，正在於就算其中有掩飾、扭曲之處，

對於了解清朝官方決策的形成過程仍有相

當重要的幫助。 

謝美娥教授也指出湯象龍等人完成的

清代財政經濟史檔案抄件檔案（現藏中國社

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即便在今日依然有

相當重要的史料價值，可以補足檔案因戰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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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失的不足之處。謝教授更就其經驗指出檔

案數位化的成果與資料庫，對於今日研究者

而言相當重要，使學者們得以不受限制地由

遠距離查閱檢索相關史料。 

華立教授則由研究清代邊疆的具體經

驗出發，指出田野調查上必須注意各種歷史

文物的考察，即便是一個位於邊境小城的清

代銅鐘也可能提供重要的歷史訊息。 

杜家驥教授以《嘉慶朝刑科題本》研

究為例，指出在各種細緻化的閱讀與不同

研究方法下，能呈現出清朝檔案的不同面

貌；而各種案件中呈現的社會情況亦是十

分多樣。 

陳國棟教授則以丹麥、泰國等地的收藏

為例，指出國外典藏清朝檔案的單位甚多，

有待學界進一步的開發與利用。 

最後，會議在諸位學界先進的治史經驗

交流與分享中圓滿落幕。 

 

▲「檔案考掘與清史研究」分場與會學者合影，前排由左至右為鄧海倫教授、莊吉發教授、王業鍵

院士、白彬菊教授、魏丕信教授。後排由左至右為謝美娥教授、杜家驥教授、陸康先生、華立教

授、岸本美緒教授、馮明珠副院長、陳熙遠教授、劉錚雲教授、何漢威教授、吳啟訥教授、古偉

瀛教授、林士鉉教授、張莉女士、賴惠敏教授。（2012 年 6 月 22 日攝於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劉錚雲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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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會議主持人吳景傑，報告

人陳重方、李如鈞、游逸飛、楊

曉宜、鹿智鈞。（2012 年 4 月 14

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文二十教室） 

《史原》跨學群討論會 

「中國傳統法律知識、教育與傳播」討論紀要 

吳景傑（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毛元亨（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編按： 

《史原》自 2010 年復刊以來，便致力

於結合各學群研究生的研究專長，促進彼此

交流，並提供研究生發表未成熟或階段性研

究成果的平台。職是之故，《史原》策劃一

系列的講論會與討論會，並於 2012 年 4 月

14 日舉辦首次跨學群討論會，以「中國傳

統法律知識、教育與傳播」為主題，邀請各

學群專業領域的研究生進行學術討論，本文

即為該場討會紀要。 

 

前言 

《史原》跨學群討論會關注各時期歷史

的承與變，而傳統中國法律正符合此關懷。

傳統法律自先秦至近現代有延續性；另一方

面，法律在各時期的變遷也清晰可見，至近

現代更因「西方法」的加入而產生劇烈變

動。在「傳統中國法律」此一大範圍議題中，

本次討論會選取「知識、教育與傳播」的子

題做為切入點。這是因為，傳統中國法律自

古以來滲透於政府制度與民眾生活，其中制

度固然是一切的基礎，但法律真正進入民眾

的生活，卻須經歷一段複雜的過程：先由制

度轉化為知識，知識再透過教育與傳播普及

於社會，廣為流傳，而後逐步被民眾內化為

日常生活之一部分。 

由於本次討論會的重點在學群間的交

流，而非個人研究成果的發表，故進行方式

不循一般研討會流程，而是由各討論人逐一

介紹各學群現今的研究成果（報告過程中隨

時可接受提問），眾與會者在此基礎上進行

學群間的對話，以期相互激盪，共同探尋傳

統中國法律的延續與變化。 

本次討論會共安排五位討論人，由臺大

歷史系博士生游逸飛主講

秦漢史，臺大歷史系博士生

楊曉宜主講中古史，臺大歷

史系博士候選人李如鈞主

講宋元史，臺大歷史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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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史報告人 

游逸飛 

生鹿智鈞主講明清史，臺北大學古典文獻研

究所碩士生陳重方主講近代史。會議主持人

為《史原》復刊第三屆明清史編委、臺大歷

史系博士生吳景傑。 

秦漢史 

游逸飛從「秦代的『以吏為師』是社會

教育還是知識壟斷？」切入，指出曾有學者

認為，秦只是將教育權力收歸政府，並限制

教育內容。秦臣民或在官府，或透過民間掌

教化的三老，都能學習法律。究實而論，秦

為維持官僚制度運作，自須培養懂法的官

吏。但據《商君書．定分》所記，人民與地

方官吏欲知法令須往縣廷詢問縣法官，法官

並無主動教育吏民之責，亦無意教育吏民完

整的法律知識。再據其他傳世文獻及簡牘資

料，地方官制不見獨立的郡縣法官。睡虎地

秦律說明秦低層官吏出身以世襲壟斷的「史

子」為主，庶民既然幾無機會任官，也就難

以學到專業的法律知識。故「以吏為師」絕

非廣泛的社會教育，而更近於秦官僚政府對

專業法律知識

的壟斷。 

西漢初年

仍承襲秦代壟

斷專業法律知

識的政策，直

到政府廢除史

子 的 世 襲 制

度，庶民才有

更多機會受教育、任小吏，而後民間律令學

的興起，象徵專業法律知識壟斷被打破，也

意味專業法律知識進一步的推廣與傳播。對

於專業法律知識從壟斷到開放的時點，可從

官吏隨葬律令文書習俗的興衰推測：秦至西

漢前期的官吏，大抵有以律令隨葬的葬俗，

而西漢後期以後的例子幾乎一個也不見，此

葬俗或於景、武之際開始衰歇。這可能正是

因為專業法律知識此時已不再壟斷，民間律

令私學開始興起，隨葬律令已經無法充分象

徵官吏的身分與階級。到了三國曹魏時代，

政府須設置專門的「律博士」教授律令，則

反映此時專業法律知識已非官吏、平民流行

學習的知識。專業法律知識再次成為少數人

的專利，但其意義已與秦至漢初大相逕庭。 

中古史 

楊曉宜嘗試從「傳播」的路徑討論中國

中古法律教育的問題。報告中指出，在傳統

中國，中央政府所頒布的法典，由地方官府

向民眾傳遞，而民眾是在地方官府與士人的

協助下了解法律。因此，在法律知識傳播的

過程中，地方官府在中央與民眾之間扮演著

中介的角色，而這樣的三方關係，正是濫觴

於中古。 

中古時期律學漸趨發展與成熟，如律典

註解、制定法典、培養法律人才、法理學術

的進步等，皆有很大的轉變與影響。中古的

「律學」機構，改變了上古時期以來的法律

教育制度。曹魏始創「律博士」，下至隋、

唐，其制度更為完備。律學有多方面的重要

意義：它掌握了國家的法律與解釋權，並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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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史報告人楊曉宜 ▲宋元史報告人李如鈞 

育許多法律菁英，促使法律學門愈趨專業

化，而法律體系之發展與建構也更加成熟。

另一方面，私人習法風氣並未因官方律學的

發展而消失。中古時期專業著作和律學家漸

漸出現，也有所謂「律學世家」。律學並脫

離經學，發展為獨立的專門學問。而在官員

方面，透過明法科或是科舉試判之類的選

拔，唐代法律人才的教育與學習成果愈加顯

著。但須注意的是，法律知識可能只是士人

任官所需的實務技能，他們學問的主體依然

是經學與文學。 

法律知識在民間的主要傳播方式有榜

文與出牓、司法審判的警示，以及與宗教結

合的特殊管道等，其主要目的是讓百姓了解

違法與守法的基本知識，以防止犯罪。榜文

指地方官府公布格式、條令於「廳事之壁」，

俾衙役、百姓知曉。出牓則指州縣寫錄、公

布牓文於州縣門及坊市、村閭重要道路，其

內容包含朝廷律令、各部門訊息、通緝名

單、司法審判紀錄等。牓除透過文字傳播

外，也由當地識字者、耆老或士人等以口頭

傳播。而司法審判的警示作用，除傳播法律

知識外，也向百姓宣示國家法律的威嚇力。

最後，民間法律傳播也結合宗教信仰、地獄

審判，使百姓不敢心生犯意。 

宋元史 

李如鈞比較宋代與前代在法律知識傳

播途徑上的異同，認為宋一方面繼承唐的制

度，在中央設有律學、律博士，舉行明法科

等法律考試，也透過張貼榜文與司法審判向

百姓傳播法律知識。但另一方面，宋元時期

的法律知識與傳播途徑，無論在官方或民

間，都有許多不同於前代之處，分述如下： 

一、將律文要義改編成韻歌、歌謠，方

便解讀與記憶，此舉不僅能幫助初學習律文

者，對準備法律考試與實際運用法律的官員

亦有參考價值。 

二、唐中葉以降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

使宋代地方事務日趨複雜，州縣官府業務愈

見繁重，故產生了指引官員處理地方事務的

綜合性論著──官箴，以及分享刑獄實務經

驗、司法心得的書籍，如著名的《洗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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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報告人鹿智鈞 

錄》、《名公書判清明集》等法學專門論著。 

三、宋代官、吏間的界線十分明顯，然

刑獄工作多由胥吏負責，官員亦常倚賴胥吏

處理司法業務，而其人又常久任一職，故往

往比官員更熟悉法律條文與司法實務。胥吏

透過父子相承與私下傳習，有自己習得法律

知識的途徑。待入元之後，蒙元統治者重實

用的傾向，不僅使法律更受重視，胥吏的地

位也因而提升，並有大量士人投身吏職。在

此背景下，出現《吏學指南》一書，教導有

意成為胥吏者基礎的法律知識。 

四、宋元江西以健訟著稱，史料中也有

一些關於訟師、訟學，甚至專錄「訟牒法」

之書的記載，這也許就是明清廣泛流傳之訟

師秘本的起源。 

五、綜合生活日用類書始見於宋代，而

現存元代類書中不僅可見宋代契約樣式，更

錄有與士庶百姓密切相關的法律知識，可供

時人面臨糾紛時參考。明清以後，類書種類

益加增多，也更為興盛普遍。 

明清史 

明清時期法律史料數量龐大，遠過於前

代。鹿智鈞從「法律知識」的概念著手，認

為法律知識可簡單分為兩個範疇，其一為法

律本身的內容與意義，其二為法律的實際運

用。由於明清時期資料充足，對於這二個範

疇的法律知識都能進行充分討論。明清時期

的法律形式既有因循，亦有不少創新之處。

明清的律典改易了唐宋的律典形式，同時仍

維持著律的地位。而一向與律典相輔相成的

令典，至明清則蛻變為會典，反映各種「例」

在明清法律體系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另外也

有《大誥》、〈教民榜文〉、〈聖諭十六條〉和

〈聖諭廣訓〉等帶有強烈官方教化色彩的法

律形式。 

明清時期並出現許多法律實務和參考

書籍，如註律典籍、訟師秘本、簡化律例讀

物等書，以及官箴書、幕學書（幕友經驗

談）、日用類書等作品。這些不同文類的書

籍由於閱讀群體有別，內容自然各有側重，

無法單純地視為一體。 

在法律教育方面，明清兩朝不僅未延續

過往官方設置「律學」的傳統，在科舉考試

對「判」的測驗中，似乎更以文采為評分重

點，而不重視律文的引用，甚至忽略了法律

推理。在此原則下所設計的考題，徒具形

式，難以測驗出考生的法律知識，完全無法

與唐代的「試判」相提並論。不過，雖然法

學教育在明清未受到官方青睞，但是非正規

性與未制度化的私學依然興盛，如此一來，

多少補足國家對於法律專業人才的需求。而

地方官也利用告示榜文與張貼審判讞語，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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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史報告人陳重方 

一些法律知識公開化，對於一般民眾多少存

在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上述官方或民間的法律知識，都隨著日

益發達的出版印刷業而廣為散播，政府面對

這種現象，基本上只要未過度危及社會秩

序，大多不會嚴厲查禁。明清政府選擇傳遞

法律知識，主要是為了統治之需，然而此舉

與民間的實務性考量，難以完全劃上等號；

這也說明嫻熟法律知識的訟師群體，為何始

終為政府所不容。 

近現代史 

陳重方從「法醫學」切入，檢視法律知

識從傳統到近現代的轉型過程。在一般的認

識中，傳統中國法醫檢驗多本宋代宋慈的

《洗冤集錄》，但罕為人知的是，明代其實

才是《洗冤錄》流傳的關鍵時期。在明代，

「洗冤錄」逐漸成為檢驗著作文類的代稱，

具有經典性，不再專指《洗冤錄》之省稱，

「洗冤」這個詞彙甚至被賦予「檢驗」的意

義。隨著明以降國家機器的擴張，行政指

南、訓導讀物等專業書籍的供需超過以往，

官民紛紛刊刻《洗冤錄》。在明代發展的基

礎上，清朝也接受《洗冤錄》作為司法檢驗

的標準。 

法醫學知識的「教育」，對仵作而言，

可能是靠「師徒制」或家族傳承。對於官員

來說，除了倚靠實際經驗累積外，最為普遍

且重要的途徑就是通過「閱讀」獲取相關知

識、掌握技巧。明清雖以《洗冤錄》為司法

檢驗標準，但官方容許異例的存在，「成案」

同樣是檢驗知識的重要來源和補充，故《洗

冤錄》的經典化，恐怕並不必然阻礙檢驗知

識的發展。 

今人討論清末民初檢驗制度和知識的

變革時，往往將「西方法醫學」和「傳統檢

驗知識」對立，提出「法醫學的輸入」及其

「對傳統的批判」，最終發展至「現代體系

的建立」的論述方式。然而，西方法醫學成

為新的典範固為事實，但在典範轉移的過程

中，其實也曾出現過延續傳統檢驗知識（以

《洗冤錄》為主體）的發展方向。持此論者

多承認《洗冤錄》有所不足，而西方法醫學

確有專精，但基於現實環境的種種考量和限

制，二者都不可偏廢。在此種思維下，於很

長一段時間內，清末遺留的檢驗吏和民國後

新出現的法醫並存於社會，且同樣都在司法

體制下工作。檢驗吏與法醫的衝突雖不斷出

現，但《洗冤錄》卻在這樣的矛盾中，繼續

發揮其影響力。 

小結 

五位討論人分從不同角度析論各時代

法律知識的教育與傳播，而從中我們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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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時代之間的連續關係。秦漢之前的法律

知識由貴族壟斷，並且成為地位的象徵，但

此景隨著民間律令私學的形成而不再。不

過，略向民間開放的法律知識，又隨著中古

律博士的設置再次成為少數人的專利。設置

律博士，在知識傳播上看似走回頭路，但在

律學發展的意義上，卻意味法律的學術化。

另一方面，中古的民間私學並未因此斷絕，

且政府尚透過布告與科舉考試的方式，向民

間傳播法律知識。這樣的模式延續至宋、

元、明、清，並且形成專業與普及兩種道路。

專業道路持續地往解釋律意、闡發律義、架

構學術體系的目標前進，而普及道路則是朝

精簡、易記、實用的方向發展。 

整場討論之中，有一個尚待解決的課

題，那就是「法律知識」本身的定義。各學

群討論人均提到各時期的法律知識，如秦、

西漢早期被壟斷的法律知識、中古律博士所

持有的法律知識，乃至於宋以降法律職業者

所運用的法律知識。而鹿智鈞並將法律知識

劃分為法律本體與實際運用兩個範疇。各方

分歧的見解，當有待進一步梳理與整合。此

外，我們更可進一步思索：傳統中國法律知

識在意涵上，是否等同近代或西方意義上的

法律知識？正由於這是個大哉問，仍需透過

更多的研究成果進行詮釋，只能暫誌於此，

留待有志研究者日後進一步探索。 

 

附記 

  討論紀錄中各歷史時期內容的文稿，為

五位討論人親自撰寫，再由吳景傑與毛元亨

彙整。惜限於篇幅，無法重現討論人與出席

者，以及討論人彼此之間熱烈討論與激烈爭

辯的實況，也未能呈現討論人完整的想法與

研究的現況。幾位討論人未來將陸續於《史

原》及其他期刊發表研究成果，欲知詳情，

敬請期待。 

 

 

《史原》復刊，敬邀惠賜鴻文 

我們選擇這刊物的名字，就是準備以現代為起點，回溯源頭，

返回傳統裏去。但返回傳統卻不等於復古與保守，因為我們

相信走過舊的蹊徑也可留下新的足跡。──《史原．發刊辭》 
 

《史原》於 2010年復刊並改版，由《史原》論壇主辦、臺大歷史系協辦，《史原》編輯委員會

編輯。復刊第 3期（總第 24期）已於 2012年 9月出版，復刊第 4期開始徵稿，截稿日為 2013年

5月 1日。 

本刊刊載專題論文、研究討論、學術書評，追求更嚴謹的史學訓練；也鼓勵發表學術書介、研

究回顧、研究札記、史料或學術文章的考證、校釋或翻譯、敘事史學、歷史小說、報導文學、紀錄

片前言等各種體裁的文章，嘗試創造更多元的史學風貌。為了在多元與嚴謹之間取得平衡，本刊採

雙匿名審查制，每期均邀集專家學者從嚴審查稿件。 

有意投稿者，請先加入《史原》論壇，入會資格不限，尤歡迎海內外歷史學研究生、青年學者。 

史原論壇網址：http://shi-yuan.blog.ntu.edu.tw/   史原編輯部信箱：shiyuan197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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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政治秩序與制度工作坊」 

會議紀實 
李志鴻（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前言 

2012 年 5 月 11 日，臺灣大學文學院

「跨國界的文化傳釋計畫：東亞各國間的

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和暨南國際大學歷

史系共同主辦「中國古代的政治秩序與制

度」工作坊，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舉行。五

位主講人分別是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

主任甘懷真、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教授阿部

幸信、復旦大學歷史系講師徐冲、暨南國際

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趙立新、臺灣大學歷史

系博士後研究員王安泰，以及三位討論人：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李昭毅、臺大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林宗閱和

林楓珏。 

會議內容 

甘懷真系主任開幕致辭時表示，近年來

中國古代史成為學界熱門的議題，國際學界

也對此感到興趣。他希望藉由這次工作坊，

國際學者們可交流和對話，分享近期研究成

果，對於這些課題未來繼續深入研究和重新

詮釋，將大有助益。 

第一場座談，由阿部幸信擔任主持人，

甘懷真主講「漢魏革命與皇帝制度的變

化」。主講人表示皇帝制度是傳統歷史學重

要的課題，現今的研究應該要回到史料的討

論上，以便重新理解和詮釋漢代的皇帝制

度，並在此基礎上，思索西周王權的性質、

戰國以降到楚國項羽的霸者王權內涵。值得

注意的是，主講人將王權分為「祭祀王」和

「戰爭王」兩種類型討論，以此來探討王霸

二元觀在漢代至曹魏的歷史發展。作者認為

「帝∕霸王」的二元體制深刻影響魏晉南北

朝的發展，未來值得繼續深入探討。 

與會學者對「霸者王權」的討論相當熱

烈，咸認為祭祀王和戰爭王的視角有助於我

們重新思考中國王權的內涵，具有高度啓發

性。最後，甘先生在回應中澄清他並非論述

中國天子只有祭祀權而缺少戰爭權，只是特

別強調霸者王權，以武力作為新的王權理論

基礎。他還提倡將皇帝制度進行更細緻地分

▲計畫主持人甘懷真先生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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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研究，以深化理解皇帝制度在不同歷史時

期所對應的內涵和特質。 

第二場座談由甘懷真主持，阿部幸信主

講「周漢間的君臣秩序」，郭珮君（臺大歷

史系碩士生）日語同步口譯。阿部先生重新

反思周與秦漢之間的君臣關係和支配原

理，強調該議題必須慎重處理，不能直接將

君臣關係改以國家之間的關係來理解。他也

檢討了日本學界過去對於中國古代君臣關

係理論的研究成果，並給予評價。在此認識

基礎上，他認為現今有必要重新檢討「二重

君主關係」的歷史性的特質。值得注意的

是，阿部先生的核心看法是周代到漢代的君

臣關係都是王權和臣下之間的「個別關

係」，是以臣下所率領的共同體的形式，特

別是對祭祀方面的經濟貢獻，可以看出對王

權的侍奉，但是王權往往無法支配下部共同

體進行。 

在討論時間，氣氛非常熱絡，學者們紛

紛聚焦於「二重君主關係」的內涵和本質討

論上。李昭毅表示漢代仍有許多官員屬於編

制外私屬的情形，與宮崎市定的理論並不吻

合。阿部先生回應這是一個關鍵問題，今後

可多注意漢代官制中的二層型態的變化，有

許多情況可能原本不是二層的狀態。 

第三場座談由王安泰主持，徐冲主講

「西魏北周的無年號紀年與中古皇帝權力

起源諸型」。徐冲以歷史書寫上的「禪讓前

起元」作為關注的出發點，探討西魏北周時

期皇帝權力表現的形態。他列舉《周書》、《北

史》等傳世文獻，並舉證許多西魏、北周無

年號紀年的石刻史料來探討該課題，他認為

上述的情況和西魏北周政治意識形態的改

變有關，並且強調西魏北周無年號紀年和

魏、周禪讓的問題，必須置於當時的歷史背

景方能深刻理解。 

與會學者聚焦於歷史書寫和西魏、北周

王權型態進行討論。趙立新針對不同歷史材

料的書寫提問，徐冲表示雖然雜用這些史

料，但整體上大致仍可視為屬於上層社會的

意識表現。林楓珏、李志鴻則針對佛教造像

記和基層社會進行提問，徐先生指出可以參

考侯旭東的作品，並認為這是未來具有潛力

和意義的研究之一。 

▲主講人阿部幸信 ▲主持人王安泰（左）、主講人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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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座談由徐冲主持，趙立新主講

「南朝皇帝政治下的宗室諸王與『皇弟皇子

府』」。趙立新強調「皇弟皇子府」是南朝提

振皇權政策的一部分，主要的做法是透過皇

帝宗室至各地擔任長官或開設軍府，尤其

「皇弟皇子」被視為皇帝血緣的最親近者，

他們所開設的軍府地位也高於其他人。皇弟

皇子府設有許多府官，透過梁官品和陳官品

的比較，可以發現「皇弟皇子府」的僚佐具

有較高的官階，也就是對應著較高的政治地

位，成為當時從政的一種不錯的選擇。主講

人表示隨著時間的推移，宗室政治、諸王的

文化轉變和士人仕途在諸府的結合，為王權

所接受，並規範成為制度，故產生皇弟皇子

府。 

與會者圍繞著南朝「宗室政治」和「士

人社群文化」議題進行討論。甘懷真認為主

講人對於宗室政治的研究，有助學界深入理

解魏晉南北朝的歷史。林楓珏、傅揚（臺大

歷史系博士生）則詢及軍府中的士人交遊和

文學，趙立新認為軍府有意模仿士族文化，

成為重要的士人交流場域，具有重要的文化

意義。 

 

第五場座談由趙立新主持，王安泰主講

「十六國時期的封國分布與天下秩序」，探

討自三國至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封國情況與

天下秩序的關係。在該時段中，有許多封國

不在自身統治疆域的情況，這可能和當時人

們對於天下秩序的看法和實際現實意義有

關。主講人首先強調，在三國時代，孫吳可

能發展出「並立天下」的觀點和做法。接著

探討東晉十六國時期劉淵的漢國時期的情

況，劉淵除了宣示繼承漢代之外，預先將諸

侯分封於漢國各地，也各宣示天下都是漢國

的領域。到了前後趙時期的封國多位於黃河

中下游和淮水以北地區，值得注意。而漢趙

時期長期實行虛封的原因，可能是天下秩序

的理論和實際政治上無法實踐有關。 

與會者討論聚焦於東晉十六國的天下

秩序。趙立新認為除了王安泰的說法外，當

時也有將天下分為東、西兩部分的概念，未

來可深入探討。徐冲提問東晉十六國的天下

秩序和建都洛陽的關係，王先生表示這可能

涉及兩個觀點，第一，攻陷洛陽當時也可以

視為王權崩潰的象徵。第二，東晉十六國涉

及胡漢政權的問題，是否建都洛陽，可能也

要考量胡族國家胡漢政治意識形態的問題。 

►主講人趙立新、 

王安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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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綜合座談，五位主講人和三位討

論人針對本次工作坊進行總結並開放討

論。首先，甘懷真強調東亞的漢字圈和天下

觀值得繼續研究，亦可將漢字世界視為一個

天下。而天子居中國治天下，中國是否對應

著都洛陽，仍值得思考。李昭毅談到自身對

於漢代官僚制度的研究，認為仍有許多事例

和宮崎市定先生的學說不同，他自許從事修

補過去學界關於這些議題的研究看法。徐冲

肯定甘懷真的看法，認為未來應將霸者王權

列入中國王權模式的思考，還要注意皇帝制

度在不同時期也可能對應著不同的樣態。阿

部幸信則強調氣候對於中國的農業和王權

之間的關係，他認為氣候因素可能會造成北

亞遊牧文明和中國農業文明之間的互動和

消長，這將會在歷史結構中影響中國王權的

性質。 

王安泰強調反思「何謂天下」，天下的

範圍和理念都值得深入研究，並且思考在歷

史的發展中，天下的概念是否也會隨之改

變？林宗閱則強調本次工作坊討論的理論

比較多，他覺得除了在宏觀的歷史研究外，

若能有幾個具有意義的個案研究，將有助於

理解這些歷史課題。林楓珏談到他對基層社

會研究的興趣，並認為在天下層次中，應該

也有基層社會的層次。另外，他認為造像記

可能是不錯的研究材料，提出透過造像記、

敦煌的出土資料來看待天下和王權的關

係，或有助於深化該研究。趙立新則強調「詮

釋」和「歷史想像」，他認為透過這兩個取

徑，有助於深化歷史的詮釋和理解，許多學

者優秀的研究都是很好的示範。 

與會者傅揚和楊承叡（臺大歷史系碩士

生）也發表他們的感想。傅揚指出可透過比

較中外歷史上王權性質的方法，理解中國王

權的性質。另外，他也強調可以思考中國統

一秩序和失序的研究。楊承叡則提出利用羅

馬史和中國史對比的研究。 

閉幕式時，甘懷真特別感謝阿部幸信和

徐冲的參與，也期盼這次工作坊之後，與會

的學者和學員們可以繼續討論這些別具意

義的議題。 

 

▲三位討論人，左起林楓珏、林宗閱、李昭毅 

 

▲會議進行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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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原》復刊第三期發表會紀要 

歐陽宣（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曾沅芷（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前言 

第三屆《史原》座談會暨復刊發表會在

2012 年 6 月 30 日舉辦，雖已近學期尾聲，

時逢盛夏，臺北天氣燠熱難耐，仍有眾多學

友、師長與會，共襄盛舉。 

《史原》復刊的重要精神之一，即在提

供研究生發表正式學術文章（經匿名審查的

學術論文、史料譯注及書評等）的機會。 

第三屆發表會與前兩次發表會不同之

處為：《史原》復刊第 3 期將待發表會結束

才出刊。如此一來，作者除了審查意見外，

亦能在文稿付梓前根據討論人及與會者的

意見修改文稿。 

《史原》第 3 期現已全文電子化，並上

傳至史原論壇網站，讀者可隨時下載閱讀。

故本紀錄僅重點節錄會議中作者與討論人

交流，撮其大要介紹。 

第一場發表會 

──主任致詞暨編委會交接 

會議一開始，首先由臺大歷史系系主任

甘懷真老師致詞。主任勉勵大家善加利用

《史原》這一優良的研究發表平台，進行

跨校、跨國的交流，不要侷限自己的視野

於一地。《史原》雖然附屬於臺大歷史系，

但歡迎各校系甚至跨國的學者、研究生投

稿，讓大家有更多機會與各界交流。 

接著，便進行編委會交接，並由第三屆

《史原》主編黃麗君（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

人）與新任第四屆《史原》主編韓承樺（臺

大歷史系博士生）致詞。兩任主編皆向辛苦

的編輯委員致謝，並特別感謝編輯蘇婉婷

（臺大歷史系碩士生）一年來在稿件送審、

校對等編務行政上所付出的辛勞。韓承樺提

▲甘懷真主任與《史原》復刊第三、四屆編委

會合影 

▲第三屆主編黃麗君（左）與第四屆主編韓承樺

交接，由甘懷真主任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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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史原》目前電子化、數位化及網路社群

經營的成果，期許第四屆及往後的《史原》

能透過數位管道提升討論風氣，繼續獲得研

究生及學界的支持。 

第二場發表會──明清史及近現代史 

第二場發表會範疇為明清史及近現代

史，由第三屆明清史編委吳景傑（臺大歷

史系博士生）主持，劉世珣（臺師大歷史系

碩士生）與游逸飛（臺大歷史系博士生）發

表論文，討論人分別為蔡名哲（中正歷史系

博士生）與李華彥（清大歷史所博士候選

人）。 

劉世珣宣讀〈近十五年（1996-2010）

清代旗人生計問題研究的回顧與討論〉，回

顧近十五年來史學界對於清代旗人生計問

題的研究面向與成果。旗人對清廷有相當重

要的意義，清代滿州統治者為鞏固在中國的

少數統治，對軍隊的主力「八旗」成員──

或狹義來說，僅有同族的滿人，待遇特別優

厚，以維持旗人在關內的生活安定，強化統

治根基。然而隨著旗人在關內久居，人口增

加，房產與生計來源不足，加以旗人不知撙

節，八旗生計面臨困頓的危機，情況日益嚴

重，成為清廷長期困擾的問題。清廷為了維

持統治根基，必須解決旗人生計問題，這些

政策就成為研究者探討清代政治與國家關

係的重要切入點。學界近十五年來開始重視

清代旗人的生計問題，相關研究日益增多，

而本篇文章即是對此進行成果回顧，歸納出

旗人生計問題的研究趨勢，補充其不足，進

而提出展望。 

作者以 1996 年為分野，1996 年以前，

學界對此問題的探討尚嫌不足。1996 年以

後，學界逐漸重視旗人的生計問題。從研究

課題來看，研究者除了探討京旗回屯等問題

外，也開展清末新政時期籌畫旗人生計、八

旗孀婦生計照顧等新課題，解釋觀點漸脫窠

臼，不再拘於民族主義觀點。 

史料運用方面，則有學者直接使用滿文

檔案及以往較少被使用的內務府、宗人府及

地方檔案等進行研究，多元的史料運用得以

強化論述。美國及日本學界在研究方法上，

採用社會科學理論討論旗人生計問題，為臺

灣及中國學界目前較缺乏的特色，或可作為

未來發展的方向之一。不過，清中葉到清末

新政時期的旗人生計問題仍較少被探討，且

有太強調旗兵群體的研究趨勢，忽略了其他

旗人的狀況，對旗人婦女也缺乏關注。因此

研究者日後應該多注意各階層群體間的差

異，進一步釐清這些問題。 

討論人蔡名哲指出，作者提出八旗生計

▲發表人劉世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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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滿州本位政策的一環，這點著實與諸

多研究面向環環相扣，非常重要。至於滿州

本位政策，「滿州」的範疇為何？是否只包

含八旗滿州，而不包含八旗蒙古和八旗漢

軍？學界對此也有廣義與狹義的解釋，故討

論滿州本位問題，應先界定滿州所指範圍。

其次，文中所引周遠廉的問題，也就是旗人

遭逢生計困難，為何沒有設法解決自身困

境，而是依賴清廷救濟，值得探討。最後，

所謂的「滿州性」或滿州人的美德傳統等，

其實是八旗生計面臨問題時，被塑造出來，

並追溯到遠祖的記憶。八旗生計問題與清代

滿州統治政策以及諸多問題都有所連結，確

實值得特別注意。 

游逸飛的〈女真海盜──錢穆《國史大

綱》史源考之一〉
1
是一篇短文，據發表人

所言，此文源於《國史大綱》讀書會的討論，

可見學術社群與論文寫作的連結。本文考證

錢穆（1895-1990）《國史大綱》修訂版（1995）

出現的「女真海盜」一事，即女真人攻打日

本相關事蹟，而此「女真海盜」相關敘述，

並未出現在原版《國史大綱》。「女真海盜」、

「海上女真」一事，出自日文史料記載，中

文史料並無相關敘述，但錢穆卻將之納入

《國史大綱》，並且寫得鉅細靡遺。本文藉

由考證，進一步提出問題：錢穆是一位頗為

傳統、強調民族主義的中國歷史學者，他如

何注意到源出日本的「海上女真」的相關記

                                                      

1 編按：該文原名〈女真海盜──錢穆《國史大綱》

史源考之一〉，經作者修訂後，更名為〈海上女真

──錢穆《國史大綱》史源考之一〉。《史原》復

刊第 3 期刊登者即為修訂版。 

載？又為何要將「海上女真」寫入《國史大

綱》？作者認為錢穆讀過藍文徵於 1953 年

發表的〈海上的女真〉之後，將這段史事的

摘要納入《國史大綱》修訂版中。 

由於《國史大綱》並非重於搜羅廣博史

料，而是闡發歷史精神，錢穆取捨史材的標

準與目的也就值得注意。藍文徵寫作〈金源

征日攷〉與〈海上的女真〉兩文的時間點分

別為抗戰前與國府遷臺後，具有關懷政治情

勢與民族主義的精神。錢穆特意徵引藍文徵

的研究寫入《國史大綱》，目的與寫作《國

史大綱》的民族主義有所契合，也說明錢穆

在《國史大綱》定稿後仍持續關注同時期史

家的研究成果。後人在閱讀與研究《國史大

綱》時，須對民國史與史家的時代精神更下

工夫。如何定位《國史大綱》在民國史學史

的意義，仍有待商榷。 

討論人李華彥對本文提出許多建議，特

別稱讚發表人的學術道德，但也認為可佐以

相關史料，無需詳述想法來源。其次，討論

▲發表人游逸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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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針對標題、註腳、人稱寫作方面，提出建

議。發表人在文中提出自己的想法不過二十

餘字，卻引用了諸多其他學者的說法，討論

人認為應當予以修正，也對發表人所提的錢

穆不善於發掘新史料與其民族主義史觀兩

點提出異議。討論人認為錢穆已是同時代發

掘史料的佼佼者，而錢穆是否為民族主義者

一點，不應為《國史大綱》的研究重點，錢

穆寫作《國史大綱》是否依據史料才是閱讀

與研究《國史大綱》者所當重視，這也是《國

史大綱》至今不衰之因。游逸飛隨後回應，

經由與他人討論而得的想法，應當對來源有

所交代，以避免誤會、佔據他人應得。 

其後，與會的臺大歷史系助理教授宋家

復就〈女真海盜〉一文提出諸多建議。首先，

宋家復表明，在學術討論場合上，我們應著

重於問題之討論與解決，而不需特意在與會

人士上之尊卑稱呼與頭銜上做區分。再者，

宋家復表示，對於系上仍有《國史大綱》讀

書會之存在與運作，感到十分欣慰。他彷彿

看到當年（1984），作為大學新鮮人的自己，

在甫入本系讀書時，便也組織了一個類似的

讀書會。其後，宋家復特別針對《史原》這

份研究生刊物，做了一個簡短的歷史性回

溯。他指出，我們應注意由逯耀東至牟潤孫

到陳援庵先生這條學術史線索，而刊物之題

名「史原」二字，其實就是在此般學術傳統

的傳承下，欲透過這份期刊來闡發一種「史

原學」的精神及意義，其有二點：第一，研

究者需徹底追索所有一手材料或二手研究

資源的來源；第二，在追溯的同時，也需進

一步理解不同研究者，其使用各式史料之原

因、意義及過程為何。以下，宋家復便以此

為出發點，對逸飛文章的考證提出幾點評

論：一，《國史大綱》修訂版出版於錢穆過

世之後，原僅附於筆記上的「海上女真」相

關論述放入修訂版是否為錢氏之意，難以確

證。二，錢穆文中並未稱此事之女真人為「海

盜」，「女真海盜」為作者自行添加的詮釋。

三，第二節述及錢穆讀日本史料一點，這並

非全然為一條「失敗的路」，而應可以繼續

追溯、研究。四，文中諸多感謝他人提攜指

點想法的敘述，宋家復認為作者應當在此基

礎上提出自己的想法，文章多歸功他人想

法，便難見作者的原創性貢獻。五，宋家復

特別討論了文中所引的藍文徵兩文，與藍氏

來臺前後的學術、政治背景，對其著文真正

目的做了一番考證，並表示無論藍文徵或錢

穆，書寫「海上女真」相關文章時，俱與二

戰時反日民族主義無關，反而與韓戰時期東

北亞的情勢有關。最後，宋家復也表明自己

對於《史原》與治學方法的一些期許，即是

研究歷史當以切實的讀書精神，追索探問史

料的根源，才能增長研究者的學問。 

 

►發表人楊舒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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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發表會──宋遼金元史 

第三場發表會以宋遼金元史為範疇，由

第三屆編委毛元亨（臺大歷史系碩士生）主

持，發表人為楊舒雲（政大中文系博士生）

與許正弘（清大歷史所博士生），討論人分

別為吳承翰（政大歷史系博士生）與張維玲

（臺大歷史系博士生）。 

楊舒雲所撰〈余英時的士人論及其歷史

思維──以宋代「君臣同治天下」觀為切入

點〉一文，以思想史與制度史雙脈絡，對宋

代「君臣同治天下」進行內在理路和外緣影

響兩層面之考察，重新商榷余英時在《朱熹

的歷史世界》提出的「士人自覺」說，藉此

鑑照余氏士人論的中心思想，即知識分子面

對時代環境限制所展現的精神。 

余氏認為，「同治天下」不僅是宋代士

人普遍的社會意識，也是君子「以天下為己

任」精神的體現。甚且，余氏之研究絕非只

重精神和思想的力量，忽略環境對人的諸多

限制；事實上，余氏更重視士人受到時代環

境限制時所展現的能動性與主動性。發表人

先考察「君臣同治天下」的內外歷史脈絡，

再從余氏士人論出發，探討余氏的歷史思維

及其關懷，呈現出一位史家如何理解行為與

思想之間的互動，以及思想在歷史中的意

義。 

討論人吳承翰指出，本文所論可分為兩

個部分：余英時士人論及余英時的歷史思

維，皆是大哉問，可以獨立討論。本文勇於

檢討前人觀點，希望未來有更多類似論文發

表，將有助於深入探討既定觀點。接著，討

論人對文中所述士人精神受到的外緣影響

之脈絡，以及余氏論述中宋代士人重視和實

踐「內聖外王」的相關解釋，提出一些異議。

討論人認為作者的解釋與現代學界的主流

解釋有差異，也與余氏原解釋有些不同，並

解釋宋代以前與宋代士人受制度影響對「內

聖外王」的實踐差異。至於歷史思維的部

分，作者將余氏對自覺的看法解釋成與中國

治史精神相合，討論人亦提出一些詮釋思想

脈絡的建議。 

許正弘〈持節與執戈──金烏林荅天錫

事跡考論〉，考證烏林荅天錫的生平事蹟。

《金史．世戚傳》所附的烏林荅天錫小傳僅

19 字，作者期望能從正史、文集及碑刻等

史料考察，補充烏林荅天錫在金史本傳之

闕，並從其在持節出使與執戈拜將的身分轉

換中，概見金世宗朝之金宋關係。烏林荅天

錫家族顯貴，與金朝皇室世代聯姻，地位可

見一斑，然而《金史》相關記載卻十分簡略。

烏林荅天錫曾出使南宋，《宋史》記載他無

禮於宋廷，回國獲罪之狀，但實際獲罪之

因，據考證另有貪贓枉法之嫌，宋人記載應

為附會。烏林荅天錫也曾出鎮軍事重地河南

軍區，以其皇親身分和出使南宋的經驗頗具

◄發表人許正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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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然史傳卻未能詳盡記載相關事蹟。本

文以石刻、文集等其他史料，補正史之闕

漏，以求對烏林荅天錫在金宋關係中扮演的

政治角色有更正確的認識，也得以了解金宋

在武力對抗外的外交與國防角力之一環。 

討論人張維玲讚許本文考證嚴謹，並針

對烏林荅天錫在史載中出使態度轉變的相

關考證提出意見：一，南宋政治局勢與對金

戰略的改變，使宋金關係變得緊張，烏林荅

天錫無禮一事遂使宋朝朝廷、金使同僚皆不

能容忍。在雙方史載不相符的情況下，研究

者應結合政治局勢論證此事的意義。二，討

論人質疑虞允文在宋金外交上得以勝利，何

以史傳缺少對其功績的溢美記載。 

第四場發表會──中古史 

中國中古史場次兩位發表人為李海默

（紐約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班研究生）與黃麗

君，評論人為王安泰（臺大歷史系博士）及

謝柏暉（臺師大歷史系碩士）。 

李海默〈東晉初基奠定與所謂「三窟」

之計〉，認為懷帝光熙元年（306）司馬越與

王衍入主中原時，王衍建議司馬越經營洛

陽、荊州及青州作為「三窟」，並以王衍的

親族在東、西方組成兩個勢力圈。司馬越的

規劃似乎沒有充分顧及江東地域，「三窟」

之計並未發揮應有的效果。在此背景下，受

命過江的司馬睿反而利用自己在司馬氏、王

氏兩個親族勢力團及「三窟」之計中的特殊

位置，積極進取，最終奠定東晉立國的基

石，固守江東並鞏固江州－壽春－兗州的邊

境防線，開啟中國從東西二元走向南北分立

的歷史趨勢。 

討論人王安泰表示中國中古政治史的

新材料有限，該領域研究者皆熟稔政治史的

史料，因此中古的政治史研究是最簡單也是

最困難的。簡單之處在於容易入手，有眾多

研究成果可供參考，困難處亦在研究成果太

多，難以切實把握。李文關心司馬越採納王

衍「三窟」之計的實際運作過程，過去對此

雖有討論，本文注意到前人所未見的線索，

用新方法操作傳統課題，即以「親族勢力圈」

的思路，分析司馬越與司馬睿的實力消長，

比較雙方政治權力、軍事安排與國策計畫，

將司馬越的失敗歸因於僅注意到江北政治

力量的分配，未能顧及江東，導致晉武帝想

要走出漢朝既有框架的計畫失敗。 

司馬越最初派遣的人選並不受江東歡

迎，故改派司馬睿。傳統看法將司馬睿視為

「一窟」，是司馬越原先計畫失敗後的眾多

選擇之一，「三窟」並非一定實指，也可以

虛指。本文一開始便將司馬睿與司馬越對等

看待，這與傳統看法不同。 

黃麗君〈防閑託守宮──漢唐之間以守

宮為方的驗淫術〉，旨在研究守宮砂的製作

方式及在不同時代的流傳。守宮砂由守宮與

丹砂合製，傳說點在婦人身上，行房後會脫

落，有「防閑」或「驗淫」作用。此技術在

中國流傳甚久，最早出現於馬王堆漢墓出土

的古醫書，但作為專有名詞是在近世才形

成。作者從這項技術的製作及使用，分析其

在漢唐之間的最初形貌。漢代文獻記載的製

作過程中，丹砂並非必要之物，至魏晉南北

朝以後，守宮加丹砂的製作方法才逐漸固



 

 

 

 

《史原》復刊第三期發表會紀要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3∕2012 年 10 月 49 

定，這時才較接近後世所謂的「守宮砂」。

此外，「守宮」為製作時的關鍵材料，點在

婦人身上產生的變化涉及「守宮」二字的解

釋，傳術者意見分歧，作者也試圖討論此

點。從性別角色切入，由製作過程可知，在

漢代，女性是被施作的對象，到了唐代，女

性卻成了施作者。表面上看似從被動轉換至

主動，但實際上女性與守宮砂的使用目的是

矛盾扞格的，象徵女性在這類方術中被支配

的地位。 

討論人謝柏暉指出，守宮砂所具有的法

術神奇效果，現在難以理解，也不清楚歷代

實際施行的情況。如唐代《新脩本草》、明

代《本草綱目》對能用作「守宮砂」的「守

宮」是何種生物，均有不同意見。討論人主

要提示兩點意見：首先，馬王堆帛書中，「守

宮砂」乃在〈養生方〉，而〈養生方〉又被

歸類為房中術，若將守宮砂視為媚藥的一

種，即可能有搭配的法術。在漢代宮廷若被

發現使用媚道，會遭到嚴懲，但「守宮砂」

並非女性施加在男性身上之物，故性質與媚

藥不同。從漢武帝及東方朔的例子看來，由

男性施放的「守宮砂」似乎未觸犯宮廷禁

忌，也許能夠延伸探討「媚道」中性別面向

的課題。其次，作者認為由唐代的〈宮娃歌〉

可知「守宮砂」的製作技術雖已為女性掌

握，女性依然無法擺脫男性的支配。討論人

的疑問在於，唐代時可能已不實際使用「守

宮砂」，而純粹是文學的表現方式，理由在

於女性掌握了這個技術能夠「驗淫」，同樣

也能以這個技術欺騙男性。 

第五場發表會──中國古代史 

中國古代史場次發表三篇文章，學術論

文有陳盈全（臺大政治系碩士）〈《鶡冠子》

的「道生法」思想〉，史料譯注有高震寰（臺

大歷史系博士生）、蔡佩玲（臺大歷史系碩

士生）、張莅（清大中文系碩士生）、林益德

（臺師大歷史系博士生）、游逸飛共同完成

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錢律》譯注〉，

以及歐陽宣（臺大歷史系碩士生）撰寫的書

評〈評梁雲著，《戰國時代的東西差異──

考古學的視野》〉。評論人依序為劉芝慶（政

大中文系博士生）、沈明得（明治科大通識

中心助理教授）以及黃川田修（東海歷史系

助理教授）。 

►發表人黃麗君、 

 陳盈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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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盈全解析《鶡冠子》的「道生法」思

想，重新組織書中分散各處的線索，將哲學

性的概念串連起來。文中論及「一」與「道」

的關係，認為二者有所區別。作者從兩個層

面加以考察：（一）從文本內容而論，《鶡冠

子》透過「四稽」的天、地、人、命等具象

要素，解釋君王如何認識世界，以說明事物

的靜態性質與動態關係。衍生的問題為，先

秦時期是否真的存在「道家」，或是所謂的

「黃老思想」。因為《鶡冠子》中的「道生

法」思想與黃帝四經、老子的「道生法」名

同實異，並非法制或法令。《鶡冠子》的「道

生法」強調聖人藉掌握「道」，發揮具認識

意涵的「法」，進而掌握「神」與「明」的

認識能力，從而治理秩序。（二）從文本的

外在關係而論，《鶡冠子》的「道生法」思

想與戰國時代的認識活動、解釋世界與治理

秩序的思想背景有關。此外，作者亦檢討《鶡

冠子》與黃老學間的關聯，分析黃老學的範

圍、表現形式至道家學派的深度與廣度。 

討論人劉芝慶建議作者對「一」的討論

可以再多加著墨，並參考李訓詳先生在《新

史學》發表的〈戰國時代一的概念〉。作者

注意到的是開展後的一，但對開展前那種境

界式、概念式的一也可再行發揮。莊子說「達

者知通為一」，荀子講「虛一而靜」，老子、

孟子、管子及商君書等也都提及此種「一」。

討論人以為《鶡冠子》時常提及「一」，與

戰國思想史的脈絡脫不了關係。從「一」開

展後的世界是紛亂無章的，必須透過「道」

才可以使之恢復秩序。「一」跟「道」的關

係更為密切、深層，但作者未突顯其與時代

背景的關係，導致論文的重點無法清楚呈

現。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錢律》共 13

枚竹簡，集體譯注為「四分溪簡牘讀書會」

的研讀成果之一。研讀時參考 2000-2009 年

間出版的數種張家山《二年律令》譯注本，

包括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2001）、

朱紅林，《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集釋》

（2004）、「三國時代出土文字資料の研究」

班，〈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二年律令」譯

注稿その（一）至（三）〉（2004-2006）、張

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

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

（2006）、早稲田大學簡帛研究會，〈張家山

第二四七號漢墓竹簡訳注（一）至（五）〉

（2002-2007）、彭浩、陳偉、工藤元男編，

《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

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2007）、専修大學

《二年律令》研究会，〈張家山漢簡『二年

律令』訳注（一）至（十二）〉（2003-2009）。 

此篇譯注有下列幾點特色：第一，在簡

牘編聯號後附加出土號，並附上完整的〈錢

律〉出土位置圖，據此討論編聯以及分篇；

第二，比較並評估 2001 年本圖版與武漢本

紅外線圖版的差異；第三，標明竹簡原有的

重文、勾識等各種符號；第四，以現代中文

翻譯〈錢律〉，是目前學界第一份中譯本，

並做簡要的字詞釋義；第五，較全面地整理

學界對〈錢律〉與漢初出土貨幣的研究；第

六，分析部分簡文的筆跡，討論其中不應屬

於〈錢律〉之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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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人沈明得指出，本篇史料譯注由簡

文、竹簡狀態、釋文、翻譯、字詞釋義及問

題討論六個部分組成。作者們將釋文與簡文

分開的做法很正確，簡文表現的是原簡的文

字與符號，介紹竹簡狀態，有利讀者掌握原

簡狀態；運用釋文標點──以括號區別今體

字，單引號標示錯漏字，粗體括號標示脫漏

字──表現原簡的原意。在研究取徑上，綜

合採納目前各版本的意見加以比較討論，進

一步提出新意見，廣納前賢諸說，亦保有其

獨立的批判性。不過在問題討論中廣納各家

意見，但沒有更深入的說明，殊為可惜。 

此外，出土簡牘的保存不易，《二年律

令》出土後，通常先拍照釋讀，一段時間之

後才以紅外線照相，但此時已出現裂縫擴

大、泛黑及彎曲的現象，難以辨識。如文中

言簡 203 字跡不清，紅外線照片相對清楚；

仔細觀察圖版便可發現，紅外線圖及原圖照

片各有優缺點。如此看來，應當二者兼用。

本文另一應考慮的問題在於敘述竹簡狀況

時，常用「相對清楚」、「稍顯模糊」這類措

辭，會讓讀者較無法掌握材料的狀況。 

歐陽宣的書評介紹及評論梁雲著，《戰

國時代的東西差異──考古學的視野》，該

書以考古的視角對秦文化的發展進行跨區

域的比較研究，從秦與東方國家在銅陶器物

群演變、器用制度、墓葬等級序列、都城型

態發展、城址等級分層結構等五個方面，比

較戰國時期東西社會結構及發展歷程的差

異。梁雲的貢獻及啟發在於首次以比較的取

徑，將秦文化放在東周考古的宏觀視野中研

究，注意到考古資料顯示出秦與東方各方面

的差異，並對此提出解釋。未來對秦文化的

研究應可在梁雲建立的比較視野基礎上，結

合考古學與歷史學，進一步探索東周時期秦

與東方諸國在文化上如何相互影響。 

討論人黃川田修先說明因為這次所評

的文章是書評，故有些評論是對書評作者歐

陽宣所發，有些則是針對該書作者梁雲而

發。首先，自二十世紀初 30 至 40 年代，已

有相當多的學者注意到東周時代中國各區

域的特色，如 1930 年代郭沫若在東京出版

的《兩周金文辭大系》，與 1940 年代陳夢家

在紐約演講時，即已將東周時代的青銅器按

照傳世文獻中戰國七雄進行分類，例如北方

系統的燕國，東方系統的齊、魯。同時期亦

有學者對東周城市遺址進行調查及田野發

掘。從此角度來說，梁雲的著作承繼前述的

成果，以宏觀的視野解釋東周時期中國社會

的東西差異，頗具啟發性。 

其次，誠如發表人所述，在考古文化反

映的社會結構裡，政治支配因素到底發揮多

大作用，仍值得進一步思考。舉實例而論，

「秦文化」所指涉的範圍為何，涵蓋了社會

▲發表人（由左至右）蔡佩玲、游逸飛、林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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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的哪些部分，都該進一步討論。最後，

我們該在何種前提下以考古資料討論東周

時期中國的國家、社會及文化區別？此書從

器物群演變等五個層面討論上述問題，但這

樣龐大分量的研究著作，一個青年學者是否

能夠獨立做好研究？ 

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閻鴻中針對

古代史場次發表的論文提出三點意見，分述

如下：林益德在文中指出簡文 208 中「知為

及買鑄錢者」句的「為及」二字，應據〈錢

律〉簡 203、206 兩處「及為行其新錢」的

「及為」詞例，推測原「為及」乃「及為」

的錯誤，改正簡文為「知及為買鑄錢者」，

便可通。閻鴻中認為此點尚需考慮，如果

「及」字是「和」、「與」的意思，則必須考

慮「買」前、後所接詞彙的關係。其次，針

對游逸飛提到死罪跟棄市的問題，指出如果

死罪二字為誤抄，就必須確定其範圍僅有棄

市，而沒有腰斬或其他可能，才能判斷為誤

抄。最後，他認為歐陽宣的書評比較接近研

究討論，應注意梁雲在書中所論秦文化的

「延續性」所指為何？其賴以分析的幾個指

標是否能夠與文化聯繫？春秋至戰國時

期，秦的空間變化其實很大，主體範圍的擴

張自然可能造成文化面貌的變化，梁雲是否

考慮到這個因素？書評作者應考慮從此書

的內在邏輯著手，思考該書的論點。 

 

 

 

 

《史原》復刊第三期發表會議程 

一、主辦單位：《史原》論壇、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二、會議日期及地點：2012 年 6 月 30 日（周六）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文二十教室 

監 交 人致詞：甘懷真主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卸任主編致詞：復刊第三期（總第二十四期）黃麗君（臺大歷史所博士生）  

新任主編致詞：復刊第四期（總第二十五期）韓承樺（臺大歷史所博士生）  

主持人 發 表 人 及 宣 讀 論 文 討論人 

吳景傑 劉世珣∕近十五年（1996-2010）清代旗人生計問題研究的回顧與討論 蔡名哲 

游逸飛∕女真海盜──錢穆《國史大綱》史源考之一 李華彥 

毛元亨 楊舒雲∕余英時的士人論及其歷史思維──以宋代「君臣同治天下」觀為切入點 吳承翰 

許正弘∕持節與執戈──金烏林荅天錫事跡考論 張維玲 

黃庭碩 李海默∕東晉初基奠定與所謂「三窟」之計 王安泰 

黃麗君∕防閑託守宮──漢唐之間以守宮為方的驗淫術 謝柏暉 

吳俊瑩 陳盈全∕《鶡冠子》的「道生法」思想 劉芝慶 

高震寰、蔡佩玲、張 、林益德、游逸飛∕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錢律》譯注 沈明得 

歐陽宣∕評梁雲著，《戰國時代的東西差異──考古學的視野》 黃川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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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中國古代史討論會」活動（2012 年 5 月

19 日攝於舊總圖二樓會議室） 

醉月湖畔好讀書 
曲柄睿（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編按： 

本校與北京大學簽署「國立臺灣大學與

北京大學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鼓勵兩校

學生互相交流，擴展學術視野，並共享教育

資源。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曲柄睿先生即

因此計畫資助，於 2012 年 2-7 月至本系研

習。2012 年 5 月 19 日，曲柄睿先生應邀於

中國古代史討論會、《史原》論壇主辦之「他

山之石，可以攻錯──海外博士生如何學

習中國古代史」座談會分享他來臺後的學

習心得。本文為其發言之節錄版，全文請

參閱《史原》論壇網站（http://shi-yuan.blog. 

ntu.edu.tw/）。 

 

非常感謝古代史討論會和《史原》論壇

給我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我在臺灣大學學

習、生活的心得。 

蒙北大—臺大交換項目資助，於 2012

年 2 月（100-2 學期）到臺大歷史系交換一

個學期。我目前是北京大學博士班一年級學

生，主攻秦漢史，導師是王子今先生，在臺

指導老師是邢義田先生。身為秦漢史的入門

學徒，來到臺大，獲得了很好的開闊視野的

機會。 

在臺大歷史系，我跟隨邢義田老師讀書

寫作，又承系主任甘懷真先生、閻鴻中先

生、陳南之助教、呂怡燕助教多方照顧，獲

益良多；同時，也結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

友，對我的學習生活幫助指導頗多，使我在

臺灣的生活不會枯燥孤單，在此一併感謝！ 

首先，會議主持人給我的題目是講述臺

大和北大學習經驗的差異，這個題目比較

大，我將結合具體經驗和大家分享。 

所謂「差異」，重在不同，我希望談的

是「異同」。兩所學校、兩個歷史系其實同

大於異，皆為歷史悠久、學風嚴謹的學校、

科系，都已經形成深厚的學術底蘊、自由的

學術氛圍和踏實的學術風氣。大家都清楚，

中國近代史學發展的重鎮──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學初期關係密切，兩

所學術單位的人員互有任職，臺大明顯繼承

了這一傳統。臺大老校長傅斯年先生，也曾

任北大校長，是我尊敬的學者。來到臺大

後，曾參觀過校史館，其中正展示傅斯年校

長的相關檔案，講解小姐十分認真，感情充

沛。在那，我看到了一位嚴謹的學者、精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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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長和慈愛的父親，心中感慨莫名！北大

和臺大聯繫之緊密、傳統之悠久，並不始自

雙方的交流，而是存在於歷史之中。因此，

就治學風氣來說，其實是大同小異。由於日

後環境差異，在治史方法上，兩個歷史系各

自走出一條獨特之路，自不用我這後學晚輩

多言。下文僅就我在臺大的學習生活經歷，

與北大比較後，和讀者分享。 

修課經驗異同 

在臺灣，我旁聽了五門課程，分別是臺

大人類學系陳柏楨老師開設的「考古學基礎

理論」、歷史系許雅惠老師開設的「中國青

銅時代的禮儀與美術」、陳弱水老師開設的

「中國中古文化與思想專題」。另有劉增貴

老師為臺北大學開設的「中國古代禮俗

史」，和陳文豪老師為中國文化大學開設的

「秦漢史」。此外，尚參加邢義田老師主持

的「四分溪簡牘讀書會」。 

旁聽過這些課程，第一個明顯的感受

是，授課老師都要求學生參與討論，並真切

地融入課堂。這對討論課來說，是基本的要

求。不過，需要強調的是，討論課對教師負

擔很大，除了對文獻要有基本把握外，更需

要合理地掌握討論的節奏。比如說，學生會

先討論文中最核心、最主要的問題，但這樣

對於理解整篇文章的創作思路未必有幫

助，這時就需要老師的引導。我旁聽的討論

課，基本上以二手研究論著為討論對象，通

過教師的整理、引導，讓學生對相關研究的

學術史及經典文獻的理解，都收到了很好的

效果。我想，這種上課方式對獨立研究者的

培養有很大的幫助。 

第二個感受是，課程重視外文能力的訓

練。「考古學基礎理論」、「中國青銅時代的

禮儀與美術」以及「中國中古文化與思想專

題」三門課程，即多次討論英文文獻。而且

我發現，同學們不僅能閱讀，而且能很準確

地掌握文章的意涵。課程討論的壓力很大，

每次都要讀上百頁文獻，同學們都能咬牙堅

持，讓我非常欽佩。 

北大歷史系同樣鼓勵同學通過旁聽和

選修不同院系開設的課程，開展學術眼界。

就歷史系的專業課程來看，專攻中國古代史

的博碩士研究生，都要修習辛德勇老師開設

的「版本目錄學」和榮新江老師的「學術規

範與論文寫作」課程，這兩門課都有助研究

生打下良好的基礎。另外，北大歷史系還有

劉浦江老師的「四庫總目研讀」和橋本秀美

老師開設的一系列版本學課程。上述這些課

程都提醒大家重視和關注傳世文本的版本

問題，讓同學們保有必要的敏感度，對解決

史學問題大有幫助。 

參與讀書會和工作坊的經歷異同 

臺大有許多教師和學生組成的讀書會

與工作坊，不定期延請同一研究領域學者報

告研究成果和進行交流。我來臺大以後，參

加的學術活動簡述如下：（一）「上古秦漢史

讀書會」（2 次），聆聽邢義田老師、呂靜老

師、徐冲老師、阿部幸信老師的報告。（二）

《史原》論壇主辦的跨學群討論會──「中

國傳統法律知識、教育與傳播」，由研究中

國史不同斷代的研究生，就法制史的演變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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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中國古代的政治秩序與制度工作坊」

（2012 年 5 月 11 日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行討論。（三）「古代史討論會」（1 次），聆

聽游逸飛師兄對楚簡的討論。（四）「中古政

治秩序工作坊」（1 次），由五位學者自不同

面相探討中國古代的君臣關係和天下觀。 

此外，還參加文學院主辦的「經學與文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總之，來臺大不到一個學期的時間，讀

書會是我和學術界接觸、交流的一個重要平

臺。我非常喜歡這種以研究報告和討論進行

的讀書會或工作坊。學術問題的提出與解

答，往往是以專題論文的形式表達出來，論

文若不能和同行分享，不能接受同行的批評

和建議，則難以提高品質。而且，對知識的

理解和收穫，往往不是以閱讀，而是以論文

寫作為主要的手段。很明顯，臺大歷史系不

但鼓勵教師間的交流，也為學生間的交流提

供種種便利。同學們亦積極地投入此類活動

中，明確地知道自己所需，收穫一定很大。 

在此類的研討會上，我接觸的都是在學

術界有成就的研究者，所發表的研究成果相

當程度上反映了學界的前沿水準。參與這種

研討會，可以迅速把握學界的新觀點，對選

題有很有幫助。 

和討論課一樣，研討會、讀書會或工作

坊除報告人外，還有討論人制度，討論人不

限於教師，學生亦可擔任。如此能激發師生

以及同學間的互動思考，不僅加強同學們的

積極性，還能培養同學敢於對話、敢於發問

的學術勇氣，是非常難得的訓練！ 

臺大歷史系在我交換的這個學期就舉

辦了多次討論會，學術討論的強度很大，短

時間內高密度的會議對學生開闊眼界大有

助益。 

北大歷史系則有歷史悠久、極具傳統的

「《資治通鑑》讀書課」，研習秦漢魏晉南北

朝史的同學們，自入學後都會跟隨讀書課老

師研讀《資治通鑑》。我有幸受到陳蘇鎮老

師和羅新老師指導。在這種訓練下，得以對

傳世文獻的寫作思路有所體悟，並大大地加

深對史料真實性和適切性的思考。 

我在北大歷史系也參加了「新修訂二十

四史點校《晉書》工程」，除了比對《晉書》

諸多版本異同之外，還要對史料的史源加以

考察判斷，是相當難得的經驗。 

在臺大歷史系體會研究生培養 

大陸學界對臺灣的碩士論文，多給予非

常肯定的態度。大陸學者的文章一般不會引

用大陸的碩士論文，但對臺灣的碩士論文，

都是以尊重的態度加以引用。就我所知，臺

大歷史系只有少數碩士生可以在三年內畢

業，多數同學以四到五年的時間來完成碩士

論文。這種嚴謹慎重、追求完美的態度，令

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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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臺大歷史系「100 學年第 2 學期研究

生學位論文發表會」，擔任評論人（2012

年 3 月 15 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我來臺大歷史系不久，就有幸參加「研

究生學位論文發表會」，由系主任甘懷真老

師主持。研究生在會中發表論文中的一個章

節，並邀請同領域的學長或學者評論。在此

之前，碩士生必須接受碩士論文的文獻回顧

口試。經過這兩個階段後，方能進入最後的

論文口試。臺大歷史系對碩士班研究生的要

求如此嚴格，每個碩士生都不敢鬆懈，無怪

碩士論文水準很高。 

至於臺大歷史系博士生的培養情形，我

不是很清楚，在此說明北大歷史系博士生的

養成。北大歷史系的博士生一般在入學一年

後舉行一次中期考試，以口試方式進行，由

博士生提交兩篇有份量的論文，供口試委員

考核該生是否具備攻讀博士學位的潛力。而

後在第二年或第三年進行開題考試，亦為口

試，由博士生提交研究計畫和學術史整理情

況。
1
經過這兩次考試，博士生方進入正式

的論文寫作。而至論文答辯環節，博士生要

先在系裡舉行一次預答辯，若論文被認定不

合格，博士生必須重新修改，延期答辯；若

認定合格，則將論文提交匿名評審。匿名評

審階段，系上將邀請該領域 5 名學者進行雙

匿名評審，若有兩票否決，則該生不能取得

博士學位；若審查通過，則可在修改後進行

正式答辯。總之，博士生的壓力較大，我們

系上對博士論文的要求比較嚴格。 

在臺大圖書館搜集材料 

除了上課外，我基本上都在臺大圖書館

                                                      
1
 按：開題考試相當於本系博士生的大綱口試，學說

史整理情況則與本系碩士生的文獻回顧相近。 

搜集資料。搜集重點是日文期刊，同學們提

醒我，臺大圖書館繼承了臺北帝大的藏書，

所藏早期日文期刊比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

圖書館還要豐富。關於此點，在我的搜羅過

程中深有體會。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臺大總圖大部分

館藏文獻均為開架式，而且副本眾多，這對

文科的研究生極有幫助。我想多數研究生都

沒有隨時閱讀藏書目錄的習慣，開架式的藏

書，讓研究生平時於圖書館內瀏覽穿梭時，

在不經意間已經對學術史粗有掌握。這樣不

但做專題研究時有用，閒暇時更可以增長見

識，即時把握學界動態。 

以上談的是我來臺大以後的諸般感

受，此行收穫良多，更與諸位師長、同學結

下了深厚的友誼。轉眼間，交換時程即將結

束，心中頗為留戀，雖尚未離開，已經開始

懷念在醉月湖畔讀書的日子。我希望各位同

學能來北大歷史系交換訪學，將臺大的學術

風氣傳來北大，也能切實感受北大的學術氛

圍和特色。我相信，大家一定會和我一樣，

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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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的「中國史一」 
游逸飛（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2002 年秋天，我是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的大學一年級新生。星期一上午，與其他同

學一同坐在普通大樓教室，迎接我們在大

學、在歷史系的第一堂課「中國史一」。 

在這門課上，我們逐漸瞭解學者面對知

識是何等謹嚴。所有文獻、任何學說都有重

新驗證的空間，沒有任何知識是確定不移

的，除非你懂得論證它。在高中，記誦之學

可以是考試時的標準答案；在大學，記誦只

是論證、分析的基礎。大學以前所學到的歷

史知識幾乎都得忘掉重讀，因為失去論證過

程的「知識」是沒有意義的，那只是別人的

答案，不是你自己的判斷。學術研究是高貴

的夢，學者近乎苛刻地檢驗自己的意見，只

要未經證實，就不會任意宣諸於口。在課堂

上，我們最常聽到的是「這個問題老師並不

清楚」、「這個問題學界的研究不足」。我

們知道了很多東西我們並不瞭解，自己的判

斷應該更加審慎、更為保留。過去如此，現

代亦然。如果秦漢史學者連偉大的歷史學家

司馬遷的《史記》也不輕易相信，我們今日

又怎能憑藉編纂相對粗糙甚多的新聞、報紙

妄下斷語呢？ 

但這並不等於全面的懷疑論與虛無主

義，因為同時我們也學到：透過極其嚴謹的

研究方法，確實可以知道某些事物曾經存

在，某些道理曾經運行。鉅細靡遺的過去雖

渺不可及，我們仍可努力探究自己想瞭解的

歷史。正因如此，我們可以建立自己的信

念、寄託自己的熱情，成為新一代的歷史學

者，為人類文明做出哪怕少許的貢獻。 

2006 年秋天，我成為臺大歷史研究所

碩士班學生。同樣是星期一上午，我再度回

到普通大樓教室，與大一新生一同迎接我們

在大學、在歷史系的第一堂課「中國史一」。

只是我已不再是大學新鮮人，而是「中國史

一」課程助教之一。因為「五年五百億」的

經費挹注，讓我有幸擔任助教，於碩士班求

學期間，無間斷地與三屆大一新生在「中國

史一」課堂上共度三載寒暑。 

這次在這門課上，我體會到我當年是如

何無知，「中國史一」的廣大與精微，我大

一時幾乎皆未能體會，直若入寶山而空手

回。為了帶討論課，引領大一新生獨立思

考，掌握歷史思維，逐步逼近問題核心，我

必須讓討論能不離題，環繞當週主題，並在

適當時機逼問學生，要求他們反省自己的論

述；為了批改作業與摘要，使大一新生盡早

學會要言不煩與言必有據的歷史學寫作方

式，並熟悉基本的文章格式規範，我必須不

斷糾正、修訂每份作業，甚至要求學生重寫。 

我們希望給予歷史系大一新生應有的

訓練，讓他們擁有我們當初沒能獲得的訓

練，藉以面對大學四年各種歷史系課程甚至

外系課程的挑戰。我們希望學弟妹能比我們

更好，我們也相信他們比我們更好。有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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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年度「中國史一」的課程

概述、目標及要求（擷取自臺

大「非同步課程管理平台」［

CEIBA］） 

會些許嫉妒：如果我大一的「中國史一」，

有助教在中間拉近我們與老師之間的距

離，我大學四年應當更加充實精彩。 

其實我沒有時間遺憾，為了當好助教，

讓自己能夠教好大一新生，我必須全面閱讀

每一講的課程資料，進而體認到原來許多資

料我當年根本沒有讀懂。與老師及學生的互

動過程中，我亦得以重省自己的知識基礎、

概念論述；隨著程度之提升、準備之充分，

我也更能細細品味各種課程內容。「中國史

一」是歷史系的基礎課程，不僅能夠幫助大

一新生建立宏觀的歷史視野，連研究生助教

亦然。有人說在一門課程裡，受益最大的不

是教師，也不是學生，而是助教。斯言至矣！ 

2009 年秋天，我進入臺大歷史研究所

博士班就讀。我又成為「中國史一」的課程

助教，再次於該學期的每個星期一與大一新

生共同商榷舊學新知。 

挾以經年累月的聽課經驗與碩士階段

的學術訓練，這次我對「中國史一」課程對

大一新生的意義有更深的體會。歷史學浩瀚

無垠，「中國史一」的時代雖限於先秦兩漢，

涉及的知識亦非學人投入一生便得以窮

盡。短短一學期的課程，究竟該為大一新生

講授哪些知識呢？歷史是人類的歷史，從黑

猩猩、原始人講起，令學生反省人類何以誕

生、文明與歷史的本質究竟為何；討論西周

封建與秦漢郡縣制度，這是兩千年來傳統中

國政治制度的原型；先秦諸子是所有中國思

想的源頭，「中國史一」自然得花不少時間

講授；分析秦始皇統一天下與東漢滅亡的原

因與內涵，為探索歷朝歷代政權分合打下基

礎，其意義甚至延及當代。換言之，「中國

史一」講授的不只是先秦兩漢史的重要知

識，更是中國史的重要知識。「中國史一」

的所授所學，應當有助於中國歷史的通貫，

對歷史系大一新生往後四年的學習有直接

的裨益。這就是歷史系的第一門課──「中

國史一」。 

以上所言純為一己之見，是我在大學

部、碩士班、博士班的漫長學習過程中，逐

漸形成的心得，謹提供給學弟妹參考。但上

課學生不需要也不可能跟我有一樣的心

得，可想而知。「中國史一」對歷史系大一

新生的意義是甚麼？這個答案不應由授課

教師與助教回答，只有新生自己可以回答。

而回答的時刻不在當下，而

在日後。期待每位學弟妹未

來都會覺得「中國史一」對

自己的意義是正面的，對自

己的人生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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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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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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歷史系博士論文摘要（100學年度） 
 
秦漢至南朝的國家與蠻人── 

以政區、官爵和賦役制度為中心 

王萬雋 

 

本論文是從政區（包含統治機構）、官

爵和賦役制度三個角度，企圖重建中國國家

與蠻人，自秦漢至南朝時期中複雜且曲折的

關係。在文中，蠻人專指活動於長江中游一

帶的非華夏人群。最早專門記載蠻人的篇章

為《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其將蠻人

分為廩君蠻、盤瓠蠻和板楯蠻（巴蠻）三大

類。隨著秦漢王朝的建立，蠻人被納入中國

的內部，建立起明確的統治關係。此後，蠻

人與中國國家之間的關係便成為重要的歷

史課題。 

第一章針對《後漢書．南蠻傳》中的

「蠻人」進行基本的描繪，包括討論其起

源傳說，及秦漢至魏晉南北朝的分布、遷

徙，社會型態與生計活動。另論及名稱上

的變化，以及與其他蠻方土著和漢人混居

的情況。 

第二章至第四章，從三方制度討論秦漢

至西晉時代國家與蠻人的關係。第二章先論

秦漢至西晉國家統治蠻人時，施行的特殊賦

役制度──「賨」。自東漢以後，以「賨」

為中心的蠻人賦役制度日漸崩潰，要到西晉

時才又重建。西晉時的蠻人賦役制度是配合

戶調式一併實施，且較為統一且多層次。第

三章先整理秦漢國家授予蠻人官爵的情

況，後則利用石刻史料和《長沙東牌樓東漢

簡牘》分析東漢末年巴郡、荊南諸郡的地域

社會，討論當地蠻人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互

動。第四章則考察自秦漢至三國時代施行於

長江中游一帶的特殊政區，分別為道制、部

都尉、屬國都尉。本章重新討論特殊政區的

性質，以分析特殊政區的施行和演變的意

義。 

第五章至第七章，亦從三方制度討論兩

晉至南朝時代國家與蠻人的關係。第五章關

注兩晉時期的蠻府，其來自於秦漢邊疆的持

節領護官及統領的軍府，但於蠻人活動的地

區設立蠻府，始自西晉初年。第六章討論南

朝時期蠻府的演變，並重新評估左郡左縣制

度及其歷史意義。第七章進一步討論蠻酋與

東晉南朝國家的關係，分析重點擺在東晉南

朝國家對蠻酋所封的官爵；其次，東晉南朝

境內的蠻酋，從賦稅制度和官爵等方面討論

其與東晉南朝國家的政治關係時，可發現兩

者是處於較為疏離的政治關係。 

總之，本研究發現，自秦漢至南朝國家

與不同蠻人群體的關係，存在著多樣性，有

疏離有緊密，且從長時間的考察看來，並沒

有朝向某個歷史方向發展。制度面的曲折發

展正好反映國家為因應時局變化，隨著調整

制度以達到有效統治蠻人的目的。 

（指導教授：陳弱水；2012年 7月獲得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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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中央武官研究 
古怡青 

 

本文以「隋代的中央武將」為題，分析

禁衛大將軍、東宮十率、行軍統帥的出身與

地域分佈、仕途經歷與文武遷轉，理解隋代

軍事體系中，社會階層的流動。 

隋代中央武將來自關隴集團、山東地區

和江南將臣，顯示隋代中央武將統治集團不

再被關隴集團所壟斷。此外，隋代任用中央

武將特出現象之一，為胡漢界線漸趨模糊。 

隋代中央武將的選任方式呈現「門閥削

弱，平民入仕」的趨勢，主要受到軍功、平

民憑藉府兵或募兵等途徑，打破門閥壟斷、

用蔭入仕的局面。中央武將的父祖任官經歷

對中央武將無直接影響。 

從隋文帝過渡到隋煬帝，禁衛大將軍的

前任官反映出中央武官出身者減少、府兵出

身者增加，與親王出身者減少等三個現象。

禁衛大將軍後任官類型，則顯示轉任地方官

人數減少、為最末任官職增加等現象，並進

一步深化「文武分途」。 

本文藉由中央武將的出身與背景、升遷

與流動，分析此時期擁有軍權的中央武將，

所造成社會階層的變動，甚至出身平民，而

逐漸打破「關隴門閥」的社會傾向。 

就統軍出征而言，隋代戰役中，不論禁

衛大將軍或行軍統帥領軍出征，均扮演重要

的領導角色，重大戰役均可視為勝戰。雖然

東宮十率並未參與重大戰役，但煬帝時七成

以上的東宮十率多轉任為禁衛大將軍，東宮

十率的儲備幹部功能亦可謂發揮其作用。 

不僅如此，隋代軍事制度具有上承漢

代、下啟唐代的重要意義。隋代的禁軍衛

府、東宮兵制和行軍制度是發展與變動，軍

事制度。而唐代軍事制度仍繼續承襲隋代的

禁軍衛府、東宮兵制和行軍制度。隋代軍事

制度，應有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指導教授：高明士、甘懷真；2012年 7月獲得

博士學位） 

 

 

神魂、屍骸與塚墓──唐代兩京的

死亡場景與喪葬文化 
宗呈 

 

本文以唐代兩京（長安與洛陽）的官

員、士人及其家屬為中心，具體考察人們從

病重、臨終、死亡，一直到下葬的完整過程，

藉由一幕幕的死亡場景，呈現唐代兩京的喪

葬文化。尤其著重在具體的儀式與物質層

面，以法令、禮典等理想型的規範作為基本

架構，參照有關喪葬禮儀和死亡的各種記

載，以靈魂與屍骸為中心，探索唐代兩京人

們面對死亡的心態，以及處理死亡的具體做

法，從物質文化的角度，討論制度、行為和

器物，發掘背後的思想觀念，將分散在史料

中有如碎片的死亡訊息，拼湊出一幅較為完

整清晰的唐代兩京日常死亡圖像。 

首先，有關「面對死亡」，探討人們面

對死亡時的基本心態，對於靈魂、形體與死

亡的想像、判定死亡的具體方式、臨終時的

死亡場景、遺言與遺書等方面，從中考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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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的死亡觀念和對於死後世界的想像，瞭

解死亡在唐代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影響。 

其次，討論兩京地區「處理死亡」與「展

示死亡」的具體做法，聚焦在從喪（包裝屍

體與祭祀靈魂）到葬（送葬和下葬）的過程，

以「日常生活史」的微觀研究方式，重建日

常喪葬實況，不僅關注純粹的禮儀和法令規

範，也重視實際發生的歷史細節，具體重現

有關死亡的儀式、習俗和器物。 

最後，以作為死者靈魂居所的葬地、墓

葬為中心，討論城市與葬地的關係、墳墓和

墓園的基本樣貌、以及「事死如事生」的隨

葬品。藉由考古發掘出來的墓葬資料，結合

歷史文獻提供的文字訊息，還原其特定的形

式和功能，重新建構彷彿人間的死後世界，

以及比照生前的日常生活。 

綜上所論，唐代喪葬過程的儀式，幾乎

都圍繞著靈魂與屍骸。喪葬儀式不只為了死

者，也是為了生者，生與死之間關係密切。 

傳統的死亡觀念與喪葬習俗具有很強

的延續性。以唐代而言，源自先秦兩漢以來

的經典傳統和民間信仰，融入魏晉南北朝具

有貴族色彩的喪禮，加上深受佛教、道教影

響的死後世界觀，諸如繁複細密的喪葬禮

儀、官僚化的死後世界、天堂與地獄的想

像、僧人與道士在喪葬過程所扮演重要的角

色、風水信仰對於墓葬的重大影響等，都是

唐代喪葬文化的重要元素，也成為宋代以後

中國喪葬文化的基本形態。 

（指導教授：陳弱水、甘懷真；2012年 7月獲得

博士學位） 

 

學校、法律、地方社會 

──宋元的學產糾紛與爭訟 
李如鈞 

 

本文以學校產業的紛爭解決，探討宋元

時代的法律運作，觀察學校、官府和地方社

會三者的互動關係，並藉此回應宋元之間延

續與變化此一重要議題。 

正文共分為六章，前二章首先討論宋代

學產糾紛的起因、案件爭訟程序。可知在唐

中葉以降，土地私有制逐漸確立，宋代社會

田宅爭訟大量增加的背景下，學產也無可避

免與民產一樣發生紛爭。官學除因身為政府

機構，使其在提告時享有一些優遇外，其他

部分的處理方式實與民產紛爭並無太大區

別。第四章則指出，以往研究大多著重於官

府和地方社會共同興學、相互合作的一面，

但地方社會對於學校卻亦有利益衝突的一

面。在現實的學產紛爭中，可知地方社會的

豪強、寺院，甚至是士人，都有覬覦學產經

濟利益的情況。加上官員的處理態度各有不

同，以致學校必須努力打官司與保全證據，

提防未來可能的紛爭。 

從第五章開始，則透過不斷的比較，瞭

解在元朝統治下，學校雖然得以承繼宋代的

學產，但在統治者崇奉佛教、不似以往重視

儒學等因素下，學校的地位與在社會上受到

的重視程度，明顯與宋代不同。這也造成學

產紛爭增多，司法制度對學校變得不利，以

及紛爭者越加強勢，官員對於學校的支持更

為消極等影響，使得元代學校必須更費力打

官司與多方設法保護學產。 

（指導教授：梁庚堯；2012年 7月獲得博士學位） 



 

 

 

 

研究成果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3∕2012 年 10 月 72 

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

發展 
查 忻 

 

十七世紀，荷蘭人為了與明帝國貿

易，輾轉於 1624 年來到位於臺灣西南沿

海，當時稱為大員的沙洲建立據點。而荷

蘭改革宗教會便隨著荷蘭人在此落腳，而

展開在臺灣的活動。並因著首先幾位牧師

的熱忱，向當時居住於臺灣西南平原的西

拉雅人宣教，在 1643 年締造了超過 5,000

名原住民皈依基督新教的事蹟。直到 1662

年荷蘭人被國姓爺擊敗，撤出臺灣為止，

荷蘭改革宗教會已經在臺灣四個地區為原

住民設立教會或學校，超過七千名以上的

原住民皈依。 

本研究以荷蘭文原始檔案為基礎，輔以

已刊行的檔案資料及學界現有的研究成

果，探究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

發展。透過分區觀察荷蘭改革宗教會在臺灣

各地（西拉雅區、南路地方、虎尾壠與二林、

雞籠淡水）的發展實況；深入分析討論在臺

灣的牧師以西拉雅語及虎尾壠語所編纂的

教義教材；以及探討荷蘭人教會群體在臺灣

的發展，多面向地呈現 1624 至 1662 年──

共卅八年之間荷蘭改革宗教會在臺灣的活

動。 

其次，將臺灣置於基督宗教自宗教改

革運動以後在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等地

的發展脈絡之下，透過對同時代天主教各

修會在各地的宣教活動，以及荷蘭改革宗

教會在聯合東印度公司與西印度公司活動

地區所設立教會之發展的比較，以突顯荷

蘭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發展的特殊

性。 

本研究分為七章，除第一章「序論」、

第七章「結論」外，第二章「大航海時代與

基督宗教海外擴張」，交代荷蘭改革宗教會

來到臺灣的時代背景；第三章與第四章「荷

蘭改革宗教會在臺灣的發展（一）（二）」，

以實證研究的方式分期分區處理改革宗教

會對臺灣原住民的宣教歷史；第五章「荷蘭

改革宗教會的臺灣原住民教化事業」，透過

對當時教材與教育方式的分析，探討原住民

所受的教育內涵為何，以及荷蘭人教化的目

的；第六章「荷蘭改革宗教會與臺灣殖民地

社會」，結合國外基督教史研究的最新發

展，探討荷蘭人教會在臺灣的建立，以及教

會與殖民地社會間的互動，並探討當時荷蘭

人的教會觀。 

本論文獲致以下結論：一、十七世紀荷

蘭改革宗教會在這四個地區的宣教活動存

在著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則正顯示出十七

世紀荷蘭人在宣教事業上的消極性，以及對

宣教事業及其策略沒有完整規劃的一面；

二、不單是聯合東印度公司對宣教事業消

極，荷蘭改革宗教會本身也沒有宣教的積極

性；三、荷蘭人在宣教事業上的消極使得荷

蘭改革宗教會最終形成了一些界線，僅有很

少部份的群體可以越過這些界線，成為荷蘭

改革宗教會群體的一分子。 

（指導教授：古偉瀛；2011年 12月獲得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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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地方文官制度研究──以臺灣

為例 
王雲洲 

 

臺灣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鄭氏

後，隔年即設一府三縣（臺灣府、鳳山縣、

臺灣縣、諸羅縣）治理臺灣。在文官部分，

府、縣之上尚設有「道」來監督臺灣的府、

廳、縣各級文官。此外，康熙末期至乾隆後

期，清廷還固定派遣巡臺御史前來稽查臺

灣。此為清代臺灣光緒前大致的文官體系。

在光緒初期，臺灣行政區再次析分，增加

府、縣行政單位，更規定福建巡撫需半年駐

臺，臺灣的重要性大為提高。中法戰爭後，

臺灣建省成為清朝唯一的海外省區，重要性

不言可喻，直至臺灣割日前，臺灣始終是清

廷關注焦點之一。 

臺灣建省前，最高文、武為道員與總

兵，但清廷對此文武二員仍存疑慮，除福建

督、撫遙制外，早期派巡臺御史固定巡視臺

灣，其後因效果不彰逐漸式微。巡臺御史停

派後，改由福建文、武大員輪流來臺巡察；

如有大事發生，更會派遣欽差大臣來臺處

理；光緒初期福建巡撫尚須半年駐臺。以上

皆為加強控制臺灣的政策之一。 

清廷對臺灣的治理，不能說沒有用心，

各項制度的設計與權責的賦予，都盡量能符

合治理臺灣的需求。但理論與實際總有落

差，難脫「人治主義」下產生的缺失，故許

多因地制宜的政策與措施，雖立意良善，如

能確實秉公執行，應能達到不錯的統治效

果，但實際卻非如此。畢竟在龐大的帝國行

政機器運作下，許多螺絲無法栓緊，臺灣位

處海外，應屬螺絲嚴重鬆脫的地方，才會成

為民變不斷、吏治不良的難治地區。 

（指導教授：許雪姬；2012年 1月獲得博士學位） 

 

 

清帝國的邊疆治理及其土地制度 

──以新竹頭前溪中上游地區為例

（1790-1895） 
陳志豪 

 

十八世紀末臺灣爆發的林爽文事件，一

般只被視為社會內部的大規模動亂。但是，

這場動亂卻與清帝國在新疆、四川北部等地

的對外戰役，合稱為乾隆皇帝的「十全武

功」，顯然林爽文事件的結束對於清帝國來

說不只是平定動亂，而是帝國解決邊疆問題

的一個里程碑。從這點來想，清帝國在動亂

結束後收編界外私墾的動作，其實可以看成

是清帝國對外擴張的縮影；動亂結束以後的

土地開發，也可以看成是清帝國治理邊疆的

縮影。 

目前對於清帝國及其邊疆地區的相關

研究，大多著重在朝廷中央對於政策的規

劃。但是，中國向來有句俗諺：「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如果我們僅僅了解朝廷中央的

政策內容，而不去看地方的因應對策，便只

能從朝廷立場來衡量治理策略的表面成

效，無法具體了解歷史的真實面貌。因此，

本文認為要了解清帝國對於邊疆地區的治

理，必須透過區域研究的方式，深入考察政



 

 

 

 

研究成果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3∕2012 年 10 月 74 

策施行以後地方社會的因應過程，才能更進

一步理解清帝國的治理策略及其影響。 

清帝國在林爽文事件後，主要以「番屯

制度」與「隘墾制度」作為控制界外私墾的

策略，本文將探討地方社會如何在這兩套土

地制度的架構底下進行土地開發。本文選擇

的研究區域，是新竹頭前溪中上游流域，在

清代稱為九芎林莊與合興莊的區域，約今日

新竹縣芎林鄉至橫山鄉的範圍。其中，九芎

林莊原為番界之外的禁墾區域，林爽文事件

結束後被編入了「番屯制度」的開墾區域。

至於合興莊則是十九世紀初「隘墾制度」成

形後，由九芎林莊向外再延伸出來的墾莊。

這個區域開發的過程，正好牽涉到清帝國逐

步收編界外地區的歷史過程。 

通過上述區域的考察，本文將指出：十

八世紀末施行的番屯制度與隘墾制度，表面

上是為了更進一步控制界外地區的秩序，不

讓臺灣島上的漢人過度向外擴張，與「生番」

（原住民）產生更多的爭端與衝突。但是，

土地制度實質的運作過程，卻往往讓更多隱

晦的私墾活動，逐步被吸納至帝國的制度底

下，並成為帝國疆域的一部分。這樣的歷史

過程，正好反映清帝國為了控制邊疆而發展

出來的土地制度，其實是使得清帝國的邊界

變得更加模糊，然後逐漸向外擴張。這同時

也意味著，十八世紀末以後清帝國疆域的變

化，不一定是以軍事或文化作為核心向外擴

張；在臺灣，柔軟而具有彈性的土地制度，

才是清帝國不斷吸納邊疆地區的主要因素。 

（指導教授：李文良；2012年 7月獲得博士學位） 

 

海運興國與航運救國──日本對華

之航運競爭（1914-1945） 
蕭明禮 

 

輪船航運業作為十九世紀中葉以降東

亞產業的先進部門，對中日兩國近代工業化

發展具有重要影響。本論文從學界尚未深入

探討的中日輪船航運競爭的面向切入，分析

1914-1945 年間兩國航運業在中國沿海與內

河水域的競爭經過，為二十世紀前半中日政

治性衝突的原因提出經濟性的解釋。 

早在 1875 年日本即開設第一條中日輪

船航線，但要等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

爆發後，才藉著歐美輪船航運業退出東亞水

域的機會急速擴張在華航運勢力。此時，日

本不僅提升了在長江內河、華北、華中沿海

的佔有率，同時也利用臺灣殖民地的地理位

置優勢新增多條華南、東南亞航線。另一方

面，亦不可忽略戰時景氣促成中國輪船航運

業出現一波快速成長，使其在長江及沿海航

線也出現類似日本的佔有上升現象。然而民

初軍閥混戰阻礙 1920 年代中國輪船航運業

的經營，以致整體勢力不如日本。 

1928 年國民政府完成北伐，此後十年

間，中日航運競爭受到區域經濟、國際關係

與航運政策強烈影響。北伐後中國的政治局

勢相對穩定，加上英美等國支持國府經濟建

設，以平衡日本在東亞政經勢力的擴張，使

國府得以藉關稅自主政策逐步取得經濟自

立。國府在抵制日貨運動之際，又透過推動

招商局國營化等航運建設，以及民間航運業

者引進新經營技術的配合，成功削弱日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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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的航運勢力，甚至拉近在華南與英國的

差距。相對地，日本則在九一八事變後試圖

將滿洲與華北納入日本帝國經濟圈，並藉此

地緣政治優勢取得在東北與華北的航運優

勢。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以優勢武

力驅逐中國航運勢力。戰時體制的特性迫使

日本必須不斷強化航運統制，使其更有效地

將中國佔領區煤、鐵等戰略資源運回日本，

以供應軍需工業生產。隨著戰事曠日持久，

以及與英美關係持續惡化，1940 年日本擴

大封鎖中國沿海，並驅逐英美等國在華航運

勢力，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完全壟斷了

中國沿海及大部分內河航線之輪船經營。 

然而這種壟斷只是曇花一現。1941 年

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更仰賴中國的煤

鐵資源以支持總體戰的進行。但隨著以美國

為首的同盟國陣營正式形成，不僅美軍以中

國為基地展開對日航運封鎖作戰，中國也以

同盟國成員的身分參與其中。比對中日美檔

案史料後可知，固然潛艇封鎖對瓦解日本戰

時航運有重大貢獻，中美空軍對中國沿海及

內河水域的空中轟炸，斷絕對日煤鐵船舶

運輸，亦為促成日本戰時經濟崩潰的重要

原因之一。當 1945 年太平洋戰爭結束時，

長達三十年的中日航運競爭也以兩敗俱傷

作收。 

（指導教授：黃富三、陳慈玉；2011年 12月獲得

博士學位） 

 

 

國共治理四川基層之比較 

（1935-1952） 
王超然 

 

論文前半部，作者聚焦於探討國府時期

的四川基層實況。一個縣長至基層任職時，

面對地方的穩定權力結構，該用什麼方式與

策略，在重重侷限中，施展自己的施政理

念，以及執行上級交辦的各項任務；相對而

言，上級又給予縣長何種資源，讓他們得以

殺出重重包圍，將國家重新帶回四川基層？ 

本文以陳開泗、康凍分別在新都、新繁

兩縣任職經歷為例，描述兩人各自展現不同

的施政理念，試圖開創新天地，但雙雙以失

敗告終，說明空有組織架構，但無法形成有

效的整體戰，縣長在基層猶如孤軍作戰，如

果不選擇與地方權貴合作，將會一事無成。 

在後半段，則以中共在 1950 年初在四

川推動徵糧，遭遇重大反抗後，如何具體回

應為例，探討中共治理四川基層與國民黨的

不同之處。中共的徵糧以「合理負擔」為原

則，亦即大戶多繳，而小戶少繳或免出，引

發各地權貴不滿，帶頭進行大規模武裝抗

爭。鄧小平並未因此妥協，且決定以軍隊鎮

壓為主，配合統一戰線、發動群眾等政治策

略，清除帶頭反抗者，拉攏合作者，並藉此

培養積極分子，以為未來準備。 

中共透過黨政軍一元化的整體戰，讓基

層幹部擁有思想、武力、財政與人力等支

援，使其得以一步步地在基層打開局面，完

成上級交付的各項任務。不似國民政府的縣

長，在基層如孤鳥一般，此為兩者最大的不

同之處。 

（指導教授：陳永發；2012年 8月獲得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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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編著新書簡介 

漢蒙相遇與福傳事業：聖母聖心會在鄂爾多斯的歷史 1874-1911 

Patrick Taveirne 著，古偉瀛、蔡耀偉 譯 

臺北：光啟文化，2012 年 8 月，642 頁，ISBN: 9789575467326 

本書追溯比利時聖母聖心會在歐洲殖民主義高潮及清王朝崩潰期

間，蒙漢交界地帶的生態、地緣政治、社會經濟及族群文化等脈絡中的

歷史。將敘及 1862 年聖母聖心會的誕生，直到 1912 年清王朝的終結。 

本研究論述了塞外黃河河套沿岸的西南蒙古宗座代牧區，從 1840

年代遣使會傳教活動到 1870 年代司各特會士接手後近四十年的福傳事

業，概述鄂爾多斯蒙古人在清帝國統治下，以及基督宗教傳教團在歐洲

國家脈絡下的歷史發展。不僅處理傳教團的歐洲背景、教會聖統及修會

的雙重組織，也處理母國及海外傳教田野的關係、晚清社會經濟脈絡中

的傳教動機，以及在地化天主教社區的生活型態。 

（譯者古偉瀛為臺大歷史系教授、蔡耀偉為臺大歷史學碩士） 

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 

陳弱水 主編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9 月，468 頁，ISBN: 9789860335705 

本書是為慶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八十週年所慶所編輯出版

的論集。全書共收論文 10 篇，既有綜合性較強的，也有專題性明顯的，

其中創獲甚多，也廣泛表現了思想史研究的新走向。此外，本書所有文

章都和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變化有關，讀畢本書，應該可以對近代以前

的大部分重要思想轉折有所認識。本書內容如下：陳弱水〈導言〉、余英

時〈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的起源試探〉、陳來〈西周春秋時代的宗

教觀念與倫理意識〉、金春峰〈漢代經學與經學哲學的確立及其歷史意

義〉、陳弱水〈漢晉之際的名士思潮與玄學突破〉、葛兆光〈「周孔何以不

言」？──中古佛教、道教對儒家思想世界的擴充與挑戰〉、黃進興〈理

學家的道德觀──以《大學》、《近思錄》與《傳習錄》為例證〉、呂妙芬

〈歷史轉型中的明代心學〉、王汎森〈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

艾爾曼（Benjamin Elman）〈十八世紀中國經學的危機〉、王汎森〈道、咸

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 
（主編為臺大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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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禮以教天下──唐宋禮書與國家社會 

張文昌 著 

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 年 8 月，468 頁，ISBN：9789860327335 

中國向來以「禮儀之邦」自居，聖人亦以「禮教」作為治平天下之

重要手段。縱使中古的公私禮書都已漸趨成熟，但其行用效力卻僅止於

政治權力的擁有者，始終無法真正普及庶人。安史亂後國家社會的巨大

變動，讓公私禮儀文本出現重大變化：國家禮典因皇權的深入，使其教

化功能漸失聖人禮教之原意；私禮文本則在科舉士人提升家族教養之考

量下，而競相投入編撰，其中尤以朱熹《家禮》為代表，元、明即將之

納入國家禮教規範。透過禮典與家禮之行用，「禮下庶人」的理想在形

式上已經達成。此歷史發展的推動力量，正是儒士與君主之治國理想─

─「制禮以教天下」。本書即在勾勒公私禮書在唐、宋發展的樣貌，及

其轉變之歷史脈絡與意義。 

（作者為臺大歷史學博士） 

德∕賽先生•五四運動研究書目 

陳建守 編 

臺北：中華新文化發展協會，2011 年 12 月，28 頁 

1919 年 1 月，《新青年》主編陳獨秀提出「德先生」與「賽先生」

兩大口號，自此時起，這兩詞彙深植人心，無論書寫論客如何從「民主」

與「科學」的真義、論述或啟發等面向，進行質疑、重建或再詮釋，皆

很難否認此兩者的重要性。 

本手冊為「建國百年：『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永恆追求」總計

畫系列活動之一，即 2011 年 12 月舉辦之「世紀的回眸與追尋──『德

先生』與『賽先生』書展」所編輯之書目，內容由「從『德先生』到『民

主』」、「從『賽先生』到『科學』」和「五四運動」三大部分組成，共收

集  筆資料。筆者希冀這本小書充任一個初步的起頭，提供一個較為

完整的知識版圖，讓讀者在這個資訊化時代知識趨於瑣碎的當頭，能夠

擁有連結過去的光亮通道，並且重溫「德先生」與「賽先生」的片鱗半

爪。 

（作者為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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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封建時代的官道 

雷晉豪 著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 12 月，430 頁，ISBN: 9787509727614 

「周道」一詞語出《詩經》，故其研究始自經籍的注解，歷時千年。

然因史料零星，觀點不足，以致缺乏系統性的研究成果。 

本書作者將｢周道｣定義為西周時代聯結首都與主要封國的官方道

路，結合傳世經籍與考古材料，考訂出九條周道的具體位置，並從科技、

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結構與地理形勢的角度，討論道路的建築規格、

使用階層、管理方式、路徑選擇與交通史意義。本書總結，｢周道｣是以

馬車運輸為技術條件，配合西周封建體制的發展而建設的交通體系，在

中國道路發展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隨著西周封建體系的瓦解，以

及新式運輸方式的發展，促使｢周道｣逐漸沒落，讓位於秦帝國的馳道交

通系統。 

道路史是學術界少見的題材，中國上古時代道路與交通的研究成果

更屬鳳毛麟角，本研究可謂一次先驅性的嘗試。 

（作者為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北宋理學「性與天道」思想的淵源初探 

李長遠 著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2 年 2 月，314 頁，ISBN: 9789863140122 

本書以「性與天道」的思想觀念作為線索，追溯北宋理學思想形成

的歷史淵源。內容除了回顧中唐至宋初儒家在相關問題上的思想概況，

也比較中古早期佛教和道教世界觀的差異，並疏理出唐代道教（包括道

家）思想的演變脈絡，旨在說明道教宇宙思維和心性修養之間密切聯繫

的思想特性，為後來的北宋理學家所繼承，構成其「性與天道」思想的

基礎。換言之，「天人合一」作為儒、道兩家共有的思想預設，使得中

古道教（道家）對於宇宙理則和個人性命的探索，提供了北宋理學在觀

念建構上的豐碩資源。本書也透過這項研究，澄清關於中國傳統思想具

有「內向超越」之基本性質的問題。 

（作者為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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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財政：以初等教育費為探討中心 

李鎧揚 著 

臺北：國史館，2012 年 7 月，236 頁，ISBN: 9789860329032 

本書探討時間為日本統治時期，在史料上主要利用《臺灣總督府學

事年報》、地方州廳報等討論臺灣總督府如何在兼顧合理經費支出下，

整合傳統資源、輔以財務法規，因地制宜制定公學校經費收支的過程。 

由於日治前期臺灣地方不具備完整地方行政組織，總督府一方面

致力傳統資源整合，並設計出「協議費」與「學費」等財源作為學校

收入。歷經統治初期財務不穩情況後，總督府逐步修正經費支出規定，

使公學校成為財源自主的財團法人，能夠獨立維持運作。大正 9 年

（1920）地方成立公共團體後，鑒於地方取得獨立財源，府方將初等

教育事務委任給地方市街庄，初等教育也成為地方行政的一環。但由

於公共團體負擔事務過多，地方財政在 1930 年代開始出現問題，地方

也普遍出現就學困難的情況。1930 年代中期為因應人力需求，府方開

始以國庫補助地方教育費，也在實施義務教育的前一年確立以國庫補

助初等教育的措施。殖民地教育經費構造也由原先的「州廳—市街庄」

二級制改為「國庫—州廳—市街庄」三級制，更為趨向日本本土的教

育經費制度設計。 

（作者為臺大歷史系博士生） 

 

臺大歷史學報第 49期 

《臺大歷史學報》編輯委員會主編，2012 年 6 月，294 頁 

楊典錕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以第一至第十一期畢業 

    生為中心的分析 

陳學然 各行其是：「東南互保」與「兩廣獨立」中之各方政治籌謀 

陳仁姮 史學或政治？──近代俄國歷史學家密留可夫的自由主義探討 

林美香 十六、十七世紀歐洲的禮儀書及其研究 

林益德 評介王玲，《漢魏六朝荊州地區的經濟與社會變遷》 

林文正 評介洪麗完著，《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

群歷史變遷（17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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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原復刊第三期（總第二十四期） 

《史原》編輯委員會主編，2012 年 9 月，362 頁 

陳盈全 《鶡冠子》的「道生法」思想 

李海默 東晉初基奠定與所謂「三窟」之計 

黃麗君 防閑託守宮──漢唐之間以守宮為方的驗淫術 

楊舒雲 余英時的士人論及其歷史思維──以宋代「君臣同治天下」 

    觀為切入點 

許正弘 持節與執戈──金烏林荅天錫事跡考論 

游逸飛 海上女真──錢穆《國史大綱》史源考之一 

劉世珣 近十五年（1996-2010）清代旗人生計問題研究的回顧與討論 

洪珮菁 近現代中西女性自傳之研究──回顧與展望 

高震寰、蔡佩玲、張莅、林益德、游逸飛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錢律》譯注 

歐陽宣 評梁雲著，《戰國時代的東西差異──考古學的視野》 

 

 

思無邪 

國立臺灣大學第一期思無邪編輯小組編，2012 年 7 月，125 頁 

本刊物以試圖建立一個歷史系學生的創作平台為最初發想，不拘泥

於形式，廣徵各種類型的文章，期待能展現大學生的生命活力。因此作

為嘗試之作的第一期，收入散文、新詩、小說等類型的作品；以「人生

課題」為主題，採訪系上的梁庚堯、楊肅献、周婉窈及閻鴻中等四位老

師；在展現活力之餘，亦收錄了許滸〈王安石之人性論及其開展〉與陳

弘音〈不采柔桑不種棉，女紅辜負艷陽天──從婦女紡織與否談清代臺

灣方志書寫〉等兩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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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學位論文彙目（2011.8-2012.7）                     （依作者姓氏筆劃序） 

博士論文 

作 者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王超然 國共治理四川基層之比較（1935-1952） 陳永發 

王雲洲 清代地方文官制度研究──以臺灣為例 許雪姬 

王萬雋 秦漢至南朝的國家與蠻人──以政區、官爵和賦役制度為中心 陳弱水 

古怡青 隋代中央武官研究 高明士、甘懷真 

李如鈞 學校、法律、地方社會──宋元的學產糾紛與爭訟 梁庚堯 

凃宗呈 神魂、屍骸與塚墓──唐代兩京的死亡場景與喪葬文化 陳弱水、甘懷真 

查 忻 荷蘭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發展 古偉瀛 

陳志豪 清帝國的邊疆治理及其土地制度──以新竹頭前溪中上游地區 

為例（1790-1895） 

李文良 

蕭明禮 海運興國與航運救國──日本對華之航運競爭（1914-1945） 黃富三、陳慈玉 

 

碩士論文 

作 者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呂雅婷 秦與漢初律令反映的親屬關係 李貞德 

李協展 《孔子家語》彙校及其故事版本研究 閻鴻中 

李峙皞 「自由」的再詮釋──格林思想及其時代 楊肅献 

林盈君 漢代的衣冠禮俗 劉增貴 

邱柏翔 清代臺灣番屯制度之研究──以臺中東勢為中心（1784-1825） 李文良 

許朝祺 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理性神觀念的發展脈絡 王世宗 

郭珮君 《金光明經》的護國思想與古代日本國家──以天武朝為中心（673-686） 周伯戡 

陳冠宇 宋代的地方攝官問題 梁庚堯 

黃怡君 西漢武帝時期「省官」的變化及其原因 閻鴻中 

黃彥儒 西晉禮制秩序中宗室諸王之地位 甘懷真 

黃富奎 梁武帝佛教孝道觀──在傳統中國政治文化中的突破與困境 周伯戡 

黃智新 博林布魯克的政治策略（1726-1738） 楊肅献 

樂羽嘉 新聞自由在中國的傳遞與實踐──以董顯光和馬星野為中心 趙綺娜 

蔡育潞 19 世紀前期英國宗教寬容政策與國教的重新定位 王世宗 

蔡佩玲 記事、人稱與女性作器──西周時期殷人家族器銘研究 閻鴻中 

蘇婉婷 節日的想像與實踐──明清重陽節的文人活動與詮釋 陳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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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師生獲獎助及補助計畫  

◆ 臺大文學院跨領域研究總計畫「臺灣與世界的對話」（執行期限 2011-2015） 

計 畫 

主持人 
執行計畫名稱 隸屬之分項計畫 

分項計畫 

主持人 

陳弱水 漢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東南的原住人群── 

一個實驗性的探討 

人文多樣性與跨文化：

理論探討和實例研究 

──早期中國社群與地

域的多元性 

陳弱水 

梁庚堯 宋元時代的真州 

方震華 讀書與治軍──宋代文人對軍事的參與 

楊肅献 十八世紀歐洲啟蒙文化的多元性 人文多樣性與跨文化：

理論探討和實例研究 

──歐洲史上的文化與

宗教多元性 

花亦芬 德意志中古女性的信仰經驗與文化創造 

──爬梳多元的歷史訊息 

陳慧宏 近代歐洲天主教的海外傳教 

──非歐洲接觸視野下的十七世紀歐洲史 

劉 慧 十二、十三世紀聖物與基督教世界中的族 

群關係 

    

甘懷真 東亞古代的「國」概念 跨國界的文化傳釋： 

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

流跨學科研究 甘懷真 

古偉瀛 20 世紀初期天主教與日韓的現代性 

楊典錕 清末民初中日兩國間的軍事交流── 

以留學人才的培育和軍事制度的傳釋等 

為中心的探討 

    

周婉窈 部落遇上國家 

──臺灣北部原住民的歷史考察 

島嶼的形成與流動 
童元昭 

    

花亦芬 莎士比亞與歐洲十六、七世紀視覺文化裡 

的寓意象徵研究 

臺大莎士比亞論壇 
雷碧綺 

    

閻鴻中 先秦秦漢出土文獻與制度研究 先秦兩漢出土文獻與

學術新視野 
徐富昌 

呂世浩 先秦兩漢出土文獻與古代時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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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執行期限 

方震華 從書院到政壇──晚宋理學家的政治活動  2011/08/01-2014/07/31 

古偉瀛 澳港臺三地天主教關鍵期研究──兩頭蛇時的 

澳門，不平等條約時的香港以及冷戰時的臺灣 

 2011/08/01-2014/07/31 

李文良 民人從無議敘之例──清代臺灣的「義民」及其身分  2011/08/01-2013/07/31 

王遠義 法西斯主義、蔣介石與中國現代性  2012/08/01~2015/07/31 

甘懷真 三至五世紀東亞的建國運動  2012/08/01~2013/07/31 

花亦芬 信仰感知與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德意志、瑞士 

與北歐的多元歷史經驗 

 2012/08/01~2015/07/31 

許雅惠 雕版印刷與唐宋書籍文化  2012/08/01~2014/07/31 

 

◆ 國科會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獲獎人 

博士候選人 論 文 名 稱 指導教授 執行期限 

曾堯民 中國淨土信仰之一面──以飛錫《念佛 

三昧寶王論》為主 

周伯戡  2012/08/01~2013/07/31 

黃子寧 日治時期臺灣的基督教長老教會家族 許雪姬  2012/08/01~2013/07/31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文社科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 

博士候選人 論 文 名 稱 指導教授 執行期限 

李長遠 佛教、道教與唐宋之際儒家復興之關係 陳弱水  2012/07/01~2013/06/30 

黃麗君 清代內務府完顏氏家族研究 陳國棟  2012/07/01~2013/06/30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人文社科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 

博士候選人 論 文 名 稱 指導教授 執行期限 

陳建守 歷史概念的傳播與形塑──以近代 

中國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 

論述為中心（1837-1949） 

黃克武 

古偉瀛 

 2012/07/01~201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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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2012 年 5月至 2012年 10 月） 

一、學人動態 

4 月 27 日-5 月 2 日：呂世浩助理教授赴北京大學參訪。 

5 月 7-20 日：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阿部幸信教授來系參訪交流。 

5 月 8 日：本系衣若蘭副教授「臺灣女性人物群像」課程、劉慧助理教授「西方文

明史」課程與陳俊強兼任教授「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社會」課程獲選共同教

育中心「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100 學年第 1 學期績優計畫。 

5 月 8-15 日：陳慧宏副教授赴德國波昂出席由波昂東亞研究院主辦之「十七世紀中

歐科學的交流」，宣讀論文 “A Chinese Treatise Attributed to Paul Xu (1615): How 

the Jesuits in China Defined ‘Sacred Images’.” 

5 月 11-14 日：吳展良教授赴上海出席由上海同濟大學中國思想與文化研究院及經

學研究所、上海復旦大學儒學文化研究中心合辦之「第二屆儒家與現代中國學

術研討會」，發表主題演講「朱熹的政治社會組織理念及其歷史意涵」。 

5 月 24 日：顏杏如助理教授應邀擔任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100 學年度人文社

會資優班成果發表會歷史組講評委員。 

6 月 14-17 日：甘懷真教授赴韓國釜山出席由世界海洋文化研究所協議會主辦之「第

二屆世界海洋文化研究所協議會」。 

6 月 17 日-8 月 1 日：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梅爾清（Tobie Meyer Fong）副教授至本系訪學交流。 

6 月 27 日：衣若蘭副教授受邀於「100 學年度椰林講堂──教學成果發表會」發表

「臺灣女性人物群像」課程授課心得。 

6 月 30 日-7 月 14 日：李文良教授赴日本關西短期研究。 

7 月：陳弱水教授、周婉窈教授、李文良教授、花亦芬教授與劉慧助理教授獲頒本

校 100 學年度「教學優良獎教師」。 

7 月 1-10 日：吳展良教授赴日本東京發表論文及演講。 

7 月 4 日-9 月 5 日：秦曼儀助理教授赴法國巴黎短期研究。 

7 月 5 日：本系系友石守謙先生當選第 29 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組院士。 

7 月 9、13 日：花亦芬教授、周婉教授窈應邀擔任國科會主辨、臺大社會系承辦第

十二屆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講師，講題分別為「誰是日耳曼『蠻族』？─

─反思歷史書寫裡的文明與野蠻」、「戰後臺灣史概說」。 

7 月 9-23 日：閻鴻中助理教授與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陳昭容老師率領師生赴武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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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洋大學歷史系參訪本系，一行人於臺大文學院 

大堂合影留念。 

學、湖北省各博物館參訪交流，並至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義地崗春秋墓地、

襄陽鏖戰崗春秋戰國墓地及荊州戰國諸楚王墓地等考古遺址進行田野調查。 

7 月 10-20 日：呂世浩助理教授赴德國出席慕尼黑大學主辦之「班固與漢書──第

一屆漢書國際研討會」。 

7 月 11-12 日：陳弱水教授赴香港中文大學訪問。 

7 月 12-26 日：花亦芬教授赴德國法蘭克福及法國巴黎短期研究。 

7 月 21-24 日：陳慧宏副教授赴澳門考察。 

7 月 24 日-8 月 16 日：張嘉鳳副教授赴美國波士頓 Bentley University 短期研究。 

7 月 25 日-9 月 23 日：日本神戶大學人文學研究科研究員田中剛先生來訪交流，其

研究計畫為「戰後在臺蒙古人士的歷史與文化」。 

7 月 28 日及 8 月 5 日：閻鴻中助理教授應邀至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擔任中華文

化基本教材資源中心 101 年度種子教師培訓研習講座。 

8 月：梁庚堯教授與吳展良教授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休假研究。 

8 月：李文良教授與劉巧楣副教授獲頒教育部 10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 

8 月 1-15 日：許雅惠助理教授赴上海、北京短期研究。 

8 月 1-18 日：劉巧楣副教授赴法國巴黎短期研究。 

8 月 30 日-9 月 9 日：古偉瀛教授赴比利時魯汶大學出席南懷仁文化中心第 11 屆國

際研討會（11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China, from its 

beginning to the Scheut Fathers and 20th Century），發表論文 “Some Observations 

on CICM in China, 1865-1955: Life of 679 Scheutists.” 

9 月 1 日：本系前專任教授杜維運先生病逝溫哥華，享年 82 歲。 

9 月 6 日：日本東洋大學歷史系高橋繼男教授帶領其師生 25 人參訪本系。 

9 月 10 日：秦曼儀助理教授申請育嬰

假留職停薪，自 101 年 9 月 10 日

起至 102 年 1 月 11 日止。 

9 月 14-17 日：甘懷真教授赴北京出席

劍橋中國史．六朝卷編輯委員會

主 辦 之 Beijing Workshop: Six 

Dynasties State and Society，宣讀論

文 “Rulers and State Ritual in Six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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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國平老師            ▲古偉瀛老師（左）與陶德民老師 

9 月 26 日及 10 月 11、12 日：花亦芬教授應邀出席 101 年度國科會【人文藝術與社會

環境】經典譯注成果系列講座，主講「西方近現代思想與藝術文化的原鄉《義大利

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 

10 月 6 日至 12 月 12 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enna.）中文圖書館藏負責人魏春秋（Brian Vivier）博士至本系訪問交流。 

 

二、學術討論會 

5 月 11 日：臺大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計畫：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

究」及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聯合主辦「中國古代的政治秩序與制度工作坊」。 

6 月 11、15 日：「文化交流史平台工作坊」之「文化交流史之葡萄牙篇」、「文化交

流史之日本篇」，分別邀請葡萄牙中國學院澳門研究中心金國平研究員及關西

大學陶德民教授蒞系演講及座談，由古偉瀛教授主持。 

9 月 7 日：臺大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計畫：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

究」主辦「第二次中國古代史的政治秩序與制度工作坊」。 

 

 

 

 

 

 

 

 

 

三、專題演講 

5 月 2 日：愛丁堡大學 Adam Fox 教授應邀蒞系演講，講題為 “Food, Drink and Social 

Distinc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由楊肅献教授主持。 

5 月 15 日：臺北市立美術館館員余思穎女士蒞系演講，講題為「美術館工作面面觀」，

由劉巧楣副教授主持。 

6 月 14 日：哥倫比亞大學 Eugenia Lean 副教授蒞系演講，講題為 “Audacious Fraud 

or Masterful Imitatio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pycats and the 

Global”，由張嘉鳳副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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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回「臺灣世界史討論會」於臺大歷史系 

 會議室舉行。 

9 月 28 日：臺灣世界史討論會、臺灣大

學歷史系、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主辦

第十八回「臺灣世界史討論會」，邀

請 Panteion University 的 Christina 

Koulouri 教授蒞系演講，講題為 

“Rewriting Balkan History as an 

Alternative to Nationalist Histories”，由

楊肅献教授主持，紐約州立大學

Oswego 分校潘敏德教授翻譯。 

 

四、本系講論會 

4 月 12 日：劉慧助理教授主講「十三世紀的聖人主教──以坎特伯里大主教艾德蒙．

亞冰登（Edmund of Abingdo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1233-40）為例」。 

5 月 3 日：秦曼儀助理教授主講「路易十四時代佩劍貴族的書寫、出版與讀者回應

──以拉侯謝傅科公爵的《格言錄》與友群觀批判為中心的幾個問題討論」。 

6 月 14 日：王遠義副教授主講「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

論辯及其歷史意義」。 

6 月 21 日：楊典錕助理教授主講「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以第一至第

十一期畢業生為中心的分析」。 

10 月 25 日：呂世浩助理教授主講「從考古出土文書論秦漢時制」。 

 

五、出版訊息 

6 月：《臺大歷史學報》第 49 期出刊。 

7 月：臺大歷史系學生會文摘《思無邪》第 1 期出刊。 

8 月：文史叢刊（142）張文昌先生所著《制禮以教天下──唐宋禮書與國家社會》

出版。 

8 月：古偉瀛教授、蔡耀偉翻譯《漢蒙相遇與福傳事業：聖母聖心會在鄂爾多斯的

歷史 1874-1911》出版。 

9 月：陳弱水教授主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出版。 

9 月：《史原》復刊第 3 期（總第 24 期）出刊。 

10 月：《臺大歷史系訊電子報》發行至第 72 期。 

10 月 17 日：《臺大歷史學報》經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審核決議收錄為 2012

年「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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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度歷史系新生家長日，（左起）顏杏如、閻鴻中、甘懷真、楊肅献、許雅惠與宋家復老師向家長 

說明新生入學後修業概況，家長出席踴躍。（2012 年 9 月 8 日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六、師生活動 

5 月 4 日：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健文系友返系座談，講題為「南方有嘉木：成大

校史書寫後記」，。 

5 月 23 日：臺北市中山女高歷史科教師彭裕峰系友返系座談，由陳弱水教授主持。 

6 月 1 日：101 學年度研究生新生座談會。 

6 月 2 日：李貞德教授開授之「用眼睛看的女性史」課程期末成果發表會。 

6 月 7 日：臺大歷史系男籃屢創佳績，接連獲得第八屆北區大專院校歷史暨相關科

系球類錦標賽冠軍、第 37 屆全國大專院校史學盃冠軍、臺大文院盃 100 學年

度男子籃球冠軍，系主任甘懷真教授於系務會議公開表揚球隊傑出表現。 

6 月 7 日：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優良獎頒獎。 

6 月 9 日：2012 年臺大歷史學系畢業撥穗典禮。 

6 月 12 日：歷史系女籃榮獲 2012 年臺大盃籃球比賽亞軍。 

6 月 30 日：《史原》復刊第三期論文發表會。 

9 月 8 日：101 學年度歷史學系新生家長日暨系總迎新。 

9 月：本系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校際選課，自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實施。 

9 月：本系 101 學年度首度錄取大陸地區碩士班研究生王天駿入學就讀。王天駿 2012

年 6 月畢業於浙江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系，報考本系之論文主題為「1949 年之後

的中國政治史」。 

10 月 24 日：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科員王湘文系友返系座談，講題為「時間管理

學的應用與執行力──從歷史系到職場之路」，由古偉瀛教授主持。 



 

 
▲2012 年 6 月 9 日，本系 B97 級畢業生撥穗典禮後，全體導師生於臺大文學院演講廳前合影。 

  ▲2012 年 9 月 8 日，101 學年度歷史系總迎新，五位導師與大一新生初相見。（攝於臺大文學院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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