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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維運教授追思紀念學術研討會」紀實 

石昇烜（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編按： 

本系前任教授杜維運先生於 2012 年 9

月 1 日病逝溫哥華。 

杜師專攻史學理論與方法，長期致力於

史學的研究、撰述與教育，其學術成果嘉惠

學子無數。本系為紀念杜老師的成就，於 2012

年 11 月 22 日舉行「杜維運教授追思紀念學

術研討會」，邀請史學界師友針對史學方法與

理論提出回顧、反省與展望。杜夫人孫雅明

女士偕二位子女杜宗騏先生、杜宗蘭女士出

席，並有多位師友憶述杜老師行誼，現場氣

氛溫馨感人。本文為會議實況摘錄。 

 

系主任甘懷真老師首先致詞。杜老師的

逝世是史學界的一件大事，這場研討會代表

臺大歷史系對杜老師的一些心意。杜老師的

學術歷程中有三個家──臺大歷史系、香港

大學中文系和政大歷史系，各有其學術意義

和美好回憶。以臺大而言，是杜老師求學和

知識奠基的地方。杜老師身為學者，我們緬

懷與紀念他 好的方式，或許就是以研討會

來回顧其治學生涯和貢獻。為此，本系安排

三場專題演講和一場綜合討論，邀請古偉瀛

老師、邢義田老師和陳建守先生（臺大歷史

系博士候選人）為主講人。古老師也是籌辦

人之一，感謝古老師和邢老師義不容辭的幫

▲「杜維運教授追思紀念學術研討會」在臺大文學院會議室舉行，出席者橫跨歷史學界

老中青三代。（2012年 11月 22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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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杜老師畢生鑽研史學方法、史學史的發

展，陳建守先生亦關心此課題，雖未親自就

教於杜老師，但由其來講述杜老師的學術，

更可見史學研究的傳承。 

杜老師與臺大的淵源深遠，於此求學成

長，甚至在此結婚，2011 年冬天還應邀回

母系演講。我們希望透過追思會，表達對這

位二十世紀偉大史學家的懷念和敬意；選擇

在文學院舉辦，對杜老師而言，可說是有始

有終，別具意義。 

本次會議籌備十分匆促，感謝學界、各

單位的幫忙和參與，禮數不周之處也請多多

包涵。在此謹代表臺大歷史系祝福杜老師的

家人，接下來恭請杜師母發言。 

杜師母憶杜老師 

去年此時，杜老師和我隨古老師由山東

大學回到臺北，甘主任邀請杜老師回歷史系

演講。杜公 1977 年離開臺大，當天可說是

相隔數十年之後，再續前緣。初次見到甘主

任，看似博士生，貌如潘安，我還調侃杜老

師：你以為學歷史一定要像你那樣？那天杜

老師特別開心，我也有幸分享到掌聲和獻

花。座談會後，甘主任設宴暢敍，大家照相

合影，如今都變成可以看見的歷史了。 

相隔一年，在同一場地，今天的鮮花意

義已大不相同。杜老師享年 84 歲，算是高

壽，沒有累到家人，今天我穿著他喜歡的一

套衣服站在這，感覺我在做他在看。我為一

位愛寫書的人煮了一輩子飯，也算有點功

勞，才會站在這裡，跟各位鄉親、學者和教

授共同追憶杜老師。 

當年我和杜老師住在只有 12 個榻榻米

的溫州街 79 號，他月薪臺幣 1,200 塊，我

在臺大保健中心當護士，貼補家用，後來兒

女也都念臺大，也算是個臺大人。與他結伴

五十年，短短幾分鐘內，還真不知從何說

起，但溫州街的生活卻是一段美好的回憶。

三個孩子在此出生，用前院養的幾隻雞的雞

屎當肥料，在後院種絲瓜，絲瓜爬滿竹籬

笆；朋友來訪有紅燒雞、骨頭燉湯和雞油炒

絲瓜，這都是歡樂的時光，當時的人很容易

滿足。杜老師和朋友們常興高采烈地在客廳

談論趙翼、蔣士銓和袁枚等人，我是個好客

的人，就問：「為什麼不把那麼好的朋友請

到家裡吃飯坐坐？」朋友們聽到大笑，說他

們是幾百年前的人，請不來了！ 

杜老師一生如醉如痴的寫作，我也一路

陪著，後來居於國外，我常是他唯一的聽

眾。對他說的話裝作有興趣，是很重要的

事！我就這樣裝呀裝的五十年過去，還真有

點懂了。他晚年常說趙翼天才橫溢，但是太

粗心了，錯誤太多，我就說：「要不是他錯

誤多，你哪有考證的機會？」他聽了高興，

知道老伴比當年進入情況了，可惜今後再也

不能聽他說、與他討論了。 

杜老師過世太戲劇化，我這次從溫哥華

回來，到臺北的戶政事務所換身分證，看到

配偶欄「杜維運」三個字後面的括弧裡寫個

「歿」字，心中一揪，問辦理人員能否不寫，

他說不行，此時我才真的意識到我要勇敢面

對這個事實。 

杜師母接著談到杜老師畢生的志業和

自己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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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杜老師生前 後的著作

《廿二史劄記考證》只寫到上冊，他還自己

到溫哥華的唐人街去買鋼筆墨水，準備出院

後開始寫下冊。杜老師的研究始於趙翼，亦

終於趙翼，也算有始有終。人世間不可能事

事圓滿，史學 講究傳承，杜老師的未竟之

業，就靠學界後輩們完成。 

一個人能寫那麼多書，我由衷佩服。每

本書的命運也不一樣，杜老師教了四十多年

「中國通史」，自認撰寫的《中國通史》是

比較完整的著作，出版後卻遇到去中國化浪

潮。眾知：欲要亡其國先亡其史。國人有這

奇想，令人費解？但我相信日後它會得到應

有的評價。而《史學方法論》就如甘主任言：

如史學界聖經，人手一本。 

趙翼的詩云：「不能立勛業，及早奉身

退。書有一卷傳，亦抵公卿貴。」我想可為

杜老師的一生作註腳。許多人說他太低調，

我想就是因為他個性低調不張揚，且耐得住

寂寞，才會有此生的著作和貢獻。他不解何

以我對每個人、每件事都有極大的熱情，我

也不解他怎麼能夠一輩子只做一件事情而

不感到無聊，但彼此卻能相互尊重欣賞。我

認為杜老師的成就是因為適得其所，遇到很

多貴人相助，故能顯其才能。 

杜老師生前常懷感激，回憶錢思亮校長

當年特准我們在臺大體育館結婚，這是絕無

僅有的事。我們那個年代，追求男女朋友都

是靠寫信，在和杜老師結婚前，有位自認為

文采很好的男生常常寫詩來討好我。但與杜

老師書信來往後，我就覺得那位男生寫的詩

好俗氣，家父 終也幫我選定了杜老師。後

來孩子們問爸爸怎麼追到媽媽的，他說：「太

簡單了，只要兩張郵票！」結婚前，我們完

全沒有約會，只靠書信往返；我們是先結婚

後戀愛，婚後逐漸發現他許多優點，也很佩

服他的天賦，更因為嫁對了人，圓滿了他的

人生，也豐富了我的人生。今天非常感謝各

位的慰問，齊聚在這邊懷念他，感謝！ 

杜老師子女憶父親 

杜老師的長公子杜宗騏先生和女公子

杜宗蘭女士，談的是杜老師作為父親的一

面。 

杜宗騏先生表示，我們小時候都搞不太

▲左起：杜師母孫雅明女士偕杜宗騏先生、杜宗蘭女士聯袂出席，並分別發表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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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父親到底在研究什麼，而記憶中他會用

零用錢作為誘因，鼓勵我們閱讀一些經典和

史籍，但我們若沒興趣，他也不會強迫。父

親的學生和朋友都知道他待人很溫和，對子

女也是一樣，從來不會給我們壓力。 

待年紀稍長，我才逐漸知道父親的名

氣。在臺大念書時，常會有師長一直盯著我

看，可能是因為我長得很像父親的關係（全

場大笑）。雖然我對歷史方面沒有天分，但

倆父子間的關係就像老朋友一樣，經常相約

去吃飯喝酒、談心事。而在過去這十多年，

我長時間在香港工作，碰面機會較少，因此

父親多透過寫信關心和鼓勵我。我們家是慈

父嚴母，如今大家都已成家立業，我會帶領

弟弟妹妹孝敬母親，讓父親在天之靈安心。 

杜宗蘭女士則說，我比哥哥幸運──長

得比較不像爸爸，除非我自己提起或是遇到

從小看著我成長的師長，在校園裡不容易被

發現是杜維運的女兒，因此較自在地在臺大

中文系度過四年。 

父親是位慈祥的人，他在歷史學的天地

中畢生追求一部柔美的歷史，我不知道他

後有沒有找到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創建

了一個柔美的家庭，以儒雅之風為一家之

主。父親沒有什麼宗教信仰，只是浸淫在史

學的天地裡，從中找到生命的力量。他過世

後，家中收到來自四面八方的關心，有老有

少，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大家都以各自的方

式祝福父親，讓我更確信父親是創造了一部

個人的柔美歷史。 

我在溫哥華工作，比兩位兄弟有較多的

時間去探望父親。父親 後跟我說的一句話

是：「李定一教授說得對：還是女兒好！」

這是有典故的，當年我在臺大念書時，有次

與父親和李定一教授吃飯，他對父親說：「老

杜，我終於可以放心了，你女兒長得不像

你！」父親不只追求柔美的歷史，也追求美

的太太和家庭，所以我才不至於長得像父親

（全場大笑）。 

父親走得十分平靜安詳，留下我們無限

思念。父親一生對史學研究深具熱情，他的

成就並非偶然的，每天五點就起床寫書研

究，幾十年從沒間斷，連在醫院時也無時無

刻地為《廿二史劄記考證》找靈感，並與我

們分享。我想父親若活到百歲，還是會有遺

稿，因為他終其一生不斷地在讀書、思考、

研究。如今父親已放下大志，史學的傳承就

有待史學界的各位老師及後輩學子繼續努

力，發揚光大。 

接下來進行三場主題演講，首先請古偉

瀛老師主講。 

專題演講之一 

古偉瀛∕孤詣摶成傳世史── 

    試論杜維運師的歷史思維 

近日才知道原來宗蘭有上過我的課，從

沒想到杜老師有如此漂亮的女兒。 

非常榮幸也十分感嘆，能在此簡要報告

對杜老師著作和研究的一點心得與整理，以

下所言純屬個人意見，且僅就史學範疇立

論，決不能表彰杜師學術思想的全貌，尚祈

海內外專家有以教之。 

杜維運教授（1927/12-2012/09），在中

國北伐後期出生，山東嘉祥人，為遺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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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母親帶大。少入私塾，打下國學基礎，十

七歲離家，母親在兩年後於家鄉被害。他兩

次考入山東大學，一為中文系，一為外文系，

皆未入學。1950 年飄流至臺灣，入臺大外

文系，兩年後轉入歷史系，從牟潤孫學，研

讀清代的趙翼《廿二史劄記》，並進行校訂，

臺大碩士畢業時即以「清乾嘉時代之史學與

史家」為題，完成碩士論文，隨即留校任教。

1962 年赴英留學兩年，從學於當時劍橋大

學的漢學教授浦立本（E. G. Pulleyblank）。

浦氏頗鼓勵其研究趙翼，並以之為博論題

目，但杜氏認為在國外拿學位應以外國史為

主，遂在兩年後返國，並開始從事中國史學

史、史學方法論及比較歷史之研究與教學，

陸續出版相關著作。1974 年二度赴英一

年，1976 年應聘赴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

1988 年退休，返臺任教於政治大學歷史

系，2002 年退休後，定居加拿大溫哥華，

仍研究講學不輟，時來往於臺灣及中國大

陸。2012 年 9 月病逝，時正完成《廿二史

劄記》新注的上半冊，約 30 萬字。 

杜教授一生研究及教學，著作等身，多

次獲獎，其《史學方法論》在臺灣就出了十

七版（至 2008 年 11 月）。 重要的研究當

屬史學方法論、中國史學史、清代史學思想

及比較史學。在數十種著作中，所表達的內

容極為豐富，不但展現時代的影響，也呈現

前後期的變遷。 

我 認 為 杜 老 師 的 寫 作 風 格 有 以 下 特

點：其一是引文多；其二是文筆文白夾雜，

漢魏兼具；其三是文中呈現「溫柔的堅持」，

從不潑婦罵街式的表達；其四是屢見全稱綜

觀的書寫；其五是認識論上的樂觀主義；其

六是強烈的中華民族文化立場。杜老師的史

學方法方面，除了比較基本性的研究技巧，

也涵蓋倫理、道德、態度、性情、理想及哲

學等心靈層次的討論。面對來勢洶洶的後現

代主義立場，亦有所回應；並意識到中國的

集體寫史，仍是一個史學方法上的特色與優

點。《史學方法論》一書有兩個特色值得一

提，一是主張會通中西史學，這是以往此

類書籍未見，另一特色是堅持褒貶的傳統。 

我們應試圖探討杜老師歷史思維的背

後因素，以期對其學術成就有進一步的了

解，並提出在杜師所奠定的史學基礎上，還

可以在那些地方進一步努力，以落實「有弟

子傳承」的目標。整體而言，吾人可以感受

到杜師的遺澤如下：整理中國史學的傳統，

指出其特色及成就，與西洋史學一較長短。

比較中西史學各方的優劣，以中國史學之

長，濟西方史學之窮。將中西史學的方法加

以整理融合，撰成一部呈現二十世紀以優雅

▲古偉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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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寫成的較周詳的史學方法論。提倡比較

史學，主張「會通」，擴大視野。堅持史學

經世的理想，以隱惡揚善的精神，寫出真善

美的歷史，以促進世界和平，增進人類的文

明。總之，杜師在史學方法上為我們在開始

的「基本功」階段上提供了明確的指導，在

此之後的進階研究將會是專史化及「客製

化」（customized）的史學方法，亦即將依

不同的研究主題而異，有待史學家各自的探

索與歸納。 

杜師晚年的 大心願是寫出一部理想

的文明史：「真、美、善的歷史，出現於前，

始有可能自此衍出一部文明的歷史。淺學數

十年醉心史學，原因在此。玩物之諷，覆瓿

之譏，在所不計。」 

總結杜師的一生學術努力，我選了幾句

前人的詩句來形容： 

不係窮通憂與樂，何知古今是兼非？ 

──（孤詣）李退溪 

誰能赤手斬長鯨，不愧英雄傳裏名！ 

──（傳世）丘逢甲 

若 要 用 一 句 話 來 總 結 杜 師 的 歷 史 地

位，那我要說杜師： 

將中國傳統史學的價值及意義為國人

及世界所知。（Rescuing Chinese histo-

riography from obscurity in our times.） 

 

（編按：〈孤詣摶成傳世史──試論杜維運

師的歷史思維〉將出版於中央研究院歷史語

言研究所的《古今論衡》第 24 期［2013 年

6 月］，頁 3-28，有興趣的讀者可參考。） 

專題演講之二 

陳建守∕沐風聽濤憶杜公──對〈西方 

    史學輸入中國考〉的幾點發想 

非常惶恐與榮幸來參加這場追思研討

會。惶恐的是我實在太年輕，沒有上過杜老

師的課，只能算是杜老師學生的學生；而長

期作為杜老師的讀者，我對史學方法的研究

深感興趣，能在此報告相關課題，感到十分

榮幸。我的報告將環繞杜老師的〈西方史學

輸入中國考〉一文作討論，也會觸及我正在

關心且與此文相關的問題。 

自從晚清中國所面臨的變局，加以西方

的物質文明、思想和文化，挾勢西方列強在

中國的殖民與接觸以來，晚清民初的中國歷

經了一場「開眼看世界」的洗禮。自彼時起，

中國對自身歷史的詮釋總會以西洋史的借

喻（allegory），以便替國史樹立聲望，並藉

以躋身世界史論述中的一員。譬如對於「五

四運動」的意象形構（figuration）即是此例。

「五四運動」因其比附歐洲史上的「文藝復

興」和「啟蒙運動」這兩大歷史時段，而獲

致中國現代史上的目光焦點。陳平原認為歐

洲思想運動對於中國的影響，若是按照時間

的序列來看，晚清崇拜的是法國大革命，五

四模仿的是啟蒙運動，文藝復興則始終沒有

形成熱潮。在一個以西學東漸為主要標誌、

以救亡圖存為主要目標的時代，相對地疏遠

「遙遠的」文藝復興，實是自然平常之事。

陳平原所論斷的文化交流現象，尚有可資討

論的空間，不過他所點破的西學東漸的過

程，倒是中國自明末傳教士東來以降的文化

盛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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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概念、書籍以迄各色物事，在這

段期間紛紛以各種不同方式傳入中土。無論

是由西方直接輸入中國者，抑或透過轉介途

徑，採取「西潮乃自東瀛來」的日本媒介，

都成為日後中國憑依採擇的「思想資源」。

而杜老師的〈西方史學輸入中國考〉一文，

正是介紹這波文化交流思潮其中梗概的

早作品之一。 

我報告的目的有三，其一：從〈西方史

學輸入中國考〉出發，簡介杜老師申覆中西

史學交會的相關理念。其二：介紹由〈西方

史學輸入中國考〉一文而發的幾點想法，特

別側重介紹歐美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

研究的相關成果。其三：藉由兩個概念詞彙

為例的討論，探究近代中國概念史研究的可

能取徑。 

杜老師生於 1928 年，該年正值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所；翌年，影響世界

史壇甚鉅的法國年鑑學派創設。杜老師出生

之際，即恭逢中西兩波史學大潮之盛，鋪天

蓋地席捲而來。杜老師畢生以治中西比較史

學為職志，進而重新梳理詳盡的中國史學

史，似乎也稍稍回應了這兩波思潮。1974

年初秋，杜老師重訪劍橋，在其回憶文章中

的末段有「風景不殊，而人物已杳」的慨嘆。

今日在座的與會者，心中亦免不了有此喟嘆

吧！ 

當世界一直在改變與流逝之際，歷史記

憶就是我們珍視的寶藏。杜維運教授縱筆所

及，不僅述說自身懸為圭臬的治史經驗，更

進一步完整詮釋，讓所有讀者都能進入歷史

記憶的行伍。我無須評斷也無能評斷杜老師

的平生成就，理由在於杜老師自成一家說法

的格局，早已無庸贅言。杜老師試圖從比較

的角度，細緻地提供我們各種可能的答案。

每個世代的審美觀不停地在改變，歷史系的

莘莘學子們案頭上那一本本「杜記」出版的

平∕精裝書，仍一如往常地、靜靜地停留在

那裡，彷彿等待著提供下回知識旅程，出航

的日子。 

專題演講之三 

邢義田∕一篇遲交的作業： 

    遙遠的參照──秦漢與羅馬帝國 

今天我是抱著學生的心情來報告。當年

受到杜老師的影響，走上和許多同學不一樣

的道路，到國外去學西洋古代史。杜老師一

直鼓勵我做比較歷史研究，但我明白這並不

容易，後來成了西洋史和比較史學的逃兵，

投入秦漢史研究。 

不過，面對許多中國史上的問題，常常

會想到地球另一端的地中海世界：他們是否

有類似的問題？他們又怎麼看待和解決這

些問題？有時不免會相互參照，希望能更突▲陳建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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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出它們各有的特色。我深知這種對照和比

較其實十分粗淺，也有其侷限性。如同我今

天的演講題目，好似一幅潑墨山水，遠遠對

照一看，似乎有些相像，但近看之下卻充滿

許多差異。儘管明知問題很大，今天還是硬

著頭皮向杜老師繳交這份不夠周延、而且遠

遠遲交的報告。 

題目為「遙遠的參照」，不僅是空間上

的遙遠，也是時間上的遙遠。俗話說：「羅

馬不是一天造成的。」秦在一統中原以前，

華夏大地也早已經歷商、周，甚至更早的夏

代的統治，累積了上千年的政治文化傳統。

秦一統後的統治體制，有些是戰國時秦制的

延續和擴大，有些是秦始皇的創新，更有些

部分繼承周制。秦一統天下後，進一步將郡

縣制擴大到全帝國，這可說是戰國秦制的延

續和擴大。秦始皇創造了「皇帝」這一新頭

銜。此外，他承用某些周以來的傳統，例如

沒有放棄自周以來的天命觀，也沒有放棄周

以來天子的稱號。他相信自己像周人一樣擁

有天命，是靠老天爺的支持得到天下，並不

覺得自己統治的正當性是來自被統治的齊

民百姓。這種自商周以來的天命觀，主宰

中國 根本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格局，長達

三千年。 

正因為如此，古代中國雖曾經歷不少

學者所說的「軸心時代的突破」，卻不曾出

現「公民」和羅馬帝國的統治形式。羅馬

帝國繼承的是一個地中海世界存在已久的

城 邦 傳 統 ， 這 個 傳 統 主 要 由 希 臘 城 邦 建

立，城邦的公民就是城邦的主人，管理城

邦的正當性來自所有公民的同意和承認。

城邦的管理者應由公民推選，管理規則或

法律須由富於管理經驗者組成的長老會議

提 出 ， 並 經 全 體 公 民 組 成 的 公 民 大 會 同

意。這種對統治正當性或權力來源的看法

和政治體制，造成了古代地中海城邦世界

和古代中國根本性的不同。 

羅馬人後來統一了地中海世界，仍頑強

地維持著共和城邦的傳統。羅馬在共和時代

已經有公民大會和元老院，組成元老院的元

老們是羅馬公民中的上層階級，實際控制著

對內和對外的政治。共和時代，羅馬所有的

法律和政策都必須由元老院提出和同意。奧

古斯都以後，皇帝的身分仍須經元老院認

可，才具合法正當性，皇帝的權力也由元老

院制定的法律來規範。 

古代中國完全不同。秦漢帝國和羅馬帝

國都是大一統帝國，但背後的政治文化傳統

和對權力正當或合法性的認識可以說南轅

北轍。另外，在權力運作的特色、官僚機器

和人力物力控制、帝國防衛與政策、百姓的

地位和角色與文化政策等各方面，兩者亦是

大相逕庭。 

▲邢義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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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影響後世中國極為深遠。秦帝國的

官 僚 體 系 是 從 春 秋 戰 國 時 期 發 展 擴 大 而

來，已經過長期試驗。秦在征服過程中，以

法為治，提高效率，體系趨於完善。秦一統

中國後的官僚制度，相對於當時世界上其他

統治體系，無疑是 嚴密、 龐大、也 有

效率。漢制承秦，但漢人記取秦朝短命的教

訓，刻意除去了秦制中的嚴苛，增多了合乎

人性的成分。尤其是在儒生士大夫成為官僚

的主流以後，大力強調仁民愛物，以鄉舉里

選、辟徵等不同方式，賢良方正和孝廉等名

目，制度性的吸收社會菁英進入統治階層，

大大緩和了社會上下層之間潛在的利益衝

突和矛盾。因為這些改進，自秦漢以來的政

治體制才能大體維持了兩千年。 

羅馬人沒有像秦漢一樣，留下可長可久

的官僚體制。羅馬帝國崩潰後，沒有人再能

用羅馬人的方式統一地中海世界。不過羅馬

人建立的和平（pax Romana）和寬容的文

化宗教政策提供了基督教成長的溫床，也成

就了以羅馬為首的教會體系。基督教會主宰

歐洲上千年，這個影響不可謂不大。此外，

羅馬自共和時代以來，經無數皇帝、律師和

法學專家不斷努力，建立起從理論到實務兼

具，十分完善的法典以及司法體系，奠下西

方法治的基礎。這個貢獻無與倫比。 

在場諸位見證了我以學生的身分宣讀

這份報告，向在天上的杜老師繳交一份遲交

的作業。謝謝。 

 

綜合討論 

主持人：陳弱水 

臺大歷史系舉辦今天這場研討會，目的

在緬懷杜老師，並回顧、探討他畢生的學術

成就。承甘主任指定我主持綜合討論，非常

榮幸，不過在座貴賓中有許多杜老師的同輩

學者和親炙甚久的學生，相較之下，我對杜

老師的認識，實難望各位之項背。 

先 略 談 我 與 杜 老 師 的 淵 源 。 我 是 在

1974 年進入臺大歷史系的，杜老師同年赴

英國研究一年。杜老師原來在系上開授大

一必修課「中國通史」，所有歷史系學生都

會上到他的課，而我應該算是臺大歷史系

第一批錯失杜老師開課的學生，未能親聆

教誨。 

杜老師從英國回來後不久，1977 年，

即轉任香港大學教職，我和老師在臺大重疊

的時間只有一年，大學時代好像只看過他一

次。那次是一群同學正好經過溫州街老師

家，有人說杜老師從香港回來，想和老師打

招呼，就去敲門，杜老師聞聲出來和同學們

示意，我就這麼遠遠的看到了老師一眼。不
▲綜合討論，由臺大文學院院長陳弱水老師主持，

請香港大學黃啟華先生（左）首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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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我終究有機會和杜老師相識，二十餘年

前 ， 我 在 溫 哥 華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教書，杜老師已和家人在溫哥華

附近定居，我和杜老師、師母和杜宗蘭女士

碰過面。事後回想，這是很難得的機緣。 

在學術方面，杜老師對近幾十年臺灣的

史學風氣影響很大，這可能不在杜老師的計

畫和意料之中，但事實即是如此。以我個人

而言，我很早就對歷史有興趣，但在就讀臺

大歷史系之後，有幾件事是始料未及，甚至

令我吃驚的。其中之一是我方知世間有所謂

「史學方法論」，研究歷史竟然必須講求方

法，要作知識上的反省。另一件則是世間有

所謂「漢學」，即使研究中國史，也不能自

限於中文世界，而需要熟知外語──特別是

英文，作世界的學問。這兩者恰好和杜老師

的學術關懷有極大關係，他在第二本專著

《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即顯現這樣的

傾向。 

剛才古偉瀛老師指出《史學方法論》出

了十九或二十二版，這個現象充分反應了臺

灣的史學風氣。我想說的是，這個風氣的一

個重要創始者，其實就是杜老師本人。 

接著，在開始綜合討論前，先請專程從

香港前來的黃啟華先生發言。 

黃啟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我受師母和宗蘭之託，整理了老師的著

作目錄，也將遺稿帶來臺灣，並有幸參加這

個追思會。 

我和老師結識的經過十分奇特：1982

年我還在念中學，常在各個書店買書、看

書，那時用 40 塊港幣買了《史學方法論》，

是我一週的午餐費，而這是我第一次接觸

「杜維運」。念大學時，我常常翹課，一個

人去釣魚，想想問題，老師習慣在我釣魚的

地方散步，因而相識。大三時我選修了「長

篇論文」一課，老師便是我的指導老師。我

本來不會說普通話，老師在香港大學教書時

不會說廣東話，所以當年跟隨老師念書是用

筆談。本科畢業後，老師說我可以念碩士，

於是就跟著老師繼續念。1988 年老師從香

港大學退休，我改由臺大來的何佑森老師指

導。 

特別一提的是，老師期望《中國通史》

能再版，望國人重視國史，前幾年已為此寫

了序言，手稿則送了給我。 

老師的個性天真樂觀。有一次在溫哥

華，我們相約早上十點去喝茶，一碰面，他

就從袋子拿出紅酒，還叮嚀我不能告訴師

母。現在回想起來，我真的很懷念老師。 

後記︰老師在港大上課也不帶筆記，但

旁徵博引，不失一字，為同學敬服。 

楊永安（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我為老師的過世感到非常難過，大學時

修過老師三門課，「史學史」、「學術思想史」

和「政治思想史」。老師的記性非常好，但

直到我自己開始教書了，才體認學者上課不

能單憑記憶，因此更敬佩老師認真備課的熱

情。 

杜老師的脾氣非常溫和，對學生的詢問

很有耐性，總是面帶笑容。遺憾的是，我和

和老師的合照不多，與老師一同喝酒談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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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至今還歷歷在目。老師遺稿的整理和

出版，是後續重要的工作。在此希望師母和

家人能平復心情，好好生活。 

（編按：楊老師無法前來，特地預錄影片以

致感懷之意。） 

王德毅（臺大歷史系名譽教授） 

認識杜大哥是在民國 44 年，因為彼此

的家鄉近，幼時際遇相似，所以很談得來。

民國 48 年，他碩士班畢業，我大學畢業，

當年臺大歷史系的畢業通訊錄我還留著。杜

大哥 84 歲過世，算高壽，其實也是件高興

的事。前些天遇到老同學黃培教授，他因事

不克前來，亦託我轉達哀悼之意。希望杜大

嫂能好好照顧自己，平安愉快，注意健康，

也希望大家多珍惜自己身邊的老伴和老友。 

同學提問∕邢義田老師答覆 

周樑楷老師帶領修習「近代西方歷史意

識」課程的學生與會。有學生請教邢老師，

羅馬帝國有別於秦漢帝國，並無全國性的官

僚組織，管理是建立在個別城市的自治上，

何以我們會把「擴大城邦」的國家形態稱之

為「帝國」？兩者若能比較，又該如何去定

義「帝國」？ 

邢老師說明，羅馬人並未稱自己的國家

是「帝國」，始終自稱 “republic”，秦漢亦

未自稱「帝國」。「帝國」是一個晚近的學術

語言，用來指涉擁有一個龐大統治機器，能

長時間、有效的控制廣大區域裡的眾多人口

的國家。秦漢和羅馬的統治方式和運作細節

仍有許多歧異，但兩者是放在一個較寬鬆的

基準下比較。當然這定義不夠精確，某些比

較是否合適，可以再檢討。 

剛才楊永安先生提到遺稿的整理，杜師

母表示，這次回臺灣，經甘主任引薦臺大總

圖書館的特藏組，今天上午已和宗騏、宗蘭

將杜老師幾部手稿和大學時代的筆記本送

去總圖珍藏，相信杜老師會很高興。日後還

會繼續整理手稿，陸續送到圖書館。 

張哲郎（政大歷史系名譽教授） 

我常自稱是杜老師「黃埔一期」的學

生，但應該算是黃埔二期，許逖、張元、阮

芝生等人才是真正的一期。 

杜老師說話有山東口音，第一次上他的

課，我聽了極為親切，因為我的中學老師也

是山東人。老師記性很好，上課從不帶筆

記，卻能一直抄黑板，滔滔不絕。我幾年前

退休後，把當年上課抄的筆記拿出來看，多

是趙翼《廿二史劄記》書中的，內容都不會

錯。前些年和老師一起去墾丁玩，老師可以

一邊聽歌一邊將文章背下來，所謂醉翁之意

不在酒，背得極為精準。 
▲杜師母將杜老師部分手稿及筆記本捐贈臺大圖

書館特藏組。（2012年 11月 22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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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師去英國前，已經有人介紹師母和

杜老師認識，但師母一直說他長得像孔子，

不喜歡。而且師母當時在國防醫學院工作，

追求的醫生眾多。杜老師到英國後，早先寫

的幾封信，師母都沒回應，反倒是師母的父

親回了信，所以師母常說杜老師是和她父親

談戀愛。後來杜老師和師母在臺大體育館結

婚，那場婚禮空前絕後，錢思亮校長之後不

敢再外借體育館舉辦婚禮。令人訝異的是，

新娘師母進場，我赫然發現師母的父親就是

我的中學老師！記得師母父親上課總是西

裝筆挺，每次領帶都不一樣，英文好，日文

更好。老師和師母的良緣，就是由師母的父

親所促成。 

大家都知道杜老師愛喝酒，但他絕不強

迫別人喝，我愛喝酒也是老師教的。 

杜老師的身體其實相當好，很少生病，

幾乎沒有住過院，師母也非常重視老師的健

康，每年回臺灣都會做全身健康檢查。因此

當我接到老師住院的消息時，十分驚訝。不

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老師走得無牽無

掛，我想老師的家人都能看得開。希望師母

之後多回臺灣和老朋友相聚。 

許逖（臺大歷史系系友） 

我十五歲當兵，後來受傷退伍，又去打

魚打了一年，回頭念書，才進了臺大，成為

杜老師黃埔一期的學生。在臺大，我 聽得

下去的就是杜老師的課，且在校園裡舉目無

親，下課常去找他談天說地。認識老師 53

年，吃了三次杜家的喜酒。以我對老師的瞭

解，老師從不爆粗口，是位謙謙君子。且他

從不記仇，不搶功勞，幾乎所有的同事都喜

歡和他相處。老師個性極為敦厚，曾受到某

些人排擠， 後卻出面為他們排解困難，這

和錢思亮校長的教誨有很大的關係。老師一

生坦蕩，不計名利，有美滿的家庭，就像紙

條中的遺言，他感謝師母、家庭帶給他的幸

福快樂。作為學生的我們，也為老師的好命

和運氣感到安慰和高興。 

▲研討會中場休息時間，與會學者紛紛與杜師母（中）合影，左圖左起：杜宗騏先生、胡昌智老師、杜正勝老

師、張哲郎老師。右圖左起：邢義田老師、杜宗蘭女士、許逖先生、尹章義老師、古偉瀛老師、黃進興老師、

甘懷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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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師母「點名」嵇若昕老師發言。 

嵇若昕（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華岡博

物館館長） 

我高陳院長一屆，和同班的楊肅献老師

剛好是杜老師「中國通史」的 後一批學

生。我後來所學偏向藝術史，大學時史學方

法課的報告是關於毛公鼎的銘文，老師給我

很多鼓勵。民國 80 年我出了第一本書《器

物藝術叢談》，請老師寫序，老師一直很照

顧學生，二話不說就幫我寫。序中提到藝術

史也是歷史的一部分，也提到很多歷史研究

都忽略圖像，未來應該多多注意「看得到的

歷史」。 

老師愛喝酒，大家都知道。我也說一件

趣事，當年老師從香港回來，我們夫妻與戴

晉新、馮明珠夫婦總會約老師小酌；老師一

向主張和學生吃飯、喝酒，要由他付帳，而

學生總想方設法趁老師不注意，去把帳付

了。有一次，大家吃喝達酒酣耳熱境地，老

師看到在座的男士（戴晉新教授與我先生）

已先後離席小解，他想：他也可以去了吧！

結果我們就趁這個空檔付了帳。 後老師又

要掏腰包付帳時，我們說：已經付了！當他

得知是趁他 後一人離席小解時學生付的

帳，他嘆道：「我就一直忍耐，看到你們都

去過，我才去的。唉！廁所真的不能上！」 

對於和老師相處的點滴，有非常多的回

憶，相信在座各位都有屬於自己和杜老師的

回憶。 

聽到大家都提到杜老師愛喝酒的事，杜

師母說：「我明天要把家裡的一個保險箱打

開，已經三十年了，也沒什麼好鎖的。裡面

有一張紙，是關於杜老師發誓戒酒的，現在

也沒用了，所以說男人的話真是不可信！」

（全場哄堂大笑） 

後陳院長和甘主任簡單的總結。這場

紀念學術研討會除了紀念一個時代、感嘆世

代的交替外，也懷念杜老師在世的種種美好

往事。此外，杜老師遺稿的後續整理和出

版，非臺大歷史系可獨力完成，有賴各界參

與和協助。會議到此圓滿結束。謝謝大家。 

▲嵇若昕老師分享她和杜老師的回憶。 

▲杜師母和與會者合影，左起：黃富三老師、王德

毅老師、趙雅書老師伉儷、李弘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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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手稿研判寫成於杜老師最後一次住院前，時間約在 2012 年 8 月中旬，家人事先皆無
所悉。杜老師過世後，師母在溫哥華家裡的字紙簍中發現了這紙手稿，讀來竟似杜老師的

遺言。杜老師此文回顧少年飄泊以至寄身翰墨，終於溫哥華安享晚年，適為其一生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