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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6∕2014 年 4 月 1 

▲「趙綺娜紀念獎學金」首次頒發，系主任甘懷真

老師與得獎者合影，左起：陳靖叡、李思儀、甘

老師、林佳、翁榛憶。（2014 年 3 月 27 日攝於

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趙綺娜紀念獎學金 
 

本系趙綺娜教授於 2013 年 3 月因病突

然辭世，家屬秉其教育熱忱，捐贈趙老師遺

產新臺幣 500 萬元，設置「趙綺娜紀念獎學

金」，分為「學術獎學金」及「研究計畫獎

學金」，受獎學生每名獲獎助新臺幣 4 萬元。

102 學年度首度開放申請，於 2014 年 3 月公

開頒發獎狀。 

趙綺娜教授為本系專任教師，亦為本系

傑出系友，赴美取得博士學位後，曾服務於

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等

機構，2003 年轉任歷史系教師，開授「美國

史」等相關課程。 

趙老師個性爽朗、熱情，不論是家人、

朋友與同仁，在她離世後仍時常憶起曾經共

渡的美好時光。在研究、教學上，趙老師更

是一位勤奮、認真的學者，生前仍在進行美

國文化對臺灣的影響方面的研究。 

趙老師離世前，仍盡心盡力於教學工

作， 後一次到學校講課，是參與歷史系

2013 年 3 月間舉辦的臺大杜鵑花節「高中

生旁聽歷史課程」活動，讓一些對歷史有興

趣的高中生來旁聽她講授的「美國歷史與電

影」；上課是在下午，晚上又參加了系學會

舉辦的另一項活動，不料當晚因疾病突發而

溘然長逝。她生命中的 後一程，可以說是

為臺大歷史系鞠躬盡瘁。 

趙綺娜老師的家屬秉持趙老師關懷學

生的精神，同時感念趙老師求學期間接受各

項獎學金完成學業，慷慨捐出趙老師的遺產

500 萬元，成立獎學金，實際獎助具學術發

展潛力、尤其是有經濟需求之學生。此項捐

款亦為歷史系創系以來單筆 大金額的捐

款，日前已完成獎學金的首次申請與頒發。

歷史系主任甘懷真表示，除了感謝趙老師家

屬的捐贈，更希望未來能藉由這項獎學金，

協助更多更優秀的學生求學、研究，發揚趙

綺娜老師對於教育及關心學生的熱忱。 

102 學年度獲獎名單（含計畫名稱）： 

1. 研究計畫獎學金： 

林 佳（碩士班）∕「近二十年中國疾病史

研究之回顧──以臺灣地區論著為主」 

林宣瑋（學士班）∕「從貨幣流通的觀點

討論 1949 到 1950 年的上海通膨控制」 

2. 學術獎學金：陳靖叡、李思儀、翁榛憶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6∕2014 年 4 月 2 

李守孔教授事略暨學術和事功綜論 
 

 

編按： 

本系名譽教授李守孔老師於 2014 年 3

月 3 日辭世，享壽 91 歲。告別式於美西時

間 2014 年 3 月 15 日在洛杉磯玫瑰崗紀念墓

園之教堂舉行。本系於 4 月 19 日舉辦「李

守孔教授追思會」，由胡平生老師、古偉瀛

老師主持，李師子女李文捷女士、李文宣先

生等家屬出席，多位學界友人分享與李老師

相處的回憶，幾位指導的學生則憶述其照顧

與提攜之情，現場氣氛溫馨感人。 

李教授任教本系逾 40 年，專治中國近、

現代史，著有《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

史》、《國民革命史》、《李鴻章傳》、《民初之

國會》等專書 16 種，及論文近百篇，並作

育英才無數。 

本文之〈李守孔教授事略〉，原載〈李

守孔弟兄安息禮拜程序〉；〈李守孔教授學術

和事功綜論〉則由李老師指導的學生、同為

本系名譽教授的胡平生老師撰寫。 

 
李守孔教授事略 

 

 

李守孔先生祖籍河南臨汝，1923 年 6

月 22 日生，2014 年 3 月 3 日於洛杉磯阿凱

底亞市家中去世，享年 91 歲。 

李先生幼年喪母，曾就讀於臨汝初中及

洛陽高中，歷經流亡學生抗戰離亂之苦，

1947 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歷史系。隨即搭船赴

臺灣，任教於彰化中學。次年北上至國立臺

灣大學，任歷史系助教。1951 年與山東莒縣

張潤民女士結褵，育有長女文清、次女文

捷、三男文宣、幼女文瑩，子女四人學有所

專，成家立業。現有外孫子女 6 人及曾外孫

子女 3 人。 

李先生 1965 年升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

授，專研中國近代史，桃李滿天下，頗為學

子們敬重。先生治學嚴謹，著作豐富，撰寫

大學教科書多種，對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教育

貢獻良多。教學、著述外，亦曾擔任東海大

學 歷 史 研 究 所 所 長 及 全 國 歷 史 協 會 總 幹

事。1990 年從臺大榮退，作育英才 40 餘年。 

蒙恩感召，李先生夫婦於 1990 年在臺

北救恩堂一同受洗，歸主名下。退休後，旅

遊足跡遍及中國大陸及歐美各地。因子女有

三人定居美國工作，兩人遂來美依親，與子

同住，享受天倫之樂。初居德州休斯頓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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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孔老師撰寫的教科書《中國現代史》、《中國

近代史》 

年，2003 年移居至加州洛杉磯。11 年來參

加老人健康中心及教會活動。平日喜讀中國

古書，如《資治通鑑》、《四書》、《古文觀止》、

《唐詩三百首》等，與古人為友。閒暇勤練

書法，欣賞電視戲曲、文化節目；彙集數十

年論文著作出版《中國近百餘年大事述評》

一套 5 冊，贈送國內外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圖

書館典藏；撰寫自傳，書名《不逾矩自述─

─我的奮鬥歷程》，供子孫存閱，作為待人

接物之借鏡。 

李先生個性內歛，謙和寡言，樸實敬

業，疼愛妻兒，熱心幫助親友及學生們，真

誠的謙謙君子為先生 佳寫照。他的為人處

事可從數年前書寫的詩句中窺見一斑： 

知足常樂心安理得 

拿得起放得下看得開 

能忍能讓能屈伸 

耐勞耐苦耐寂寞 

無求無欲無得失 

樂山樂水樂詩書 

李先生與張潤民女士鶼鰈情深 62 年，

張女士於 2013 年 5 月 19 日因肺癌而安息

主懷。李先生悲痛逾恒，健康日益衰退，11

月初因腎衰竭及貧血住院，開始每周 3 次血

液透析。2014 年 1 月再次入院，決定停止洗

腎，回家休養並參加安寧療護（VITAS），

兒女們輪流從外地來照顧，3 月 3 日上午 8 

時 30 分息了地上勞苦，安祥地永息於主的

懷中。 

（原載「李守孔弟兄安息禮拜程序」，2014 年

3 月 15 日） 

 

李守孔教授學術和事功綜論 
 

胡平生老師整理 
 

一、研究撰述 

李教授在這方面成就卓著，其特色為： 

（一）數量極鉅：計撰有專書 16 本，

期刊論文 63 篇，論文集之論文或專書之篇

章 28 篇，會議論文 5 篇，報紙文章 11 篇。

總字數粗估約 300 餘萬。 

（二）偏重教科書及單篇論文的撰寫：

出版的 16 本專書中，教科書就佔了 11 本，

書名多同，內容近似，詳略則相差甚大。其

中 1954 年出版的《中國 近四十年史》，於

1958 年易名為《中國現代史》出版，是臺灣

第一本以中國現代史為名的教科書。1965

年出版的《國民革命史》，為超大開本，篇

幅 鉅，將近百萬字。其他專書僅《李鴻章

傳》及《民初之國會》為學術性著作，此二

書部分內容，已於出版前以單篇論文的形

式，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單篇論文方為他學術

研究成果的精華所在，其篇數之多，著實驚

人，並且大部分論文均足具份量，品質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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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孔老師當年上課神采 

（三）從事研究撰述的時日長而緊密

持續：李教授自 1952 年發表了第一篇學術

論著〈明代白蓮教考略〉起，至 1988 年退

休前兩年為止，長達 36 年間，撰述極勤（退

休後 1991 年仍撰有一篇研究論文發表，即

〈革命黨人對建立民國之共信與合作〉），

難能可貴的是除了 1966 年，每年都有專

書出版或論文、文章發表，而且往往還不

止 1 本或 1 篇，如 1964 年有 1 本 4 篇，1977

年有 1 本 5 篇，次年有 2 本 2 篇，1981 年

有 14 篇，1984 年有 8 篇，次年有 6 篇，撰

述之勤，由此可見。 

（四）研究撰述的史事人物涵蓋好幾個

歷史時段。從〈明代白蓮教考略〉、〈晚清

知識份子與救國運動──兼論林則徐與鴉

片戰爭〉、〈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後清帝退

位之交涉〉、〈國民政府之國家統一運動（民

國 18 年至 19 年）〉，到 1950 年之〈中國國

民黨改造之意義與價值：旋乾轉坤開創契

機〉，上下亙延甚長，而幾全以晚清民國史

為研撰領域，可說是兼擅中國近代及現代

史。 

（五）撰述的題旨內涵幾全為政治、

軍事史，兼及外交史，包括教科書在內，

亦 皆 如 此 。 這 當 然 是 與 他 的 研 究 興 趣 有

關，再者，當時臺灣史界，尤其是 1950、

1960 年代，仍係以政治、外交、軍事史的

研究為主流，1970 年代中期以後，思想史、

社會史、文化史、性別史等的研究次第蔚

成風氣，李教授早已積久成習，而一仍舊

貫。 

（六）秉持傳統中國史學的撰述風格：

即講求史料的蒐集和考訂，著重史事的忠

實陳述，不崇尚解釋析論。李教授的遵循

傳統，發揚傳統，使他的諸多撰述在這方

面對中國近、現代史界貢獻極大。 

（七）具有國家民族的意識。李教授

中學及大學時代曾身歷八年抗戰的苦難和

離亂，民族意識、國家觀念甚強。因此他

在論著中往往流露對國家民族的關懷或感

喟。他撰寫的一些教科書以「國民革命史」

為主流的述史方式，以及少數論著使用「國

父」、「蔣公」等稱呼，也是他從事撰述時

代臺灣大多數史家的共識。 

二、指導研究生 

李教授在這方面貢獻甚大： 

（一）指導的研究生人數極多。以論

文本數計算，就目前所知，碩士論文有 92

本，博士論文 11 本。扣除其中博、碩士論

文均係李教授指導者 5 人，計為 9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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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孔老師（左二）與學生在歷史系研究室前合影

（攝於 1986 年 10 月 9 日） 

▲李守孔老師（前排右三）帶領學生前往東海岸考察

（攝於 1960 年暑假期間，劉景輝老師提供） 

（二）指導的研究生分屬臺灣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政治作戰學校、

東海大學、中國文化學院（大學）6 校。所

別則有歷史學（史學）、政治學、三民主義、

中美關係。其中以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研究生居大多數，計 58 人（碩士論文 55

本，博士論文 8 本）。 

（三）所指導的 103 本論文中，係與

其他教授共同指導者有 19 本（博士論文 4

本，碩士論文 15 本）。 

（四）103 本論文中，屬晚清史、民國

史範疇者各約 40 餘本，跨晚清、民國史者

約 6 本，唐史、明清史、清史、外國史者

各 1 本。以性質而言，屬政治史（含政治

人物）者 46 本，外交史（含中外關係史）

者 16 本，思想史（含文化史）者 11 本，

社會史者 9 本，經濟史者 7 本，教育史者 5

本，軍事史者 3 本，史學史者兩本，文學

史、建築史者等各 1 本。相當多元化。以

上只是粗略的分類，因有些論文題目的時

段範疇及性質並不明顯易分，有些則兼具

兩種性質，都使分類統計難以精確。 

三、學術行政 

李教授在這方面亦績效斐然： 

（一）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近代史組

召集人（1966-1988）：為了提升近代史的研

究風氣，李教授協助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

向教育部爭取經費，於 1966 年在所內成立

近代史組以及專門研究室（即所謂第八研

究室）。同年起，臺大歷史研究所即分為一

般史組、近代史組招考碩士班研究生，應

考者必須在報名時決定組別，分組錄取。

其後至 1988 年兩組合併，不再分組為止，

22 年間，共招收了約 80 餘名近代史組碩士

班研究生，對培育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人

才、提升這方面的研究風氣，貢獻甚大。

他如大量購買近現代史的書籍資料（均放

置於第八研究室內），致所內圖書設備漸形

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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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夏天，李守孔老師伉儷與鮑利黎女士（右）合影（攝於美國加州 Arcadia，
鮑利黎女士提供） 

（ 二 ） 中 國 歷 史 學 會 總 幹 事 （ 1972- 

1979）：1972 年起，李教授以中國歷史學會

常務理事身分，擔任該會總幹事，前後達 7

年之久。中國歷史學會自 1954 年在臺北成

立，到 1972 年的 18 年間，總共才召開過 5

次大會，出版過 3 本《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

刊》。李教授擔任總幹事後，在經費不充裕

的情況下，大會每年定期召開，地點輪換，

《史學集刊》每年如期出版；並經常舉辦學

術討論會，打破以往理監事選舉的保障制

度，無疑地給該學會帶來一股朝氣。 

（三）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1976- 

1981）：李教授在任內極力充實該所課程，

除他本人在該所開設「中國近代史專題研

究」、「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及「研究實習」

3 門課外，又廣邀名師管東貴、馬先醒、鄭

欽仁、毛漢光、宋晞、金中樞、李符桐、陳

捷先、楊雲萍、唐美君等教授至該所授課，

加上該系之楊紹震、呂士朋、楊允元等教

授，致該所之師資陣容至為堅強，研究生獲

益甚大。李教授對該所另一大貢獻，是建立

了基本的圖書收藏。該所於 1970 年成立之

初，正逢東海財政困難，經費甚為有限，李

教授在有限的購書經費之外，以個人的交

情，向文海出版社等，勸募到沈雲龍主編的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2000 多冊，供研究生

參考閱讀，也讓該所建立基本的圖書史料，

根基逐漸鞏固。 

學術研究與事功表現，本難兼顧，李教

授兩者均有可觀的成就，令人欽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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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展良老師（2013 年 11 月 28 日攝於臺大文

學院會議室） 

臺大歷史系講論會 
 

朱熹天理化的政治社會秩序 
與組織思想 

吳展良老師主講 

 

朱熹的政治思想是千年來中國政治思

想 重要的代表。南宋以降，以他為領袖的

理學家們所建立的天理化政治與社會秩序

觀，成為中國近世以來政治與社會秩序的思

想基礎。此種思想主張政治上的一切作為要

合乎天理，亦即合於天道自然與人心人性的

根本要求。主政者不可陷於個人偏私的欲

想，也不可偏主於一時一地或部分人士的喜

好，而應當目光長遠，超乎狹隘的功利計

算，以符合普遍人性與天地自然中的恆常道

理。這種思想的具體主張，以三綱五常之教

與大學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為中心。從南宋

後期逐漸獲得正統地位，自元代後期直至清

末更成為科舉取士的標準。一代又一代的讀

書人，浸潤於其中，構成了他們政治社會思

想的基底。 

朱熹天理化的政治秩序論，以及三綱五

常、修齊治平的整套說法，不僅擁有眾多的

擁護者，也懸為國家社會的正統與功令。此

說在中國的崩潰，是在辛亥革命與新文化運

動之後。其中被攻擊得 厲害的，首先是「君

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之說，

而後是家、國不分的政治觀，以及所謂倫理

道德至上的道德治國論、非功利論、非自然

人性論，依賴聖人的「聖君」論，更不用說

背後的所謂君主專制與封建奴隸道德了。這

些批判，大抵均以現代西方的政治與社會文

化為標準來批判傳統中國。換言之，造成此

學說崩潰的主要矛盾，是古今中西的政治社

會組織方式與理念之大不同。 

在追求革命與現代化的狂潮下，朱子的

政治學說，到底反映了何種政治社會的秩序

與組織理念，不免但聞教條式的論斷，而缺

乏深入的研究。然而此種政治社會的秩序與

組織理念，既然能夠做為有宋以降中國政治

與社會文化 重要的代表，顯然有其重大而

複雜的歷史價值，必須深入探討。不僅如

此，在「現代」中國政治與社會的組織方式

依然十分迷茫困頓之際，前近代中國政治社

會的秩序與組織理念實在仍值得人們作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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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懷真老師（2014 年 1 月 2 日攝於臺大文學院

會議室） 

 

漢委奴國王印再考證 

甘懷真老師主講 

 

我推論金印中「委奴」不是倭人之奴

國，而是《三國志．倭人傳》所記的伊都國

的前身。此以 ito 發音的北九州政權，位在

此區的國際港，同時也作為該區的宗教聖

地。在第一世紀前期，北九州沿海諸政權

即在此地設置共立之首長；樂浪郡政府與豪

族的勢力也介入此區，與 Ito 政權合作。漢

光武帝要求邊郡政府策動其屬國向洛陽朝

廷朝貢，於是 Ito 政權的代表到了洛陽，而

有此金印事件。 

其次，西漢時期，漢朝廷對於倭人的

認識是源於至樂浪郡的海上商人。而在同

時期，以樂浪郡為基地，漢官方與民間的

勢力也開始介入北九州。樂浪郡政府主要

接觸的政團是位於系島半島上的海港的 Ito

政權，並開始在這裡設置常設機構。東漢

朝廷建立後，對於邊境蠻夷採取「省邊郡」

政策，不再將蠻夷之地與新征服的蠻夷轉

化為郡縣與郡縣之民，而是以冊封的方式

將之定義為封建性質的屬國。此類屬國是

存在於郡縣域外，雖也歸邊郡管理，其關

係主要表現在屬國代表須定期向邊郡首長

行君臣關係形式的謁見禮。 

東漢光武帝即位後，為示新政權的正

當性，要求邊郡政府策動其屬國來洛陽朝

廷朝貢，樂浪郡政府即促成了 Ito 政權的使

者至洛陽朝廷，並得到漢朝廷冊封為「漢委

奴國王」。此「國王」之號，一來是依據東

漢制度規定四夷君長的職稱，其一為「國

王」。但從印綬來看，金印紫綬又是頒給縣

侯，即縣級侯國之君主，故委奴國比照縣

級。而委奴國之君主由侯升至王爵，當是

天子對於蠻夷君長的殊恩。因此，國王之

義有二：一是此委奴國是後漢時期的域外蠻

夷屬國。二，其君主之爵號為王，除來自

天子殊恩外，也表示委奴國之君主的地位

高於其鄰近諸倭國之君主。 

再者，自金印事件後，樂浪郡與其後

的帶方郡利用與委奴國（伊都國）的合作機

制，發展出郡使常駐制度，進一步介入北

九 州 的 政 治 。 我 們 應 注 意 到 邊 郡 作 為 一

「國」的獨自向外擴張的歷史。 後，委奴

國王冠以漢也是「省邊郡」以後的發展。委

奴國不再是郡縣域內的蠻夷屬國，而在郡

縣之外。漢朝廷為表現該蠻夷政權仍是臣

屬之國，故冠上天下之號之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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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上帝信仰及其發展困境 
 

王世宗老師主講 
 

完 整 或 正 確 的 世 界 觀 必 具 有 上 帝 信

仰，中國文明不是沒有上帝信仰，而是信仰

不深或認識不足，於是「天」取代「神」，

成 為 宇 宙 高 主 宰 ； 在 上 帝 的 人 格 靈 性

（personality）逐漸被忽略後，上帝信仰更

不可能發展，天道或自然法則（natural law）

的思想畢竟是中國形上學的極限。如此，中

國文化傳統的超越性與抽象性思考甚為薄

弱，但同時教條化與上層（學者）迷信的問

題也極輕微，因其取向永在「天人之際」，

故人文主義成為中國文明 深刻的精神。 

世 上 所 有 古 文 明 皆 有 濃 厚 的 宗 教 氣

氛，其神明信仰的演進概為由多神轉向一

神、由公共神轉向個人神、由自然神轉向政

治神，此三脈絡同時發展（互動而整合），

終究造成上帝信仰的確立。這個演進歷程在

西方完整出現，中國則是半途而廢，亦即中

國的宗教信仰層次處於多神與一神之間、公

共神與個人神之間、自然神與政治神之間，

因知識分子於此態度保留，所以中國的宗教

主要表現為「民間信仰」。 

中國的無神論並不顯著或強烈，此與中

國的上帝信仰不盛為一致之事。事實上無神

論乃是為反對上帝信仰而存在，它出現於上

帝信仰興起之後，以「寄生」為樂，而無法

自立自足，所以無神論在中國不發達，暗示

了中國上帝信仰的薄弱；但無神論的存在也

證實了中國上帝信仰的確立，而中國的上帝

信仰既不成熟，無神論於此對上帝信仰的衝

擊乃不嚴重，反而有激發上帝信仰進化的作

用，因為超越性真相的確認有賴錯誤觀點的

批判（間接推論），而非直接的設想。 

朱熹說：「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

十帝乎？」此說是信神的智者對於唯一上帝

的理性推論，幾乎是中國傳統中獨有的高

見。中國士子頗覺「罪莫大於褻天」，學者

對於上帝即使未能深信也絕不輕視，其破除

迷信與探索天道之舉並行不悖，只因信仰不

篤，始終予人思想含糊之感。在教化上，「聖

賢不語怪，而教人先內後外，未嘗非神之

意」，然「聖人之事神處於有無之間，致其

不可知也，然後民信之，示其不可黷也，

然後民畏之」，如此上帝信仰雖未得推展但

常受維護，這已是中國宗教的 高境界。 

（本文為王世宗老師專著《東方的意義──

中國文明的世界性精神》［臺北：三民書

局，2014］第一章第一節之部分內容）  

▲王世宗老師（2014 年 3 月 20 日攝於臺大

文學院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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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中國言語文化學會 
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盧怡如（臺灣大學文學院專任助理） 
 

一、緣起 

臺大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

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計畫，集結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史學系、日本

語文學系三系 19 位老師，該計畫承襲臺灣

多 年 來 在 東 亞 文 化 交 流 研 究 上 的 耕 耘 成

果，跨越人為的地域界限，打破學科的範

圍，著重與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期許個人與

整體學術研究上的提昇。 

為實踐與國際學術上的實質交流，本計

畫規劃每年移地研究。2012 年 3 月 22 日，

本 計 畫 與 日 本 京 都 立 命 館 大 學 文 學 部 合

作，舉辦「第二屆日中文化交流廣領域國際

學術會」，不僅激盪雙方的學術觀點，也加

強兩校學者後續的互訪交流。在第一年成功

的經驗下，2012 年 11 月 10 日與韓國首爾漢

陽大學中文系合作，假漢陽大學校生活科學

大學舉辦〈第四屆中國言語文化學會國際學

術研討會〉，會議主題為「東亞文化的表象

與文化交涉」。本計畫中文系、歷史系、日

文系共計 13 位學者，以及 3 位博、碩士生

參與，發表 16 篇論文。漢陽大學方面，安

排 5 位韓國學者發表，並邀請 1 名中國學者

與會，進行一天豐富且具多元議題的學術討

論活動，會議實況簡介如下。 

二、會議內容 

會議由漢陽大學校中國語文學系學科

長吳秀卿教授、漢陽大學校人文大學學長李

光哲教授，及本計畫總主持人臺大歷史系甘

懷真教授致辭中揭開序幕。由於多位漢陽大

學中文系學者乃畢業於本校中文系，且兩系

長期保持密切往來，近年臺灣與韓國學生的

交換學習亦急速增長，正是基於此份深厚友

誼，本次會議順利舉行。並藉由本計畫的執

行，交流擴展至歷史系與日文系領域，因此

雙方特別珍惜此次機會，也期許彼此未來加

▲臺大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計畫成員出席 2012 年 11 月 10 日於韓國漢陽大學校生活科學大學舉辦

的「第四屆中國言語文化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和與會學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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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合作與交流，包括學生交換學習的可能

性。會議原則上以中文為發表語言，由基調

演講開始，共分為 5 個場次進行，每場為 20

分鐘，包含發表、評論及答覆時間。以下就

本次會議發表的文章做簡短記錄。 

本會基調演講由甘懷真先生主講，題目

為 「 東 亞 前 近 代 國 際 關 係 研 究 的 若 干 省

思」。本文從東亞王權的主要理論，即儒教

中的「天下—國—家」理論，重新審視前近

代東亞國際關係的諸項制度，介紹目前學界

的天下理論學說，提出以朝貢與冊封體制的

原理思考中國王權的性質，探討東亞自古以

來就是「列國並立」的現象；期以更多元、

客觀的角度建構東亞前近代的國際關係。 

第一場論文發表由蕭麗華先生（臺大中

文系教授）開場，題目為〈髑髏文學：空海

和尚的九相詩〉。本文從髑髏文學的角度觀

察空海和尚的〈九相觀〉詩，釐清這組詩的

文學傳統，乃髑髏文學系統下的佛教文學，

隱然有受到李白影響的痕跡；其思想內涵屬

於禪觀與密法之融合，呈現佛教苦、空、無

我的基本思維。 

曹淑娟先生（臺大中文系教授）發表〈退

溪陶山園居詩詠與學道體驗〉。朝鮮李朝儒

學代表退溪先生一生發揚中國孔孟程朱之

學，中年以後決志退休，在園居生活中講學

體道。本文以其詩文為主要觀察對象，旨在

分析其中呈現的心物關係，訪尋退溪對陶山

空間的詮釋層次，以呼應退溪強調的踐履工

夫和追尋境界。 

陳翠英先生（臺大中文系副教授）宣讀

〈韓國漢文短篇小說的仙道書寫初探〉。本

文以韓國短篇漢文小說為主，探究其中的仙

道書寫。透過論析其觀照人生的多維向度；

提挈其敘事特色、美學表現；並嘗試比較相

關作品所受中國古典小說如志怪、傳奇的影

響等方式，期能詮解跨越時空的文化傳播所

衍生的多重意義。 

第二場由高嘉謙先生（臺大中文系助理

教授）發表〈憂患與閒適：楊雲史與馬華漢

詩史〉。本文以 1907 年南來新加坡領事館任

職書記兼翻譯官的楊雲史（1875-1941）為

▲左起：漢陽大學校中國語文學系學科長吳秀卿教授、漢陽大學校人文大學學長李光哲教授與臺大歷史

系甘懷真教授分別致詞，甘老師並以「東亞前近代國際關係研究的若干省思」為題，發表基調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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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試圖解析南來、離散和地方感作為理

解馬華漢詩史的重要框架，再從楊雲史兼集

憂患與閒適的漢詩寫作，探究故鄉∕異地、

中國∕南洋、大清子民∕離散華人交織辯證

形成的世界觀與地方感。同時在崇尚唐音和

回應殖民地自然景觀的風格裡，掌握南洋漢

詩的地域特色與文學意義。 

古偉瀛先生（臺大歷史系教授）發表〈日

據時期的韓國天主教及其社福事業（1910- 

1945）〉，探究在日本佔領之下韓國天主教如

何維持生存及發展，特別是「本土化」的情

形；以及韓國天主教的社福機構在此期間的

運作。希望有助於進一步瞭解日據時期的韓

國天主教及其開辦的社福事業，與動盪變遷

的大環境下韓國天主教會的困境。 

許暉林先生（臺大中文系助理教授）發

表題目為〈「柔術」的旅行：一個傳統日本

漢字語彙在中國的傳播與想像，兼論《老殘

遊記》中的一條評語〉。本文要討論的是，「柔

術」這個在 19 世紀末葉從日本傳入中國的

詞彙，如何在中國的語脈下與在地的概念產

生連結、轉義與互動，並且轉化為國家現代

化工程策略的一部分。 

范淑文先生（臺大日文系教授）接續發

表〈夏目漱石《明暗》後期漢詩中人與自然

之關係──中國詩人之影響〉。本文檢視與

長篇小說《明暗》同時期創作的夏目漱石晚

年的漢詩，探討人與自然之關係，並考證這

些漢詩中受到中國文人影響之處，進而對

「則天去私」能有更深入之理解。 

朱秋而先生（臺大日文系副教授）發表

〈江戶詩人市河寬齋的詩風：試從南宋詩的

關連談起〉。文中比較分析與市河寬齋同時

代的關西詩人菅茶山（1748-1827）的作品

風格，探討兩者在接受南宋詩的過程有何異

同，藉此釐清詩人寬齋所形塑的作品風格與

特色，省思寬齋在漢詩史上的定位。 

林立萍先生（臺大日文系副教授）發表

〈日本昔話集之日韓詞彙〉。《日本昔話集》

收錄了 108 篇日本民間故事，以及「アイヌ

篇」、「朝鮮篇」、「琉球篇」、「台湾篇」等四

大部分。本次報告試將這部作品視為一跨域

之文化交流成果，預定聚焦於日本與「朝鮮」

兩地民間故事之詞彙，試從比較的角度切

入，觀察其使用傾向之異同，期望成果能應

用於異文化交流研究、日語詞彙研究和日語

教育之參考資料。 

第三場由林慧君先生（臺大日文系副教

授）發表〈日語外來語前綴詞素「アンチ」

（「anti-」）之語意分析〉，主要探討日語外

來語前綴詞素（prefix）（「接頭辞」）「アン

チ」（「anti-」），其語意用法相關之問題，並

兼對比分析其與類義詞漢語前綴詞素「反」

以及中文前綴詞素「反」之間的異同。 後

亦附帶說明有關韓語外來語「anti-」的種種。 ▲古偉瀛老師發表〈日據時期的韓國天主教及其社福

事業（1910-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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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瑟君先生（臺大日文系助理教授）接

續發表〈中島敦《中國系列作品》中的西洋

文學受容〉。本文針對昭和時代漢學底蘊深

厚的作家中島敦，其以中國文學為藍本創作

的作品加以分析；探討中島敦的作品受到中

國文學思想的影響及對西洋文學思潮，如

「自我探索」的重視等的受容。 

曹景惠先生（臺大日文系副教授）發表

〈無住的「三聖派遣說」再考〉。「三聖派遣

說」對無住三教一致思想的形塑有何影響？

無住所接納、理解的「三聖派遣說」來源為

何？本文透過考證「三聖派遣說」在中日兩

國的流傳狀況，試檢視無住的學養和思想傾

向，進而探究無住的「三聖派遣說」知識體

系如何形塑而成。 

王安紅先生（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學院講

師）發表〈語音同化與韓國學生漢語普通話

聲母偏誤分析〉，針對韓國學生因韓語語音

同化普遍的現象影響漢語學習中的語音偏

誤，透過實際調查、研究找出偏誤之處。 

守屋美佐子先生（慶州大學觀光外國語

大學部教授）的論文〈한국인 일본어학습 

자의 외래어 표기의 문제점〉（〈學習日本

語的韓國學習者標記外來語時的問題〉），探

討韓國人學習日語標記外來語的方式。 

白知永先生（漢陽大學中文系助理教

授）發表的 “Scalar Properties of Chinese 

Incremental Theme VPs”（〈漢語動詞組漸生

題旨的等級特性〉），探討普通話（Mandarin 

Chinese）的語言結構。 

第 四 場 由 本 計 畫 三 位 研 究 生 發 表 論

文。黃文青先生（臺大中文系博士生）宣讀

〈陶淵明筆下的抒情自我──從《五柳先生

傳》談起〉。本文嘗試對陶淵明筆下的「抒

情自我」提出另一種傾向客觀面之理解的可

能。首先將自我的客觀面拉攏進來，即回歸

到當時「體之所安」兼具心神形體的觀人之

道，同時援引「身體──空間」的理論視域，

以探討陶淵明在〈五柳先生傳〉中朝向「生

活世界」的「自我表演」所可能發生的意義。

李菊華先生（臺大中文系博士生）發表〈重

讀東亞記憶──「抒情自我」的再發現〉。自

1644 年滿人征服中國，正式宣示清朝的成立

以來，東亞諸國即面臨國際關係上定位的困

境，伴隨而來的則是對於清朝的文化認同的

難題。本文首先試從近代關於「東亞」與「共

同體」的論述，找尋凝聚東亞的可能答案。

其次，希望藉著 17 世紀東亞文本的閱讀，

分析可能成為 17 世紀「文學共同體」的文

化根源。李孟衡先生（臺大歷史系碩士生）

宣讀〈朝貢冊封體制與東亞政治文化──以

十七世紀前期之中韓關係為中心〉。本文擬

以 17 世紀中韓關係史上的若干事件為線

索，分析其在東亞史上之意義，釐清所謂東

亞政治文化──即美國學者費正清提出的

▲李孟衡先生發表〈朝貢冊封體制與東亞政治文化

──以十七世紀前期之中韓關係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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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貢－冊封」、「中國的世界秩序」之表

象、實際與可能之交涉關係。 

第五場由三位漢陽大學中文系研究員

發表。李勝喜先生的〈신중국 영웅산업과 

대중 주체성의 위상학 ──「 대중전영 」

(1950-1966) 에 나타난 마오의 이미지 

전력을 중심으로〉（〈新中國的英雄產業與

大 眾 主體 性 的 位相 學──以 「 大 眾 電影 」

（1950-1966）中的毛澤東形象（塑造）策

略為中心〉），是透過大眾電影海報中的毛澤

東形象，探討新中國如何塑造英雄。金明信

先生〈《蘭花夢》의 영성영웅 연구〉（〈《蘭

花夢》的女性英雄研究〉）一文，研究《蘭

花夢》女主角松寶珠的女性英雄形象。梁仲

賜先生的〈個人의 역사에서 다시 王朝의 

역사로── 漢書의 史記  變容  樣相을 通

해 본 史官의 글쓰기〉（〈從個人的歷史轉

向王朝的歷史──從漢書接受史記的樣相

觀察史官的書寫方式〉），比較《漢書》與《史

記》分別為官方、個人的史官書寫的相異策

略。 後，由漢陽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徐元南

副教授致謝辭。 

三、回顧與展望 

國與國的人為界限，並不能阻礙文化、

思想上的傳遞。且隨著時間的進展，國、族

的界限分合交雜，文化、思想的傳布更顯其

層次與厚度。〈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

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計畫不僅透過

系所的合作，加強學者研究上的相互學習；

並且以「東亞」為基礎，嘗試打破國族的邊

界，跟隨文化的流動，觀察東亞共同分享的

思想、文化、信仰及政治制度等內涵的異

同；特別是接受者如何重新理解、詮釋與應

用這些內涵的面向。而在每次的移地研究

中，與不同地域的學術機構在此基礎上進行

研究與討論。 

本次與韓國漢陽大學的交流，以中文為

交流基礎，突破語言限制，增進與韓國學界

的實際了解，也將本計畫的研究成果展示於

國際學術活動中，難能可貴。我們也將繼續

以紮實的研究與不同的國際學術機構分享

與切磋，深化臺灣對「東亞」的研究探索。 

 

▲臺大學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計畫成員於「第四屆中國言語文化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會

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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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漢文魯尼文回鶻墓誌研究 
國際工作坊」會議紀要 

吳國聖（臺灣大學歷史系博士生） 
 

2013 年 4 月 7 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

研究中心在朗潤園舉辦「唐代漢文魯尼文回

鶻 墓 誌 研 究 國 際 工 作 坊 」（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n Uyghur Tegin’s Epigraph 

with Chinese and Old Turkic Inscriptions），會

議主題圍繞一件新出土的唐代回鶻王子墓

誌「故迴鶻葛啜王子墓誌」，進行論文發表

與討論。這是中國學術界首次舉行專以突厥

魯尼文（Old Turkic Runic Script，或曰「如

尼文」）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會議，也是全球

第一次討論這塊新出土雙語墓誌的會議，意

義重大。 

筆者自始即參與該墓誌的解讀工作，曾

親自檢視墓誌原件，並與芬蘭赫爾辛基大學

（Helsingin yliopisto / University of Helsinki）

的阿爾泰語文學家芮跋辭（Volker Rybatzki）

教授在本次會議發表共同撰寫的論文。對於

此一重要出土文物的研究與相關討論過程

有所瞭解，爰誌其會議梗概，是為紀要。 

此墓誌全名「故迴鶻葛啜王子守左領軍

衛將軍墓誌」，誌蓋上的名稱為「故迴鶻葛

啜王子墓誌」，據聞近年出土於西安市。其

特殊意義在於碑銘以漢文和古代突厥語魯

尼文雙語刻寫，墓主是一位回鶻特勤（突厥

語 tegin / tigin，意即「王子」），身分不凡；

更重要的是，這是第一次在中原地區出土突

厥魯尼文碑銘，對於研究唐代族群史、政治

史、中外關係史，以及阿爾泰文獻語言學

（Altaic philology）都有無可取代的價值。

此墓誌在陝西師範大學胡戟教授與北大中

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榮新江、副主任羅新

兩位教授的密切關注，以及近年致力保存墓

誌文物的西安大唐西市集團呂建中董事長

玉成之下，2012 年由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永

久珍藏。 

墓誌正文分為兩個部分，右側為漢文墓

誌，文字豎行，行序由右向左排列。左側則

為突厥魯尼文墓誌，文字由右至左橫行。墓

誌誌石與蓋同大，正方形，形制與一般唐代

漢文墓誌類似。墓誌本體之外還有誌蓋，蓋

為盝頂，四殺團花紋。墓誌文字全為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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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尚保存完好，但是墓誌表面仍有多處

損傷，部分損傷甚劇，影響文字判讀，尤其

對於突厥魯尼文部分的解讀影響程度比漢

文部分更大。目前存世的突厥文文獻並不

多，大部分都因年代久遠，破損嚴重，研究

的難度較漢文墓誌更高。而本墓誌出土於不

曾出現突厥文碑銘的西安，其史料價值之重

要性無可估量。 

由於此墓誌為徵集而來，非經正式考古

發掘，確切出土時地均不得而知，隨葬物與

墓主的狀態都不明，唯一留下的歷史見證只

有墓誌本身。因此，詳加查考墓誌透露的訊

息，成為學者目前 重要的工作。北京大學

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為此邀請多位中外學

者參與研究，歷經數月考察後，特別舉辦一

系列的學術會議向學界公開研究的中期成

果，同時安排進一步的調查行動。 

本次工作坊由榮新江教授、羅新教授主

持，羅新教授在開幕式簡介舉辦本工作坊之

緣由及與會者。主要參與討論的包括芮跋辭

教 授 、 土 耳 其 阿 塔 圖 克 大 學 （ Atatürk 

Üniversitesi）土耳其語文學系成吉茲．阿勒

伊厄勒馬茲（Cengiz Alyılmaz）教授及其夫

人 瑟 姆 日 阿 ． 阿 勒 伊 厄 勒 馬 茲 （ Semra 

Alyılmaz ） 教 授 、 土 耳 其 塞 爾 柱 克 大 學

（Selçuk Üniversitesi）測量工程學系的穆日

阿特．雅卡爾（Murat Yakar）博士、日本大

阪大學招聘研究員鈴木宏節博士，以及筆者

▲「葛啜王子墓誌」（Epitaph of Qarï čor tegin）誌身之拓片（原件現藏

於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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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 

與會學人中，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

研究所的吳玉貴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特聘

教授暨德國布蘭登堡科學院研究員阿不都

熱西提．亞庫甫（Abdurishid Yakup）教授、

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張

鐵山教授、維吾爾語言文學系艾爾肯．阿熱

孜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所李肖教

授、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羅豐教授，北

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王小甫教授、朱

玉麒教授、陸揚教授、党寶海教授、史睿博

士，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西亞系波斯語教研

室、波斯文化研究所王一丹教授、北京大學

社會學系博士後胡鴻博士等人。場內還有北

京、上海等多所高校教師、研究生及社會人

士、歷史愛好者數十人參與旁聽。 

羅新教授指出過去突厥魯尼文主要分

佈在內亞地區，百年以來的研究與發現都只

能就有限的幾十塊碑銘，以及碑石表面殘留

的材料討論。沒想到近年在中國境內逐步發

現新的突厥魯尼文的文獻，例如在新疆吉木

薩爾發現的刻銘，再來就是本次會議主題的

「葛啜王子墓誌」。吉木薩爾刻銘文字極

少，難以成句，而本次工作坊討論的這塊墓

誌不僅質量高，更是前所未見的在唐代首都

──今日的西安境內發現，可以說為後續研

究打開了新的一扇門，或許未來還能在鄰近

區域發現更多此類出土文獻也未可知。漢文

碑銘的內容比較單純，而魯尼文的部分究竟

為何，需要專家分析破譯，為此該中心特別

邀請國際學界研究突厥魯尼文 重要的幾

位學者進行研究與解讀。 

第一場 

會議分上下兩場，上午主要討論墓誌的

漢文部分，下午則討論突厥文部分。第一場

討論由三位教授提出報告，首先是羅新教授

談漢文墓誌之錄文，及其提供的歷史線索。

關於墓主的身分，由於此人在現存的唐代史

料中無徵，只能依照墓誌的記載「為可汗之

諸孫」來判斷。然而究竟是哪位可汗的諸

孫，漢文墓誌中沒有說明，只提到王子的父

親為「車毗尸特勤」。羅教授認為車毗尸是

突厥、回鶻、葛羅祿、突騎施都使用的，是

在漢文史料中較為常見的專有名詞。如果依

照墓誌所言，此人為回鶻派來輔助平定安史

之亂而有戰功者，推測可能是漢文史料，特

別是《舊唐書》中出現的「車鼻施」或「車

鼻」。前者「車鼻施」在 757 年 10 月「於曲

沃，葉護使其將軍車鼻施、吐撥、裴羅等旁

南山而東，遇賊伏兵於谷中，盡殪之」，

終收復了兩都。而後者「車鼻」在 762 年 10

月收復東都，跟隨牟羽可汗與日後成為唐德

宗的雍王李適相會面。會中可汗責雍王不於

帳前舞蹈，認為雍王「禮倨」，迴紇宰相及

車鼻將軍庭詰曰：「唐天子與登里可汗約為

兄弟，今可汗即雍王叔，叔姪有禮數，何得

不舞蹈？」唐軍隨行臣子辯駁後不允，這位

車鼻將軍把四位唐大臣「各搒捶一百」，其

中兩名傷勢過重，隔日亡故。雖然以王「少

年未諳事」，把雍王放歸本營未加傷害，但

是這次侮辱很可能對於日後大唐對回鶻的

政策之轉折，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羅新教授

認為《舊唐書》中這兩位「車鼻」、「車鼻

施」，囿於史料不足，尚難以判斷是否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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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事實上，目前也無法坐實這兩位車鼻

和本墓誌中的「車毗尸特勤」為同一人，只

能暫時如此推測。報告中同時還對車鼻將軍

和牟羽可汗，以及其他回鶻王室的關係提出

了一些觀察。 

第二位報告人是王小甫教授，他對墓誌

撰寫者與墓誌文字提出一些疑問。特別是

「則可汗之諸孫」一句，歷代回鶻可汗多有

封號，墓誌為何不直接寫出可汗名號？值得

討論。又一般使用「則」乃轉折語氣，但是

這句話為墓誌首句，無需轉折，為何要用

「則」字，頗耐人尋味。他懷疑這是一個沒

有封號的可汗，「則可汗」可能是「側可汗」，

「則」和「側」是一組通假字，「側可汗」

可能表示一個並存但未受封的可汗。墓誌上

的用語，顯現唐朝人對於回鶻人的態度。此

人係正統與否，應該都會反映在這塊墓誌的

稱號上。王教授參考了芮跋辭和筆者對於突

厥文墓誌的解讀，認為兩學人對突厥文部分

的解讀恰好能支持他的假設，如「可汗」和

「汗」是大小不同的兩種稱號，呼應了他認

為有「側可汗」的可能。而在其他突厥碑銘

中也有相關證據，例如鐵茲碑的東面有一解

讀中呈現「隱可汗」一語。王教授認為羅新

教授提出的兩個車鼻將軍中，第二個「車鼻」

可以排除，因為宰相頓莫賀造反，牟羽可汗

的親戚皆被弒，如果這個車鼻將軍是牟羽的

親戚，不太可能還有機會存活，且在十年後

生下本墓誌的墓主葛啜王子。 

第三位報告人吳玉貴研究員認為《舊唐

書．德宗本紀》與《唐會要》把奉誠可汗死

亡的時間繫於貞元十一年（795）二月，而

《資治通鑑》將此事記在貞元十一年四月有

些疑義。根據《唐會要》，此事在貞元十年

（794）二月發生，十一年二月其實是唐代

為故回鶻可汗在鴻臚寺舉行喪禮，百官前去

弔祭的時間，朝廷至遲在十一年二月之前必

定已知可汗死訊。因此吳玉貴老師質疑《資

治通鑑》的記載可能有誤：奉誠可汗死後發

生政變，藥羅葛氏從此離開王位，此一時間

很可能在貞元十年四月，而《資治通鑑》將

此 一 時 間 錯 放 到 了 一 年 之 後 的 十 一 年 四

月。政變後，原藥羅葛氏的王族被驅逐，而

本墓誌的墓主正好在這幾個重大事件之間

的貞元十年五月來朝，很可能正是被驅逐的

一員，而在十一年五月廿日過世。可以說這

些時間點都與唐、回鶻之間的歷史脈動緊密

吻合。 

本墓誌之撰寫者「崔述」，在唐代史料

中不曾以二字全名出現，北京大學歷史系朱

玉麒教授利用唐代諸文獻，初步考訂出其身

分，結果切實可信。 

第二場 

下午的報告，首先由芮跋辭教授與筆者

報告兩人合作完成的魯尼文墓誌解讀，提出

正 式 書 面 論 文  “Report on a recently 

discovered Runic epitaph from Xi’an (China): 

The Epitaph of Qarï čor tegin”，這是中外學

界第一份公開發表之葛啜王子墓誌突厥文

部分的完整解讀。 

芮跋辭教授為著名歷史語言學者、阿爾

泰學家，專長為古突厥歷史語文學和中古蒙

古語之歷史語文學研究。曾在赫爾辛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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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多處客座研

究或開設阿爾泰學課程，又於瑞典、德國、

匈牙利多國研究訪學，近年亦積極參與由北

大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主持的「馬可．波羅

研究」等項目。其重要著作有 2004 年的《暾

欲谷碑銘》（Die Toñuquq- Inschrift），2006

年《中古蒙古語文獻中的人名與稱號》（Die 

Personennamen und Titel der mittel 

mongolischen Dokumente - eine lexikalische 

Untersuchung），以及 2010 年與羅依果教授

（Igor de Rachewiltz）合著的鉅著《阿爾泰

語文學 導 論──突厥 語、蒙 古 語和滿 語》

（ Introduction to Altaic Philology: Turkic, 

Mongolian, Manchu），以紮實的學養享譽學林。 

這份報告主要聚焦於墓誌之魯尼文部

分。由於墓誌本身是雙語刻寫，為了避免漢

文部分影響解讀的方向，我們直到突厥碑文

解讀完成前，未曾參看過漢文部分的墓誌內

容，是一份純粹就突厥碑銘學與文獻語言學

出發的解讀。 

學界習慣以碑銘之出土地或發現地（例

如布古特碑∕Inscription of Bugut∕ブグト

碑等）；或根據碑銘、墓葬中死者的名字，

或設立此碑銘所榮耀的對象（例如暾欲谷∕

Toñuquq∕トニュクク碑等）來命名、稱呼

該碑誌；也有兩種稱呼方式都存在的例子，

例如「磨延啜碑」係以人名「磨延啜」為名，

但也有不少研究中以碑銘發現地的地名稱

之為 Sine usu∕シネウス碑文。由於本墓誌

出土確切地點仍然未明，且未來中原地區有

可能繼續發現此類墓誌，報告建議學界以墓

主之名稱呼此碑石較為妥適，即「葛啜王子

之墓誌」（Epitaph of Qarï čor tegin）。 

芮、吳兩位報告人以投影片將解讀與原

碑之圖版並陳，將墓誌誌文逐行詳述解讀的

原因與方法，徵引古今語文材料作為輔證，

分別以英語與漢語逐條宣讀解說。解讀報告

將突厥文墓誌依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第一段

提及墓主與其一些親屬的名字，第二段敘述

該葬禮已經由中國皇帝舉辦，第三部分是葬

禮舉行或埋葬葛啜王子的日期。突厥文與漢

文兩部分並非一一對應，內容互有增補。就

相關人士的稱號而言，突厥文部分提供漢文

中完全沒有提到的多層次親屬關係，是研究

回鶻歷史的重要新材料。 

由於此墓誌珍稀罕見，消息很快傳遍阿

爾泰語言與歷史學界，研究進度與動態備受

關注。該報告初稿曾在會議前徵求學界同仁

與師友意見，會中也引起多位中外學者激烈

▲芮跋辭教授（站立者）與筆者（後右一）共同發表

墓誌解讀報告（2013 年 4 月 7 日攝於北京大學中國

古代史研究中心） 



 

 

 

 

會議紀實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6∕2014 年 4 月 20 

討論。會議當天，就有與會來賓將文章轉發

給其他研究領域相關的學者，或於網路上轉

載；會後有來自中、日、美、德、土、芬蘭、

澳、俄等多國數十位學人或當面、或透過書

信、電話，與兩位作者討論並交換意見。 

宣讀解讀報告之後，下一位由土耳其阿

塔圖克大學成吉茲．阿勒伊厄勒馬茲教授進

行專題演講，簡要介紹從古至今的各種類魯

尼文材料，成吉茲教授以土耳其語演講，現

場由土耳其留學生逐句口譯。成吉茲教授多

年從事田野調查，收集了大量的圖片，對魯

尼文字的碑銘頗有涉獵，對於中亞、西亞一

代游牧民族現行仍使用的各種符號、圖騰也

極具興趣。報告中展示了各地岩畫上與魯尼

文相近的符號，如牲畜的烙印、人體上的文

身、紡織品的花紋等等，雖然都是與魯尼文

字並不完全相同、既不成句也無法解讀的近

現代圖騰或符號，但是這批材料對於與會學

者而言，仍屬不易得見的新資訊。 

成吉茲教授也對前一場解讀報告部分

文字提出不同意見，報告結束後報告人與在

場的其他學者進行學術交鋒。例如中央民族

大學回鶻文專家張鐵山教授質疑前兩者的

解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布蘭登堡科學院

阿不都熱西提．亞庫甫教授對當中幾個字的

元音提出建議；大阪大學鈴木宏節博士也加

入討論，支持芮跋辭教授與筆者的解讀。討

論極其熱烈，超過預定時間，會議結束後，

多位學者仍繼續討論。 

部分解讀問題起因於墓誌表面的損傷

與破壞，難以根據拓片判斷，因此隔天 4 月

8 日，羅新教授率領芮跋辭、成吉茲兩教授、

胡鴻博士與筆者等人前往西安大唐西市博

物館，計畫直接考察墓誌原件。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 

4 月 8 日午前到達大唐西市博物館，大

唐西市集團呂建中董事長與館方顧問胡戟

教授邀請學者一行人親自檢視葛啜王子墓

誌原石。館方並開放其特藏庫房，讓我們調

查館藏的其他五百餘方以唐代墓誌為主，數

量龐大的墓誌蒐藏。將館方提供的拓片與石

碑本體互相參照，從碑體上確實可以讀出較

之拓片的黑白對比更豐富的現象與資訊。 

大唐西市博物館建立在唐代長安城的

西市遺址之上，開發之前進行了完整的考古

發掘，目前館內一樓保留唐代西市的地面，

可以見到溝渠、石橋，以及一道又一道明顯

的車轍。配合各種出土文物，參觀者得以切

身感受西市曾經的繁榮，以及當時長安因國

際交會所帶來的各種異文化交流。筆者站在

西市的遺址上，外面是現代車水馬龍的大

街，腳底下卻是唐代的地層，一種古今時空

交會，念天地之悠悠的特殊感覺一直縈繞至

今，令人難以忘懷。 

4 月 9 日，「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回鶻王

子墓誌國際研討會」在大唐西市博物館會議

廳舉行，芮跋辭教授與筆者在會中再次發

表，並與西安的文物部門交換意見。部分與

會學者接受新華社與西安電視台的採訪。 

為了瞭解唐代長安的分布，我調查了西

市 博 物 館 館 藏 的 文 物 與 西 市 考 古 遺 址 本

體，配合西市歷次考古報告；又以徒步的方

式，親身走過並體會宋代以來地方志所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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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安盛景與餘緒，從田野調查中汲取經

驗，找尋墓誌可能的出土地點。調查期間，

走訪了長安周邊墓葬豐沛的幾處黃土塬，調

查河流與黃土塬 1500 年來的變化，以及其

對人群居住地點、墓葬地點究竟會產生何種

影響。調查結束之後，成吉茲教授一行人返

回土耳其，其他人回北京大學。 

作為 初接觸並解讀這份墓誌的研究

者之一，對於研究過程中的甘苦，點點滴滴

都在心頭，文末略敘數語表達心中的感謝之

意。首先要感謝羅新與榮新江教授的邀請，

張廣達、甘懷真兩位導師始終鼓勵並支持學

生挑戰世界級的課題。本校文學院補助會議

旅費，師兄胡鴻、常彧博士於北京研究期間

的照顧，謹此誠摯申謝。 

筆者與合作者芮跋辭教授利用客座與

訪學的機會，在北京合作研究了一年。期間

到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

部、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中國石刻博物館

等單位，參閱了大量拓片。解讀之初，從原

始拓片出發，拿著僅有的魯尼文部分，我們

各自解讀，定期開會討論。前後提出了數十

種不同的解讀方案，以 嚴謹的歷史語言學

方法進行判斷。度過了北京霧霾籠罩的冬

季，又過了沙塵滾滾的春季，銀杏的葉子從

翠綠轉為金黃，落盡了又再生。若非自拓片

開始研究，不易體會解讀過程中的難處。期

待對於突厥文有研究興趣，且具備突厥文解

讀能力的讀者一起從葛啜王子墓誌的原始

拓片開始研究，一同體會那種苦惱與喜悅交

織的迷人經驗。 

本次會議的論文已於 2013 年 12 月集結

發表，刊布於《唐研究》第 19 卷中。筆者

與芮跋辭教授合撰的論文亦以〈西安新發現

唐代葛啜王子古突厥魯尼文墓誌之解讀研

究〉為名發表於同卷。筆者於 2013 年 10 月

31 日曾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表

專題演講，報告半年來對此墓誌的研究新進

展。筆者與芮教授關於此墓誌更完整的英文

論 文 將 出 版 於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德國遠東

學會學報》）第 164 卷（2014 年）。 

我們的解讀報告已經引起中亞、北亞研

究者的高度關注，依照現有的史料證據，可

以把這份墓誌放到更宏大的歷史範圍中討

論。不僅是唐代史的一環，更是歐亞大陸民

族交會過程中一個不尋常的歷史事件。這份

雙語墓誌不僅承載了回鶻、突厥系的古代語

文，很可能還與中亞摩尼教、祆教等宗教，

吐火羅、吐蕃、粟特、于闐、安息、大夏等

諸民族語言文化都有密切的關連，後續研究

將繼續積極進行。 

▲筆者於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調查墓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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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道教學會」第 64 屆大會會議紀要 
李龢書（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課程、臺大歷史系碩士） 

 

2013 年 11 月 9 日，「日本道教學會」第

64 屆年會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小野紀念講堂

舉行。 

茲先簡介「日本道教學會」。就近代學

術研究的意義上而言，相較於華人學界，日

本對於道教的研究起步很早，且具組織性。

1950 年 10 月，以福井康順（1898-1992，學

會首任會長）為首數人，在以促進東亞地區

的民族宗教研究，並加強學會成員聯繫的宗

旨下，於東京草創了「日本道教學會」；同

月，在東京大學舉辦了首次的紀念演說暨首

屆大會。翌年 12 月，作為學會機關雜誌的

《東方宗教》創刊，每年 5 月和 11 月發刊，

至今仍刊行不輟。「日本道教學會」成立後，

依慣例在每年 11 月的第一個週末於關東與

關西地區輪流召開年度大會（2012 年第 63

屆大會較特殊，首次在中部地區的名古屋大

學舉辦），自 1950 年至今，已有半個世紀以

上的歷史。該學會目前成員約 560 餘名（據

2013 年會員名簿），以日本地區會員 多（含

留學生），其次為美、臺、韓、中和歐洲等

地。與同樣具有悠久歷史的「日本中國學會」

等學會相比，「日本道教學會」的規模並不

算大，然而在世界的道教領域研究當中，該

會毋寧是 具有組織與研究影響力的代表

性學會之一。以下茲就第 64 屆大會的研究

發表部分，紀要如下。各篇研究報告題名所

附中譯，為筆者所譯。 

上午第一場研究報告的發表者，為早稻

田大學大學院院生冨田絵美，題目為〈後漢

から劉宋における「黄老」概念の展開（論

東漢至劉宋「黃老」概念的發展流變）〉。冨

田氏檢討了自戰前的學者如兒島獻吉郎，到

晚近的王葆玹、鈴木達明等人針對漢代以前

「黃老」概念的研究成果後，認為學界雖然

已指出在漢代因為儒家思想抬頭的關係，

「黃老」概念的內涵出現了從治術轉向養生

法與神仙思想等現象，然而從方法上而言，

這些研究大多運用劉宋成書的《後漢書》來

研究東漢的「黃老」概念，其所反應者可能

不全然是東漢的思想實況。冨田氏在比對過

較早成書的《東觀漢紀》、《後漢紀》等史料

後，認為《後漢書》當中關於黃老概念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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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應當是西晉以降，特別是劉宋時期的產

物。冨田氏在考察了三國至劉宋時代的史料

後，指出「黃老」概念在東晉劉宋時期，不

僅主要被理解為養生法和神仙思想，另一方

面和天師道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對此，

筑波大學教授松本浩一認為對「黃老」一詞

在養生、養性的區別上可進一步細緻分析

外，也對「黃老」是否可以對應於特定團體

這一點提出質疑。 

第二場由大阪市立大學大學院都市文

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室山留美子以〈北魏にお

ける上谷寇氏の氏族的位置について（論北

魏上谷寇氏的氏族地位）〉為題發表。室山

氏回顧了此前的道教研究，發現學界大多將

寇謙之得以打入漢人上層貴族社會並獲得

北魏皇帝信任的要因，歸結於其出身於上谷

寇氏；然而室山氏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在陳

寅恪的研究、現存文字史料及出土資料的基

礎上，認為寇氏出自上谷一事當屬偽託，寇

氏一族在孝文遷洛以前的實況並不明朗，應

是 前 秦 政 權 下 定 居 於 秦 雍 一 帶 的 地 方 豪

族。室山氏也自寇謙之其兄寇讚帶領治下民

眾降魏後的仕途發展，以及寇氏入魏後並未

如一般高門進行歸葬等現象，來說明寇氏得

以集結秦雍流民勢力的原因，除了宗教因素

外，寇氏一族本非漢人高門與北魏政權的流

民政策等原因可能更為重要；同時也認為，

相較於寇謙之，寇讚對於寇氏一族發展的重

要性，應予更多留意。值得注意的是，在討

論時間，僅有主持人龍谷大學教授佐藤智水

問及寇氏兄弟何以在政治上投靠北魏，沒有

其他與會者提問。 

上午的 終場發表，為茨城基督教大學

志賀市子教授的〈近代嶺南地域の地方道教

空間－拡大するネットワークと新しい道

教コミュニティの生成（近代嶺南地區的地

方道教空間──擴張的網路與新興道教社

群的形成）〉。一如題目所示，志賀氏在今日

的廣東、廣西和海南島等地從事田野調查的

基礎上，試圖挖掘清末民初嶺南地區新的道

教 社 群 與 地 方 各 種 勢 力 的 競 合 關 係 與 發

展，進而指出在清朝末期，嶺南地方除了舊

有的全真教和火居道士以外，尚有以呂祖扶

鸞結社為主的各式「仙館」、「道壇」，和無

為金丹道（青蓮教）在嶺南的分派，即嶺南

先天道系統的「仙館」、「齋堂」、「善堂」，

以及以廣東潮州為中心、具有強烈佛教色彩

的「念佛社」、「善堂」等。這些新興的道教

社群以各式的「仙館」為中介點，進行宗教

活動，並與各地的文士道教徒交流。志賀氏

更進一步指出，此時嶺南地區以外，在香

港、澳門和南洋各地也相繼出現以道教系扶

鸞社群為主的宗教網絡，其成因除了移民的

增加外，19 世紀末在嶺南發生的大規模傳染

病，使得新興道教社群透過宣揚社群間共有

的救劫思想而得以擴張的這點上，也必須予

以留意。志賀氏的報告獲得了相當熱烈回

應，與會者的討論除了對道教救劫思想在清

末與此前的差異性外，大多集中在嶺南地區

新興的道教社群發展史，以及在南洋如何傳

教等具體問題上。 

下午第一場會議的性質較為特殊，並不

是研究發表，而是專題演講；講者是美國紐

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Rutgers,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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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New Jersey）歷史系副教授劉

迅。劉迅是以近現代道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

關係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年輕學者，近年來因

其以 17 世紀至當代的南陽地方道觀與地域

關係等為課題，提出了出色的研究成果而受

到學界矚目。當日講題為〈清初から民国初

期（一六○○年代～一九四○年代）におけ

る南陽の全真教と地域社会（談清初至民初

南陽地區的全真教與地方社會）〉，演講以中

文進行，譯者為早稻田大學大學院院生廣瀨

直樹。劉迅以清初至民初南陽地區的全真教

道觀（主要是玄妙觀）為中心，論述其與地

方社會的關係；特別指出明末闖軍攻破南陽

城時、清初重建南陽城時、清末太平天國北

伐與捻軍攻南陽時，以及民國初年南陽進行

近代化改革時等四個時期，為討論的時代背

景，並從地方建設、社會救濟、文化活動、

教育醫療等方面，具體而微地呈現玄妙觀在

各 個 時 期 與 南 陽 地 域 社 會 緊 密 結 合 的 關

係，及發揮穩定社會秩序的角色。提問者對

玄妙觀的現況感興趣，京都大學金文京教授

也特別就當代南陽地區的民間信仰實況與

地域特性分享其看法，如東漢光武信仰的存

續與道教之關係，以及南陽東漢畫像石與山

東畫像石的異同等。 

下午第一場研究報告主題為〈宋金元墓

の墓内に見る伎楽と祭祀（宋金元代墓室中

所見的樂舞劇與祭祀）〉，報告者為大阪大學

教授高橋文治。高橋氏考察了河南北部、山

西南部一帶的宋金元墓室壁畫，並參照歷史

文獻與文學材料後發現，這一地域的宋金元

墓室多以夫妻合葬的單一墓室為主；而在器

物形制上，如置於墓門附近的買地券內容和

墓室內繪有「二十四孝」的壁畫與裝飾等，

已多呈現出定型化的趨勢。高橋氏進一步指

出，繪於墓室北壁的墓主夫婦像，其目光落

在南壁的畫像內容，往往是有如在寺廟所舉

行豐年祈禱般地樂舞劇表演像；而包含這些

圖像在內的陪葬陶俑等明器表現藝術，其樣

式則多與宋雜劇、金院本所描述者相一致。

高橋氏認為，這些明器的主要用途是為了祈

願子孫繁衍，但從其形制與表現內容和現實

中廟會舉行祈神祭典的樂舞劇目等相同這

點來看，這或許反映出在現實中，並未明確

區分在祈神祝禱與祭祀先祖時應使用的樂

舞等情形；並且提出了當時所逐漸形成的家

廟祭祀規範，可能是以神廟祭祀規範為準

則，或是與神廟祭祀共同發展成立者。與會

學者的討論多集中在宋元時期滑稽樂舞劇

的表演形式與日本樂舞傳統之間的關係，以

及中日韓對於特定道具，如對「瓢簞」意涵

的理解與使用上的異同等。 

後一場會議，是熊本縣立大學教授山

田俊所發表的〈北宋に於ける『陰符経』の

受容について（論北宋時期對《陰符經》的

接受過程）〉。對於《黃帝陰符經》，山田氏

採取了先擱置在學界尚有爭議的作者與經

典成立年代部分的作法，針對宋代出現的各

式《陰符經》注解做詳密的文獻考察，並試

圖釐清較少為學界所注意，在北宋對於陰符

經注釋諸家論說之間的相互關係等課題。山

田氏發現在後世被奉為煉丹圭臬之一的《陰

符經》，不論是在北宋時期或是此前論及《陰

符經》的作品與相關注釋裡，除了北宋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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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黃帝陰符經注解》的確將《陰符經》

視為丹經這一例子以外，似乎難以看到相同

的事例。山田氏進而指出，伊尹、張果、蹇

昌辰等人的注解本為 400 字系統的《陰符

經》，在其餘 300 字系統的諸家《陰符經》

注解本裡，若詳加分析，亦可知諸家注釋本

之間其實呈現出相承的關係，而集其大成者

則為北宋末年唐淳的《黃帝陰符經注》。與

會者在《陰符經》對日本的影響，以及問題

意識的發掘等部分有較多的討論。 

本屆大會在研究發表課題上的分配相

對平均，研究主題維持文獻分析的學術傳

統，也深化了近年來在近現代中國地域社會

與宗教結社的研究成果，並將調查範圍拓及

到南洋地區；此外，大會此次聘請海外學人

劉迅在會中介紹其 新的研究動態，在促進

海內外研究者的學術交流上也有重要的意

義。在這方面，日本道教學界近年來做了不

少工作，較近者如 2013 年 10 月在專修大學

舉辦「道教と東アジア交流史研究の新展開

（道教與東亞交流史研究的新發展）」研討

會，除了日本學者土屋昌明等人，也邀請中

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雷聞、陝西師範大學教

授拜根興發表；而在 2014 年 3 月 12、13 日，

則於專修大學舉行第一屆日法中國宗教研

究者會議，會議名稱為「中国宗教における

聖地－宇宙論．地理学．身体論（中國宗教

聖地：宇宙論、地理學、身體論）」，出席者

有 可 謂 目 前 法 國 道 教 學 界 泰 斗 的 施 舟 人

（Kristofer Schipper），以及新銳研究者高萬

桑（Vincent Goossaert）等多名法國學者，

該會的會議論文將於日後集結出版。 

儘管日本的道教研究者與道教學會不

論在研究領域與方法的多元性，以及促進海

內外學者的交流上有出色成績，但或許是當

代的學科分工日趨細密之故，研究者在深化

自身領域之餘，對於跨學科的理解似乎仍有

加強空間。以本屆大會發表的論文而言，室

山留美子所發表的研究主題雖不算新穎，卻

是北朝道教史上的重要問題，其採取的研究

方法亦值得留意；然而就會議當時乏人對

話，從會後筆者向數名從事南北朝道教研究

的與會者談及對這篇發表的反應來看，如室

山氏般偏向歷史學的研究取徑，在目前似乎

較少受到重視。另就室山氏的研究回顧而

言，當中以日本學者為主，海外學者除早期

的研究者如陳寅恪，並未論及近年如首都師

範大學教授劉屹等人的研究成果。劉屹與室

山氏同為歷史學科出身，與日本的中國史和

道教史學界的交流也很密切，過去發表過數

篇與寇謙之相關的論文（其對寇謙之家世的

看法與室山氏正好相左），就室山氏隻字未

提劉屹的研究成果來看，其可能因素固然所

在多有，但或許也反映了即便同為歷史學門

出身，在成果交流上還有待進一步的努力。 

與此相關，日本道教學會會長山田利明

在 2012 年與本屆大會中一再提及，必須正

視 日 本 近 年 來 東 洋 史 研 究 者 人 數 日 益 減

少，與年輕學者對此興趣缺缺的現象，並論

及如何傳承日本的學術傳統等問題；臺灣的

中 國 史 研 究 生 態 與 日 本 學 界 雖 不 完 全 一

致，但目前日本東洋史學界所面臨的課題，

或許也可以提供我們某些思考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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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大學博士後研究訪學記 

林韻柔（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助理教授、臺大歷史系博士） 
 

前言 

筆者自 2012 年 4 月至 2013 年 4 月，獲

得國家科學委員會獎助，以「朝聖與修驗：

中日佛教聖山信仰與巡禮活動」為研究主

題，赴日本明治大學，以文學部招聘研究員

的身分，進行為期一年的海外博士後研究。

在氣賀澤保規先生的指導與協助下，在明治

大學一年的訪學與研究成果，對於己身未來

之研究有重要的啟發與影響。 

明治大學至今建校超過 130 年，歷史悠

久。筆者在此訪學一年，參與「アジア史専

修」的相關課程與活動，有機會向任教本科

的先生們請益並進行交流，也與研究生們熟

識交往，對於日本史學界的研究方法、關注

課題，以及對學生的專業訓練方法等，有較

多於以往的認識。以下謹述筆者於明治大學

進行海外博士後研究之見聞與所得。 

學風視野 

日本明治大學文學部「アジア史専修」

共有五位教授：專研中國中古史的氣賀澤保

規先生、專研中國近世史的櫻井智美先生、

專研中國近現代史的高田幸男先生、專研

17 世紀朝鮮、清、日及其關係史的寺內威

太郎先生、專研鄂圖曼帝國、土耳其史的江

川ひかり先生。五位教授的研究專業以中

國史研究的領域較為全面，此或與「アジ

ア史専修」本為「東洋史學専攻」有關（2005

年更名）。 

對於日本人來說，無論中國或亞洲其他

地區，均屬外國。研究外國史，首先需要克

服語言文字的限制，其次是文化與傳統的隔

閡，再者是歷史階段的變化。縱然自古日本

與中國或朝鮮半島多有往來交涉，仍不免存

在一定的距離感。然而，據筆者所見，日本

學者研究外國史，特別是與本國歷史有一定

關連的中國史，多抱持著對於本國歷史的關

懷出發，觀察探究中國歷史的諸項課題。例

如氣賀澤保規先生關注遣隋（唐）使、佛教

與 中 國 社 會 的 關 係 ； 櫻 井 智 美 先 生 探 究

11-16 世紀東亞與亞洲內陸的變化；高田幸

男先生研究近代的東亞教育與中國人日本

留學生；寺內威太郎先生探討近代東亞地區

的關係與其中的「小中華」意識；江川ひか

り先生關懷土耳其地區游牧民族近現代化
▲筆者於明治大學リバティタワ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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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變遷等，均可見其立足日本、放眼亞洲，

進而反思日本自身歷史與當代發展的思維

脈絡。 

如此本著「以研究アジア史作為思考己

身課題的方法」為出發點，師生們即使研究

的課題不盡相同，亦能相互討論交流，參考

他人的識見與思考，反思自己的研究議題，

進而加強己身之研究深度。筆者幾度見聞不

同專業的研究生們相互討論彼此的研究；此

外，在研究生組織的研究會、合宿會上，亦

可見師生間的交流討論，具體反映開放視

野、重視多元交流的學風。 

筆者出身臺灣，研究中國史，在語言

文字、文化傳統方面之隔閡，不像日本人

研究中國史般深切。因此，在研讀史料、

思考問題時，自然較為熟悉，也較容易理

解。但是，難免也因此陷入思考的盲點。

日本人立足於日本傳統文化來觀察中國，

思考取徑自然有所不同，筆者一年來深受

啟發。以己身專業為例，日本學者研究中

國佛教史蔚然有成，無論深度或廣度，其

成果至今仍難撼動。筆者來到日本，逐漸

瞭解日本的佛教研究者多半具有僧侶的身

分，其探討中國佛教與社會互動的諸項課

題、佛教內部的宗派與學說發展史等，其

實是基於對於日本的佛教與社會之觀察，

或者希望能夠尋找可能在中國的源頭；或

者希望藉由比較，探尋日本佛教的特性。

此一研究的思維雖亦可能造成誤解（例如

因日本佛教宗派分明，故而研究中國佛教

時也強調宗派之別），但卻是值得吾輩思考

借鏡的方法。 

課程學習 

筆者於明治大學參與「東洋史研究演習

講義」、「文化繼承學」二門課程。「東洋史

研究演習講義」由氣賀澤保規教授授課，每

週 3 小時，共有 9 名修課生（明治大學 8 名、

早稻田大學 1 名）、1 名旁聽者（筆者）、1

名校外旁聽學者（NHK 記者後藤多聞先

生）。此課程為研究生史料研究演習課程，

該學年主要研讀的史料為《太平御覽》卷 122

〈偏霸部．前秦苻堅〉、《太平寰宇記》卷 45

〈河東道．潞州〉，兼及其他石刻研究成果

與史料等。 

「東洋史研究演習講義」的進行方式是

由學生輪流負責主讀史料，主讀者必須將史

料做成訓讀、翻譯成現代日文、註釋史料中

之地名、人名、事件、典故、提供相關史料、

地圖、研究成果等。由於研讀之史料均為以

文言文撰成的中國古代史料，勢必得完全瞭

解其中之內容、文字才能做出正確的訓讀與

翻譯。就筆者觀察，對於史料歷史背景的瞭

解，是其中的關鍵。 

參與氣賀澤先生課程的研究生中，有 5

名博士生、4 名碩士生，多為中國中古史研

究者，對於相關歷史背景有一定的瞭解，也

具備相當的先備知識。關於文字用典，通常

查詢中文辭典可以獲得相關資料，但對於歷

史背景瞭解與否，則直接影響主讀者觸類旁

通的廣度與深度。 

筆者參與一年的課程，有以下心得： 

1. 教師要求嚴謹且紮實。主讀者在訓

讀、翻譯與註釋時，氣賀澤先生特別注意年

代需要標注西元年、人名的生卒年、古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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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現代位置。此外，史料中提及之事件、

人物等，當竭盡所能地觸類旁通，製作相關

的地圖、人物關係圖、事件年表等。這些看

來雖屬細節，卻是實在的訓練，學生們透過

反覆不斷的查找，自然會增加對於人物事

蹟、州縣地理、時代背景之瞭解。因此，研

讀史料雖未必與己之研究有直接關係，卻仍

可打下重要的基礎。 

2. 博士生扮演助教的角色。課程的主

讀者多數時間由碩士生擔任（間或由博士生

主讀），討論時，氣賀澤先生通常先請博士

生針對主讀者提出問題或建議，若遇到難解

之課題時，也會先詢問博士生之意見。博士

生既能藉此表達己見，也能使碩士生深入瞭

解研讀史料需要注意與思考的問題。 

3. 師生教學相長。本課程開學之初，由

教師與學生一起討論未來一年計畫研讀的

史料。氣賀澤先生詢問修課的研究生計畫撰

寫的論文，由於博士生與二年級碩士生已在

撰寫論文，但一年級碩士生還在熟悉史料與

研究成果，因此，研讀史料便以碩士班學生

計畫撰寫的論文為主。如此一來，學生可以

透過課程瞭解和熟悉與論文相關的史料與

歷史背景，以為撰寫碩士論文的基礎。筆者

參與的課程一開始研讀《太平御覽》卷 122

〈偏霸部．前秦苻堅〉，此與一年級碩士生

宮田郁也的碩士論文相關。其後，陸續研讀

了《太平寰宇記》卷 45〈河東道．潞州〉，

兼及其他石刻研究成果與史料，此則與氣賀

澤先生主持的中國石刻文化研究所正在進

行的研究課題相關。 

透過此一課程，可以見到教師與學生們

相互瞭解彼此的研究課題，增進彼此研究的

進度，充分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 

上述訓練也同樣可見於其他教師的課

程中。筆者在訪學期間與小笠原優、田中由

起子進行語言交換。其中有幾次，小笠原優

以清代臺灣史的重要史料《戴案記略》來討

論，這是他參與寺內威太郎先生的課程研讀

的史料。在與小笠原討論的過程中，可以瞭

解，雖然史料的性質及文字與古代史有所不

同，但是老師們對於學生認真嚴謹的要求是

相同的。 

 

▲明治大學「文化繼承學」課程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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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門課「文化繼承學」以研究會形

式進行，參與人員包括文學部的東洋史、日

本文學、日本史、考古學、朝鮮文學、朝鮮

史、中國文學等領域的教師與博士生 20 餘

人。設立目的在於使教師與博士生的研究方

法、視野與思考等得以傳承。研究會每 2 週

召開 1 次，每次 3 小時，多數由 1 位教師與

1 位博士生報告，2 人之報告有一大的議題

涵蓋。由於參與課程的人員領域多元，報告

者提交論文，可以獲得不同領域的研究者提

出的意見與評論。筆者也於 2012 年 12 月 21

日在課程中宣讀〈中国中世における僧侶出

家の理由—高僧傳記の記録を中心として〉

（中古佛教僧侶的入道因緣──以三高僧

傳為中心）。 

這樣的課程對於筆者有不小的啟發。學

科的分化常常限制了觀察的視角與思考的

方法，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就自己的專業出

發，提出問題，相互激盪，有助於從多元的

角度來思考各自關懷的課題。此外，教師與

學生一起發表論文，學生不僅瞭解教師的研

究方法與成果，也有機會獲得師友的意見，

對於論文的進行當有不小的助益。 

由筆者參與的兩門課程可以見到，明治

大學文學部的專業訓練相當嚴謹紮實，並且

兼顧學生撰寫論文的需求。「アジア史専修」

還有幾項常態舉行的學術活動，提供學生交

流切磋的機會。 

 

 

 

 

學術交流 

筆者訪學一年期間，參與過 2 項常態性

的學術活動，均是由研究生會主辦，包含每

個月舉行一次的「院生報告會」與一年一度

的「合宿」。院生報告會是研究生的討論會，

每次有 2 位研究生提交報告，通常都是學位

論文的部分成果，「アジア史専修」的教師

與研究生均全體出席。報告者發表後，便由

與會師生提出評論和意見，以供報告者修改

論文之參考。 

合宿是日本社會中特有的社群活動，學

術界也不例外。合宿的活動讓社群成員有機

會聚在一起，除了舉行嚴肅的訓練或研究

會，也安排成員放鬆休息、交流討論與聯繫

感情的時間。「アジア史専修」的教師與研

究生每年舉行一次合宿，通常在夏天舉行，

地點是明治大學所有的幾個別莊。筆者參與

2012 年度的合宿，於 9 月 7-8 日在山梨縣的

「清里セミナーハウス」舉行。其中 2 個半

天是研究報告會，計有 8 位師生發表論文。 

 

▲明治大學アジア史専修 2012 年度合宿會，研究生

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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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院生報告會或是合宿，都可以見

到師生有許多時間相處、討論。研究生透過

報告會，發表論文初稿，教師們可以瞭解與

掌握學生撰寫論文的狀況與進度，同學之間

雖然研究課題有所不同，也能提出己見。學 

生們除了獲得他人的意見，也能學習到發表

論文的程序與方法。就筆者看來，這樣的發

表會、合宿不僅提供師生交流的平台，也是

促進師生研究的重要動力。 

校外的學術活動方面，筆者參加了「内

陸アジア出土古文献研究会」，此為以亞洲

內陸出土文獻為主題的研究會，成員約 20

餘人，約一個月於東洋文庫召開一次。筆者

經氣賀澤保規教授介紹，參與研究會的例

會，並於 2013 年 1 月 19 日發表論文〈中国

中世における僧侶出家の因縁〉。 

另參與數次專題研討會，包括「第 57

回国際東方学者会議」、「第 4 回中日学者中

国古代史論壇」、「第二次明治大學、中國社

會科學院學術研究會」、「第 5 回中国石刻合

同研究会」、「唐代史研究會 2012 年夏期シ

ンポジウム」、「唐代史研究會 2012 年秋期

シンポジウム」、「駿台史学会大会」、「六朝

隋唐時代をめぐる仏教社会の基層構造シ

ンポジウム」、「第 2 回『中國中世社會諸形

態』国際大学院生若手研究者学術交流論

壇」等。其中「第 2 回『中國中世社會諸形

態』国際大学院生若手研究者学術交流論

壇」由明治大學「アジア史専修」主辦，邀

請臺灣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三校的青年學

者與研究生參與發表的研討會，提供臺日中

三國青年研究者交流切磋的平台。臺灣大學

▲東洋文庫「内陸アジア出土古文献研究会」研討實

況 

▲2013 年 3 月參加交流論壇的臺大學友於湯島聖堂

合影，後排左起：黃庭碩、王安泰；前排左起：郭

珮君、李志鴻、林宗閱、曾堯民。 

▲唐代史研究會 2012 年夏期シンポジウ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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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發表者為王安泰、曾堯民、林宗閱、郭

珮君、李志鴻、黃庭碩等 6 人，發表論文與

表現均受與會學者之重視與肯定。透過這些

研討會，筆者瞭解近來日本學界關注的議題

與研究成果，並與日本學者進行交流。 

研究環境 

明治大學圖書館藏書頗豐，特別是中國

史研究的相關著作，足以支援筆者之研究。

臺灣學術界雖亦重視日本的研究成果，但各

學 術 單 位 之 圖 書 館 往 往 受 限 於 經 費 與 距

離，不易收藏日本的學術著作與期刊。一年

來，筆者於明治大學、東京大學覓得不少過

往忽略或不知的研究主題與成果，可謂重大

收穫。特別是關於巡禮的研究，在臺灣相當

罕見，日本卻已有許多著作，讓筆者得以瞭

解日本各類巡禮的特色與發展，也有助於筆

者思考調整研究方向。 

明治大學提供相當良好的研究與求學

環境，有專供研究生使用的研修室，提供桌

椅、檯燈、網路、置物櫃等設備。另外各個

專業也有專屬的研究室。「アジア史専修」

的東洋史研究室便是提供研究生撰寫論文、

交流活動的中心。筆者在此與小笠原優、田

中由起子進行語言交換，以及其他的討論。 

此外，在氣賀澤教授的主持下，明治大

學設立了「東アジア石刻文物研究所」。此

為世界唯一以東亞石刻文物為主題的研究

所，廣泛蒐集東亞地區的石刻資料，包含墓

碑、石碑、佛教石經與佛教造像題記銘文

等，均是研究會探研的對象。筆者在訪學期

間亦參與該所及研究會的文獻整理與學術

活動，從而瞭解日本整理文獻的方法與文獻

學研究傳統。筆者在學術資源充足的研究環

境中，逐漸建立博士後研究的基礎，也利用

相關資源修改過往的研究成果，投稿發表。 

訪學所得 

筆者在明治大學訪學一年，旁聽 2 門課

程，參與相關的學術活動，也有發表論文的

機會。特別是在氣賀澤先生的堅持下，筆者

使用日語發表論文 3 次，加強日文翻譯與口

述能力；而與 2 位同學進行語言交換，也使

筆者的日語聽說能力得以進步。 

▲東アジア石刻文物研究所 ▲東洋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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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筆者也利用明治大學的學術資

源，陸續撰寫新稿、修改舊稿，總計投稿出

版論文 7 篇、發表會議論文 6 篇。筆者還曾

於「宋代史談話會」（大阪市立大學）、「日

本佛教研究班」（關西大學）、中央大學文學

部發表研究成果，與相關領域的學者們有更

為深入且直接的聯繫與交流。 

除了前述訪學所得之外，筆者對於「ア

ジア史専修」的師生關係之密切印象特別深

刻。師生在課程、研究會、報告會中有諸多

互動討論，教師與學生見面的機會很多，也

有許多交流，可謂教學相長。此外，在較大

型的研討會等學術活動後，還有「懇親會」，

師生一同聚餐，在席間或延續白天討論的議

題，或述及己身生活、學習、人際交往等事。

教師從中瞭解學生的狀況，學生也能認識教

師在課堂之外的風範。筆者雖為訪問學人，

在訪學期間亦親身感受到如此交融而成緊

密的師生關係。 

氣賀澤保規先生為筆者進行海外博士

後研究的指導教授，提供諸多深入且重要的

意見。在學術上，費心引薦筆者參與學術社

群、活動，安排發表機會；也常關心筆者的

生活、食宿，邀請筆者至先生府上同過新

年，體會日本的年節傳統，成為非常寶貴的

經驗與回憶。先生的諸多關懷與照顧，讓筆

者在研究上有所進步，也安穩了筆者身處異

鄉的身心。「アジア史専修」其他 4 位先生

對於筆者亦多有親切關照，櫻井先生提供學

習翻譯的機會，高田先生對於臺灣的瞭解令

我印象深刻，江川先生與寺內先生總是親切

地問候，提供諸多協助。 

「アジア史専修」或許因為提供了討

論、交流的研究空間，加上例行舉辦的學術

活動，學生們有許多相處交往的機會。看到

志同道合的同學們一起策劃研究會、討論學

術問題、提供學界資訊，可以想見他們對學

術的熱情與嚴謹的態度。筆者受到諸多同學

照顧，包含小笠原優、田中由起子、江川式

部、梶山智史、會田大輔、落合悠紀、石野

智大、佐藤裕亮、徳泉さち、森本創、宮田

郁也、市原慎太郎、成地草太等人。 

筆者此行收穫之豐，難以全表，但必將

是未來持續研究的重要基礎。冀盼未來仍能

延續與明治大學及日本學界諸位師友的情

誼，持續交流切磋，敦促筆者日益精進。 

海外博後 

筆者此次赴日本明治大學訪學一年，得

益於 101 年度國科會「補助赴國外從事博士

後研究」之補助。當年度獲得補助者有 82

人，人文學科獲得補助者，僅有筆者 1 人，

其他多為醫理工學科研究者；赴日本者，僅
▲2013 年元旦，受邀至氣賀澤保規先生家中過新年

（左為氣賀澤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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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 人（另有美加 67 人、歐洲 10 人、澳洲

2 人）。由此可見，人文學科的青年學者獲得

補助赴海外進行博士後研究者不多；主要前

往的地區，則以美國佔多數。如此趨勢一則

反映臺灣學科發展重點的差距，也顯示人文

學科發展的若干困境。 

國科會補助赴海外從事博士後研究，主

要是針對在臺取得博士學位者，使其在接受

臺灣的學術教育與訓練，建立己身的研究方

法與基礎成果之後，能有機會赴海外的學術

機構訪學一至二年，以瞭解不同國家的學術

環境與研究風氣，學習他人的研究方法，拓

展思考的視野，增進未來的研究能量。其

中，是否有必要赴海外進行博士後研究，乃

是申請並獲得補助的重點。 

觀察 101 年度獲得補助者之研究課題，

多數是因其在臺灣進行相關研究可能受到

限制或有不足之處；赴海外進行博士後研

究，能夠學習獲得更多、更新的相關知識或

技術。在此前提下，人文學科的青年學者考

慮申請赴海外進行博士後研究時，亦需審慎

思考其必要性與可以預見的效能。以思考與

累積知識為本的人文學科，研究的效能難以

如醫理工科般迅速且顯而易見；但能在不同

的學術環境中，進行中長期的修學與交流，

對於拓展己身視野與思考方式，實有莫大助

益，亦當成為往後研究的重要資源與基礎。 

申請赴海外從事博士後研究，除了需要

取得海外學校與指導教授的同意之外，必須

通過一定程度的語言能力檢定，建議有意申

請者提早準備檢定事宜，取得及格證明。特

別是申請赴日需達 N2 能力，日本語能力試

驗一年僅舉行二次，若能及早通過語言檢

定，較能從容準備申請相關事宜。 

 

▲筆者（第二排右二）與明治大學大學院アジア史專修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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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早稻田大學參訪交流（下） 
顏杏如、邱如奕、胡安美 

彭梓桓、沈印娜、游騰元 
 
編按： 

2013 年 5 月，本系與日本早稻田大學

（以下簡稱早大）台灣研究所簽署學術交流

協議，雙方協定於 2013-2015 年進行學術交

流與合作，包含學生交流與教師交流。2013

年 7 月下旬，本系顏杏如老師帶領 10 位研

究所及大學部同學前往該所進行講座交流

活動。本系 10 位參訪學員及顏老師此行的

心得分兩次刊出，本文為下篇。 

 

 

顏杏如老師（臺大歷史系助理教授） 

 

 

臺灣—日本之間的往返，無數次，多半

獨來獨往，或和朋友、家人，求學、開會、

旅行。這是第一次以「領隊」身分浩浩蕩蕩

帶著 10 名學生出發，目標是前往和另一群

不同國籍的學生進行「交流活動」。這是前

所未有的經驗，從出發、搭乘飛機、電車、

在教室中討論，都是與過去不同的風景。旅

途中，許多想法閃過腦海，僅在此記印象深

刻、從「領隊」角度思考的幾件事。 

行前：出自學生之手的校外參訪路線規劃 

這次的交流對象是修習早稻田大學若

林正丈、梅森直之老師 seminar 的大學部同

學。交流工作的籌備階段，若林老師班上的

代表、五年級的前田裕介同學藉來臺灣參加

學生交流會議之便，和系上幾位即將前往日

本參加交流活動的同學先行交換校外參訪

路線的意見。我很驚喜地發現，原來除了課

程之外的交流行程規劃，基本上都是全權交

給學生們決定，由學生們自行規劃、籌備。

日本人對於學生、子女的教育方式，比起臺

灣採取獨立的態度，這是我過去的印象，顯

然也表現在這件事情上。 

前田同學一一詢問參加者的年級、有興

趣的議題、現有的路線是否可行等，一邊考

慮著如果要參觀國會議事堂，必須考慮會

期、現場可以容納多少人等種種細節與可能

發生的狀況。這時我在內心想，12 月早大到

臺大參訪時，也要仿照這樣的方式，由參與

交流活動的學生們規劃路線與導覽。 

因為，規劃、準備的過程，需要多方的

考量──參與者的背景與需求、時間與地點

▲顏杏如老師向本系學員說明此行注意事項（2013
年 7 月 28 日攝於奉仕園會館，陳育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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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設想可能發生的狀況、收集相關資

料、勘查路線、整理、吸收獲得的景點相關

訊息，並在導覽的過程中，以清楚易懂的方

式 講 解 給 擁 有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的 來 訪 者 理

解。在這樣的過程中，導覽者不但需要設想

各種情境多方的考慮，知識的獲得與吸收也

不止於單向的，而是經過更複雜的迴路，雙

向往返。相信對臺日雙方的參加成員而言，

都是交流行程中的重要學習與收穫。 

講座課程：多樣的討論 

交流活動 「正式」的部分，在第二日

（7 月 29 日）的講座課程，第一堂由紀旭峰

老師的「早稻田大學和近現代台灣」揭開序

幕。1920 年代許多思潮經由日本、中國傳入

臺灣，傳播過程中，留學生往往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紀老師的演講以早稻田大學為例，

勾勒活躍於日本的臺灣人之姿，他們的活

動、知識的實踐，以及在戰前、戰後產生的

影響。第二堂課則是以「討論課」的方式進

行，在觀看 2009 年 NHK 製作的紀錄片〈亞

細亞的「一等國」〉之後，由梅森直之老師

主持，帶領臺日同學共同討論。 

〈亞細亞的「一等國」〉是名為《ジャ

パンデビュー（日本初登場）》一系列的紀

錄片之一，其他尚有〈天皇與憲法〉、〈通商

國家的挫折〉、〈軍事同盟 國家的戰略〉。

分為四回的紀錄片內容整體訴說、反映的是

日本從躍上帝國之列、歷經近代國家形成、

向外擴張及至崩解的過程。在這一系列近現

代日本史脈絡下拍攝的紀錄片中，〈亞細亞

的「一等國」〉是與臺灣 密切相關的部分。

影片內容反省日本的殖民統治，然而在播出

後，在日本引起了批判與抗議，控訴影片「為

了批判日本的殖民統治，扭曲（臺灣人）的

證詞」，或「歪曲、捏造事實」。 

影片的內容，牽繫了日本與臺灣兩地的

命運；後續的效應，則反映日臺歷史認識的

現狀。揣想梅森老師在挑選這部影片作為交

流討論的基礎時，定是考慮到這部影片具有

這樣複雜的性質。正如梅森老師在開場時所

言，這部影片可以成為「顯示現在臺日關係

的素材，同時，也是歷史和現在、日本和臺

灣的對話」。 

在討論過程中，儘管參加者的討論主題

從「親日、反日」展開，但並不流於表面的

▲右圖：歡迎餐會上，顏杏如老師與梅森直之老師（右）交換紀念品。 
左圖：臺大學員與早大師生初次見面，較為拘謹。（2013 年 7 月 28 日攝，陳育麒、顏杏如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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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反對或批判，而是進而剖析觀看者的

觀點與觀看方式如何限制了對影片的理解

與評價；影片的製作背景又如何影響其呈現

的方式與意圖傳達的訊息；甚至無關親日或

反日，如何理解作為「人」的處境與感受，

以及臺灣人的自我認同如何形成等問題。而

這些討論，一方面涉及日本殖民統治的內在

構造，如語言、文化、族群、教育政策等，

也牽涉了環繞外部更大框架的歷史敘述、史

料的運用與詮釋，以及當代的歷史認識。 

討論過程中，也包含了以古鑑今的當代

反思，影片中提到 1910 年日英博覽會時展示

原住民的生活，以「人間動物園」來形容，

有同學反思當代原住民的處境和我們對於原

住民的理解、態度與觀看的方式，是否仍和

一百年前有著相似之處。也有同學認為當代

的狀況是一種多元文化的理解，和過去不同。 

這段討論讓我在心中思考著觀看「他

者」和多元文化理解之間的差異何在，邊界

又如何移動，同時憶起交流活動兩個月前的

6 月初，參訪眉溪部落的經驗與發現。以前，

到原住民部落，若有歌舞樂曲表演，總會讓

我想起過往歷史中不斷被展示的「野蠻」與

「文明」，以及「帝國的視線」，為此總感到

不安。不過，6 月初的參訪活動，由周婉窈

老師領隊，內容規劃則是眉溪文化基金會的

族人所主導，行程中亦有織布體驗、傳統舞

蹈晚會等活動，然而在過程中，我卻看到了

「觀看」背後權力關係的翻轉。行程是族人

所規劃，也是基於族人的共識下所產生──

希望讓外部社會理解部落的社會與文化。觀

看的視線並不是被動的、被決定的，而是部

落的族人在主動的位置上，決定要讓來訪者

觀看什麼、理解什麼，表演並非娛樂節目，

是為了理解部落傳統。 

一起加入舞蹈之列、練習傳統樂器吹奏

的來訪者，不只是觀看的主體，同時是被觀

看的客體。在這樣的過程中，不但翻轉了主

客關係，也改變了觀看背後的權力關係。 

這可能是臺灣近年來與過去長足的不

同與改變。觀看與理解邊界移動的過程中，

攸關「主體性」的問題──誰決定了部落發

展的方向，如何與外界互動、接觸。基於主

體的意識，也決定了認識與理解的呈現方

式、過程與結果，同時，揭示了「理解」的

主動、被動關係改變的可能性。 

下一步：邁向真正的理解 

講座課程討論的題材與臺灣史的知識

密切相關，因此在討論的過程中，臺大學生

的表現相對積極，運用過去所知所學提出自

己的想法，這讓討論主題傾向臺灣史內部的

議題，致使早大同學雖嘗試回應，但在後半

的發言中，開始頻頻表示對臺灣史知識不

足、反省的姿態，一直說自己要再加油努▲早大紀旭峰老師以「早稻田大學和近現代台灣」為

題授課。（2013 年 7 月 29 日攝，顏杏如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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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過，今天如果討論的是日本史議題，

我想恐怕狀況也會相反吧。 

鄰近且關係交纏的臺日兩國，其實共有

的歷史認識與知識仍是有限。未來如何形成

完整的交流、討論，除了積極的發問、發言，

和彼此的激盪之外，恐怕還需要更大量共有

的知識背景作為基礎。 

不過，當早大同學說，在討論之後，發

現對臺灣的理解不足，其實就跨出了理解的

新境界。〈亞細亞的「一等國」〉看似架起了

理解臺灣的橋梁，然而受限於製作目的與背

景，對於臺灣及臺灣人的理解，其實是不完

整的──在日本史敘述下，以日本為主體的

反省。因此，當早大同學因為接觸、討論、

意識到所知有限，而期待更進一步的認識、

理解時，便比影片的製作內容跨出了一大步

──為了理解臺灣而理解，而不只是放在日

本的框架下。相反的，面對同樣的狀況，臺

灣的學生也是如此吧。 

除了講座課程之外，交流活動的許多

「交流」，是透過日常生活、校外參訪途中

的交談形式展開。早大特地安排了日本學生

每晚與大家同宿，同寢室者有時東南西北徹

夜談天；校外參訪的途中，眼前出現的景物

與聯想，都是介紹、傳遞自身所知、交換想

法的話題。臺灣人或許不乏到日本觀光的機

會，卻並不總是有與年紀相仿、不同國籍的

朋友進行此類型的意見交換，這也是這次交

流活動難能可貴之處。 

行前，雙方語言障礙要如何克服，是籌

辦者和參加者都擔心的問題。交流的現場，

語言其實是豐富多樣的，大家努力「搬出」

所有可能的溝通方式──中文、英文、日

文、肢體語言，共有的漢字文化也在此時登

場──第一晚的交流餐會，拿著紙筆交談的

身影交錯。一、兩天之後，原本臺日壁壘分

明的排列狀態，到了 後一晚已打亂，不分

國籍的叢聚歡談。 

不過，靠著各種語言架起雙方交流、認

識的橋樑，每每遇到深入交談時，語言仍是

障礙。幾次見到同學們對話中談及彼此感興

趣的議題，但要更進一步表達較抽象的想

法，或說明對方陌生的事物時，因為牽涉較

高難度的語彙或各自的社會文化思想，往往

遭遇困難，導致對話無法前行。 

儘管在正式的講座課程中有翻譯，語言

不成問題，但私下的、個人與個人的交流，

其實也是寶貴難得的機會，如何克服這類語

言溝通上的障礙，或許還需透過個人語言能

力的提升或是交流時小隊規劃的考量，這是

未來努力的目標。不過，正如同希望更進一

步理解般，當同學們知道、並決定要參與交

流活動的同時，行前的準備和活動參加的本

身，相信提升了語言能力，並開始意識到未

來所需要的努力。 

短短五日的交流活動，讓臺日學生彼此

就自己所長提出看法，從對方身上吸收自己

所陌生的知識，交換不同的想法。這些新獲

得的知識，也成為激盪彼此思考的基礎。但

我相信，真正的交流，並不在這裡畫下句

點。期待透過這次交流活動點燃的火苗，在

未來化為真正實踐的動力──無論在語言

上、相互理解上，以及共有的歷史認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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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如奕（臺大歷史系 B99 學生） 

 

 

早稻田大學由在政治上失意的大隈重

信所創立，該校也繼承大隈左派的政治理

念，與其相對而立的是右派的福澤諭吉與其

所創設的慶應義塾大學。據說，從前早稻田

的學生都是走路上學（左派平民），而慶應

義塾的學生則是騎馬、開跑車上學（右派），

兩校迥異的風格可見一斑。而大隈與福澤兩

人激烈的政爭也從明治時代延續至今，如今

兩校間的球類競賽被稱為「早慶戰」。 

在參觀日本國會時，歐洲宮廷式的華美

大廳內，有大隈重信、福澤諭吉與伊藤博文

三人的銅像，四方形大廳空了一角，給人一

種不協調之感。此時導覽才緩緩說道：「這

象徵著期勉未來能有與先賢並肩而立的偉

大政治家的出現。」對日本政治歷史沒有深

入理解的我，才明白大隈重信在日本政治史

上的地位與此廳堂懾人的氛圍。 

然而左派的早大和臺灣有何淵源呢？

眾所周知，臺灣人在日本統治時代，於島內

無法獲得高等教育，只能轉往日本升學。傾

日本全國資源而立的帝國大學是當時 好

的學校，但其代表日本帝國的立場，較無法

包容不同的政治聲音，對政治現況不滿的份

子紛紛轉往早稻田與明治大學就讀，兩校便

成了異議份子的搖籃。早大與明大不僅是日

本共產黨的發源地，許多優秀的臺灣政治家

也出身於兩校，如喊出「臺灣是臺灣人的臺

灣！」的林呈祿先生來自明治大學，臺灣議

會設置請願運動要角楊肇嘉先生與文協左

派領袖之一的王敏川先生皆為早大校友。臺

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在日本的活動，也多靠

兩校的留學生支持與參與。而聽師長說，此

次與早大合作的契機源於早大對於亞洲開

放的計畫；相較於主流的學習歐美，早大選

擇與非主流的亞洲交流、互動，顯示了早大

前瞻大膽、勇於做自己的校風。 

自明治時期以來，早大在政治經濟層面

的活躍廣為人知，在人文藝術領域也有令人

驚豔的表現，如在臺灣知名度頗高的村上春

樹即為早大校友。遺憾的是，早大校園內看

不見任何與村上春樹的關聯或紀念，也許是

他個性低調，也許是其文學成就還未蓋棺論

定。或許從早大對於學校建築的態度可看出

端倪，由於防震的考量，許多老建築都被拆

除，以一種絲毫看不出與過去關聯性的方式

重建，包括《挪威的森林》電影一景的三號

館也難逃此劫。 

第二天（7 月 29 日）的討論課，我們與

早大的學生一起觀看 2009 年 NHK 電視臺拍

▲〈亞細亞的「一等國」〉討論課開始之前，早大博

士生平井新同學（左一站立者）先行與臺大學員就

相關資料內容交換意見。（2013 年 7 月 29 日攝，

顏杏如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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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的〈亞細亞的「一等國」──日本（アジ

アの “一等国”）〉一片，隨後雙方進行意見

交流。該片不同於以往臺人親日的角度，陳

述了較多日本殖民的暴行，如政治、文化上

的控制，以及臺籍日本兵與高等教育分子的

血淚控訴，因此被日本親臺人士與臺灣親日

團體認為是在替中國作洗腦教育，挑撥日臺

情誼，引起學界、文化界廣大的討論。本片

是否為政治服務？或者有所偏頗？臺灣的

學生多認為日本對臺灣的統治確實造成了

傷痕，而這是較少被提及的，然而本片選擇

的對象多是上層菁英分子，日本殖民統治時

期的文化與政治限制對他們傷害 大。誠如

陳育麒學長所言，在看文本時，必須思考作

者選擇說話的對象。在場的早大學生也多持

同樣看法，即本片並沒有捏造或虛構，但僅

陳述殖民統治負面的部分與選擇人數相對

較少的階層發言，的確容易讓許多不瞭解此

段歷史的人產生誤解。 

在討論中，我想到另一個問題：「為什

麼日本人要瞭解臺灣呢？」有些日本同學一

開始並未對臺灣特別感興趣，僅是因為選上

的課程授課老師特別關注臺灣的發展，他們

對臺灣有所瞭解後才漸漸發生興趣，接著從

臺灣的角度重新觀察日本政治，形成不一樣

的視野。雖然 後產生正面的效果，其學習

卻是被動、偶然性的。現代學子對於本國的

政治經濟尚且冷漠，何況鄰國歷史。這樣的

情況並非日本獨有，而是現代學生通病，因

此日本年輕人對於臺灣的認識淺薄且沒有

興趣，其實很正常。然而，2011 年臺灣對日

本 311 大地震超過 60 億臺幣的愛心捐款，

讓許多日本年輕人關注起臺灣，好奇原來有

個對日本這麼友善的國家，自己卻從來不知

道。日本的電視節目開始派員到臺灣旅遊、

討論與臺灣相關的議題，網路上從前極少數

熱愛臺灣團體的言論開始受到關注。此後，

日本年輕人才對臺灣有較高的興趣與些微

的認識，雖然僅止於消費與相當模糊的社會

概念，但相較於之前已是一大進步。 

我不否定臺灣人對日本的友好，僅是想

指出這股因 311 而起的臺灣熱，固然引起日

本人對臺灣的高度興趣與關注，但也隱含著

日方一廂情願、過度美化的部分。雙方對於

彼此有過高的期待，對於日後長久發展可能

有所阻礙。這點是這趟交流我從日本同學的

談話中，以及後來看日本節目所得到的結

論。這些早大同學對臺灣有較多較深刻的認

識，但他們的終點還是日本，臺灣並未成為

獨立研究的目標，多數人是分成從臺灣來重

新觀看日本政治的角度出發，抑或者從東亞

國家群的互動中提高對臺灣的關注（主體是

東亞國家群）。 

▲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外觀（2013 年 7 月 30 日

攝，李盈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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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分享和早大同學交流的經驗。我

覺得學術交流的目標不算非常成功，因為每

天陪伴我們的早大同學並不固定，而且雙方

學生似乎都認為，在認識之初就討論嚴肅的

經濟、政治問題似乎有些尷尬。因此，除了

表定的討論課時間，雙方並未談及比較學術

的問題，早大同學也未主動詢問有關臺灣的

政治經濟或歷史文化的問題，話題多侷限於

個人興趣與學生生活。活動剛結束時，我對

自己沒有把握機會多交流感到有些遺憾。然

而回臺灣後，才突然醒覺，如果想和早大同

學交流，不是隨時都可以嗎？這次活動僅是

打開了相識的契機，往後我們依舊能以私人

身分與早大同學長遠的交流。這讓我覺得系

上這次活動並不是要雙方學生在短期內有

質量的學術產出，而是開啟雙方對話的可能

性，之後學員可自行掌握這項資源。因此，

我想提醒未來參加的同學，活動的結束，其

實才是與早大朋友交流的開始。 後，非常

感謝系上與早稻田大學能提供我們這麼好

的機會，認識同輩的學生與日本文化。 

 

胡安美（臺大歷史系 B99 學生） 

 

 

臺灣與日本地理位置接近，加上曾歷經

日本 50 年的殖民統治、冷戰時美國為圍堵

共產國家而在西太平洋部署「島鏈」等歷史

因素，即便 1972 年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

臺日之間的非官方經貿交流與民間交流依

舊絡繹不絕。 

對於和我同輩的臺灣青年而言，就算對

臺灣與日本的歷史關係不甚熟悉，透過藝

人、歌曲、偶像劇等流行文化的影響，多數

人對日本並不感到陌生。我對日本的關注一

向較偏重於它與臺灣的過去，尤其是日治時

期的臺灣史，心中不時會產生「現今日本人

如何看待這段殖民史？」、「現今日本青年對

於臺日關係有哪些想法？」此類的疑問。特

別是 2011 年日本 311 大地震之後，當年度

被選出的漢字是「絆」，代表著對人與人之

間情感、連結的重視。情感、連結之所以產

生，應是雙方曾共同經歷過一些事，那麼曾

經發生於兩個國家之間的事，應該也會因此

對其共同的現狀、未來產生影響吧！ 

〈アジアの “一等国”〉（譯為〈亞細亞

的「一等國」〉）。這部紀錄片是 NHK 製作的

特別節目「日本登場系列報導」的第一集，

介紹日本殖民臺灣的歷史。關於二戰時期日

本向外擴張的歷史，從教科書內容到政治人

物的發言，每每涉及此議題，必定引起日本

與臺灣、中國及韓國之間的軒然大波，有些

史實不被承認發生過、被聲稱誇張化，這樣

▲返臺當天，臺大大學部學員在羽田機場與早大

紀旭峰老師（左三）、平井新同學（左二）合

影，右起：游騰元、胡安美、沈印娜、邱如奕。

（2013 年 8 月 1 日攝，陳育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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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確實是證明「同一歷史事實會出現不

同歷史詮釋」的例子。 

幾位發言的早大學生皆表示，紀錄片介

紹這段殖民史的立場確實與他們國、高中教

科書的立場很不一樣，甚至有些內容是不被

教科書提及的，但他們因為修習若林老師與

梅森老師的研究班，在過去的一、兩年內，

針對臺灣的歷史、政治、經濟等層面有較深

入的學習，故當他們觀看〈亞細亞的「一等

國」〉時，不太會出現詫異、難以理解的情

緒，也能平心看待當時日本右翼人士對這部

紀錄片的負面報導。 

紀錄片中的口述者主要分為兩類；一類

是在公園中抗議的臺籍日本兵，另一類則是

接受過高等教育者。臺籍日本兵泣訴他們當

時的英勇盡忠只換得，戰後既不受日本政府

照顧還得遭受國民政府猜忌，猶如棄兒般的

下場；受過高等教育者對殖民政府的主要反

彈是，他們的知識水準不亞於日本人同儕，

卻因為臺灣人身分無法獲得應有待遇。這樣

的 身 分 區 隔 並 非 來 自 他 們 的 內 在 認 同 意

識，而是一種外在加諸的結果，正是這樣的

結 果 為 他 們 帶 來 苦 痛 。 我 想 「 親 日 ？ 反

日？」、「臺灣人？日本人？」這類問題，對

於在特殊歷史時空下成長的他們而言，或許

太過輕率卻沉重了。 

考量到移動方便，第三天（7 月 30 日）

下午的兩種校外參訪行程，我所選擇的 B 行

程有參觀靖國神社的遊就館。記得前一晚餐

會尾聲時，早大老師特別叮嚀參加 B 行程的

早大學生，到靖國神社時要好好照顧臺大學

生，避開可能遇到的麻煩。當時我還好奇的

詢問身旁的早大同學：「 近的靖國神社很

不平靜嗎？」對方回答：「因為接近終戰紀

念日，可能會有人去示威抗議。」一聽之下，

我也不禁產生需「有所戒備」的心情。 

當日的靖國神社十分平靜，除了參道兩

側樹立的戰爭紀念碑，否則從其寧靜氛圍感

覺不到它異於一般神社的特殊性。遊就館是

位於本殿一旁的軍事博物館，介紹從明治維

新到二戰期間近代日本史上重要的戰役，尤

其是二戰期間的戰機、戰車、潛水艇等實體

軍事武器皆可見於此地。 

礙於時間限制，無法細看，一行人將重

點放在一樓的「英靈遺影牆」，一片又一片

無止境似的遺影牆，令人百感交集。對與牆

上這些人交戰的另一方軍人來說，這些人是

敵人，但對日本國民而言，這些人是保家衛

國的「英靈」，而且每個軍人至少是連結到

▲靖國神社，。倘若不知其背景，僅會覺得它寧靜而

莊重，與一般神社無異。（2013 年 7 月 30 日攝，

胡安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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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家庭。同一個人卻有截然不同的被解釋

立場，使我再次意識到，當人們跳脫自身原

本立場，試圖站到中立角度觀察時，價值判

斷不是那麼一目瞭然的。在臺灣接受過國、

高中歷史教育的人，應該會對遊就館中的歷

史詮釋和布展方式頗為不滿吧！那是因為

我們接收到的立場對立於日本國民所接收

到的立場，致使我們質疑對方的「英靈」，

卻對己方的「英靈」深信不疑。 

離開靖國神社時，一位早大同學彎身向

靖國神社鞠躬，正如幾個小時前，他到來時

所行的那般慎重。雖然我不選擇同他一樣彎

身鞠躬，但能平心靜氣地了解其動作所代表

的意涵，互相尊重各自選擇的立場。 

 

 

 
 

彭梓桓（臺大歷史系 B99 學生） 

 

 

在和早稻田大學交流的修業活動中，

主要的學術交流是觀賞 NHK 電視臺的紀錄

片〈亞細亞的「一等國」〉後的討論。由於

我雙主修政治國際關係的緣故，特別想深入

瞭解與探討的是日本如何站上世界舞臺的

進程〈亞細亞的「一等國」〉是 NHK 從 2009

年開始，配合橫濱港開港 150 週年，2010

年為日韓合併 100 週年、日本戰敗 65 週年，

2011 年則是太平洋戰爭爆發 70 週年和舊金

山和約簽署 60 週年，連續三年的大型電視

紀錄片計畫，記錄這一重要歷史進程中有關

「JAPAN 登場」特集的一部分。日本從渴望

主宰自身命運到成為世界的主角，在一百年

來的現代化進程裡，始終不曾改變為超越西

方世界而進行的 徹底的學習。然而，這樣

的學習與奮鬥，讓日本成為「亞細亞的一等

國」了嗎？ 

影片中提到當時「萬國公法」規定，要

成為所謂的「一等國」，必須領有海外殖民

地，因此日本一直堅信西方這樣的「成功」

模式，所以戰前歐美列強競相爭奪亞太殖民

地時，日本也邁向了殖民地主義。此外，不

只是政府與軍方，殖民地作為解決嚴重不景

氣以及人口急速增加等社會問題的策略，也

獲得許多人民的支持。但是也有批判殖民地

主義的聲音出現，其中的代表是當時被視為

異端的新聞工作者石橋湛山所主張的「小日

本主義」，石橋引用經濟統計數據，指出 1920

年時日本從殖民地獲得的經濟利益遠小於

貿易上獲得的利益；再者，移民到殖民地的

人數只有 80 萬人，根本不可能解決日本的

人口問題。石橋認為取得殖民地會讓許多人

▲靖國神社本殿旁的軍事博物館──遊就館（2013
年 7 月 30 日攝，彭梓桓提供） 



 

 

 

 

2013 年早稻田大學參訪交流（下）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6∕2014 年 4 月 43 

流血，並讓日本與亞洲和歐美之間的外交關

係惡化，無法獲得任何實質利益，因此持續

推行殖民地主義毫無意義；日本應該領先世

界宣布放棄殖民地主義，成為自由開放的盟

主，和亞洲全體國家作朋友，然後專心致力

於貿易的發展。 

石橋湛山的主張十分嶄新，「小日本主

義」 終未獲民眾支持。日本在二戰後失去

了所有的殖民地，卻如石橋所言，是靠著貿

易恢復經濟成長，人口至今超過一億人，並

沒有出現饑荒。追溯歐洲歷史可發現，德國

或其他強權也一直在追求全歐的統一，然而

軍事和政治上的行動始終失敗。經歷兩次世

界大戰的慘敗，德國承認戰爭的危險與錯

誤，周圍國家寬容以待，重新贏得尊重，回

復大國地位。戰後德國持續專注經貿發展以

及勇於面對歷史，積極反思戰爭的態度或許

值得日本思考。 

整個日本之行，充滿感動與驚喜。這次

勇闖日本的經驗，更讓我學習獨立成熟，懂

得妥善照顧自己。“If you had a chance to 

change your fate, would you?” 皮克斯動畫

《勇敢傳說》片中的臺詞曾如此問道。俄國

作家屠格涅夫說：「要做同時代人的領袖，

當然應該比他們站得更高，具備更健全的頭

腦，更明確的看法，更堅強的性格」。我想

這就是我參加早稻田大學講座修業與交流

的目的，藉此經驗成功地邁向人生的下一個

階段。激勵大家和自己，多參與國際交流，

了解彼此文化和國際觀，擴大視野！ 

這次早稻田大學的講座修業與交流參

訪行程， 遺憾的是自己的日語能力完全是

零，只能用英文和他們聊天、討論，無法完

整表達自己的想法，而對方亦面臨同樣的問

題；另外一個遺憾是交流時間非常短暫。即

使如此，早大的師生還是非常熱情，讓我們

感到非常溫馨。而本次經驗也讓我下定決心

要開始好好學習日文，增進語言能力與把握

國際交流的機會。 

 

 

 
 

沈印娜（臺大歷史系 B00 學生）ˉ 

 

 

本次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參訪，是一個和

日本近距離接觸的難忘經驗。一來能與年齡

相仿的早大學生對談；二來，在東京短暫留

宿的五天四夜，既體驗了不同於臺北的城市

風情，更一窺日本文化與臺灣文化的異同。 

早大圖書館和臺大總圖有幾分神似，非

常有親切感。不同的是，早大圖書館的團體

討論區緊鄰閱覽區，屬開放空間，而臺大總

圖的討論區則是設在地下室，區隔為封閉空

間。另外，館內對於能夠使用筆記型電腦的

區域，控管得比臺大總圖嚴格許多，敲擊鍵

盤和點擊滑鼠的聲音，似乎被認為是非常影

響閱讀或讀書品質的噪音。早大圖書館並藏

有日治時期臺灣的各大報紙，是十分有特色

與重要價值的館藏。 

7 月 29 日下午觀賞紀錄片〈亞細亞的

「一等國」〉，影片以日文播放，早大準備中

文逐字腳本，並提供許多報紙對該紀錄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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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日本國會大廳展示之專為視障朋友設計的

可觸摸之日本國會建築模型 
下圖：參觀東京鐵塔，左起：游騰元、沈印娜、

邱如奕、胡安美、彭梓桓。（2013 年 7 月 30 日攝，

沈印娜提供） 

評價讓我們參考，輿論多認為該片「立場偏

激」、「歪曲事實」，並「扭曲當事人的意思」。 

片中穿插許多日治時期的臺灣老兵和

遺老的訪談。 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本來

都還能半開玩笑、笑談往事的老先生，談到

日治時期臺灣人受到的待遇時，馬上潸然淚

下，說痛恨過去那段日子，「把人當傻瓜

看」，泣不成聲。這讓我想到大二下學期修

習陳翠蓮老師的「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

時，課堂上曾經以圖表呈現日治時期同樣職

位的臺灣人和在臺日本人升遷與待遇方面

的落差。親眼見到走過這段經歷的人回首過

去的反應，比起只是看著沒有血淚的統計數

字，衝擊實在大太多了，這些統計數字代表

著影響了一群人一生的歲月。 

該紀錄片推出時引起軒然大波，根據報

紙的評論，該片呈現的觀點似乎帶給日本觀

眾很大的震撼，或許是與過去對這段歷史的

認知是完全相左的觀點。不過，單就「曲解

當事人的意思」這項指控而言，該片所呈現

的遺老訪談內容，以我過去對日治時期的所

學，並未感到遺老們的意思受到曲解。很顯

然的，臺日雙方對這段共同歷史的認知，差

異頗大。 

這又讓我聯想到： 近國際各界要求日

本政府正視慰安婦存在的呼聲，臺灣也有前

慰安婦阿嬤們，在等待日本政府給予正面善

意的回應；這也是臺日過去共同歷史的一個

角落。 

第三天（7 月 30 日）下午開始緊湊的走

訪行程：靖國神社、日本國會、皇居， 後

是東京鐵塔。其中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

國會。大廳中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國會模型，

專門提供給視障朋友認識國會建築，設計得

很貼心，上面有密密麻麻的點字，打開塑膠

罩就可以觸摸，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專為視障

朋友設計的模型。 

日本國會內部莊嚴、華美，令人讚嘆，

可惜禁止攝影。議會殿堂的設計類似歌劇院

舞臺，旁聽席在半圓型的外圍，由上而下可

以看見位於「舞臺」中央的議會全場，還有

皇族專屬的旁聽席包廂。 

第四天（7 月 31 日）的自由行，早大的

羽 路 英 明 同 學 擔 任 游 騰 元 同 學 和 我 的 嚮

導。羽路同學規劃的行程表十分詳細，連幾

點有電車搭都安排好了，可以感受到羽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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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花心思準備。 

在此次交流參訪中，全程陪伴我們的平

井新先生，中文嫻熟的程度令人印象深刻，

不只對話流暢、聽不出口音，也熟諳中文的

流行語。問他如何精進中文能力？平井先生

表示，多多接觸，比如他就看了很多臺灣的

電視節目，來學習用語和腔調。 

早大的校園位於東京非常熱鬧的新宿

區，入夜之後頗為靜謐。往高田馬場的方向

移動，就會明顯感受到都市鬧區的繁華喧囂

漸強。在高田馬場，我還見到不少因為喝醉

了就直接倒在路邊，甚至橫在人行道上睡著

的酒客，男男女女都有，讓我大開眼界。 

本次赴早大交流，承蒙早大師生盛情招

待，讓我得以一窺早大校園和東京的風情，

雖然只是鳳毛麟角，卻讓這個夏天十分有意

義；同時要謝謝顏杏如老師，獨力肩負起在

日本照顧我們的責任，也謝謝隨行的陳育麒

助教，出發前替我們張羅機票和旅遊險，回

來又幫忙處理報帳事務，真是辛苦他們了。 

 

 
游騰元（臺大歷史系 B00 學生）ˉ 

 

 

早大予我 大的驚奇，便是住宿地點─

─奉仕園的環境。男生寢室 8 人一間，非但

不顯狹小，還配備了廚房及完善的衛浴設

備，使我們不禁笑說此處簡直可「長住久安」

了！值得一提的是，每天晚上早大安排男同

學輪流與我們共用寢室，提供額外的交流機

會。第一天是平井新學長，他的中文十分流

利，我們交換非常多有關日本與臺灣的社會

及政治現況的看法。沒想到日本同學竟然會

對我國現狀如此清楚、如此關心，甚至比我

在國內遇到的一些臺灣人還要關心，實在令

人訝異。 

第一天晚上的交流餐會上，梅森老師的

致詞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現在臺灣的環境

非常的困難，你們能在這種情況下過來，讓

我們感到非常高興。」連外國人都知道我們

目前環境的艱難了，我們還能裝做不知道，

沒有一點憂患意識嗎？席間，我試著和日本

同學交流，我發現他們對於臺灣的認識與了

解，與我們對日本的認識一樣有限；雙方對

▲左圖：臺大大學部學員與早大同學在歡送晚會的居酒屋前合照，大家已打成一片。 
右圖：歡送會現場，雙方同學交流熱絡，右一為臺大學生沈印娜向早大師生致謝。 
（2013 年 7 月 31 日攝，沈印娜、顏杏如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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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彼此文化有粗淺認識，也都對彼此文化的

「細節」有進一步認識的動力。 

第二天觀賞 2009 年日本 NHK 電視臺所

拍攝的〈亞細亞的「一等國」〉，在尚未觀看

此片前，我已得知這是部充滿爭議與話題性

的影片。該片一開始訴說，在歐美列強的環

伺之下，日本朝野決心不讓日本步上當時清

朝治下的中國之後塵（當時已傳來鴉片戰

爭、南京條約簽訂等消息）；因此以當時的

《國際公法》對於「文明國」所做的分類，

亦即一等國、二等國、三等國中的「一等國」

做為目標。也就是，要讓日本成為在國際上

的主權國家，且如同當時的英法一般強大的

國家，有能力支配他國的命運。臺灣──日

本政府立志成為「一等國」後的第一個殖民

地，成為考驗日本是否能達成目標的關鍵。

影片中穿插著日本本國以及當時同樣覬覦

臺灣的英、法等國的史料，佐證日本殖民臺

灣的過程，是向西方列強的殖民帝國模式逐

步學習、邁進。 

影片中還有臺日雙方歷史當事人口述

訪問。從當事人的自述，可以慢慢發現多方

的「事實」：日治時期，日方以保甲制度控

制人民，臺日教育差別待遇表現在小學校與

公學校等等； 令人震驚的，應該是有關日

英博覽會「人間動物園」的影像資料以及當

事人子女的現身說法。「人間動物園」指的

是當時日本為了展現其殖民地「文明化」的

成果，將臺灣的排灣族族人帶去展場，展示

殖民地原本「野蠻的」文化。片中說出了以

往在日本歷史上不會被談到的面向，引起日

本右派人士反彈，認為該片誇大其實、醜化

歷史等等。更重要的是，震撼了某些日本固

有的想法──「臺灣是親日的，是歡迎過去

日本的殖民經驗」。 

這 5 天來的經歷，近似短暫的遊學，異

於一般旅遊行程，匆匆而來、匆匆而去，因

為我們真的「生活」在日本，有很多機會體

驗在地人的日常生活、觀察並認識日

本文化。其次，早大方面無微不至的

照顧，我受限於日語所能用的字彙，

無法完整表達謝意，希望他們 12 月

來臺交流時，也能夠讓他們體會到

我們這次感受到的溫暖與感動。  

◄返臺時，一行人在羽田機場合影。 
左起：顏杏如老師、陳育麒、林立婷、

沈印娜、邱如奕、林欣穎、李盈佳、胡安

美、瞿正瀛，前排蹲者為游騰元。（2013
年 8 月 1 日攝，陳育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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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年廈門、漳州田野踏查心得 
曾獻緯、郭婷玉、許秀孟 

林榮盛、柯佳蕙、曾以恩 
 
緣起 

近年來，歷史學家開始有系統地利用田

野研究去發掘地方文獻，以建立新的歷史研

究途徑。2013 年羅士傑老師在臺大歷史系開

設「歷史人類學與地方社會研究」，介紹近

年來學者對「歷史人類學」與「地方社會研

究」的研究成果，著重討論不同學者的提問

方式與思考脈絡。該課程舉辦數次的講座，

邀請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鄭振

滿教授等學者演講，激發學生思考田野與文

獻結合之重要性，不僅擴大歷史學史料運用

的範圍，促使史學研究者從圖書館回到歷史

現場，運用當地人民的觀點解讀文獻，了解

他們的生活智慧與意識形態的限制，構築更

全面性的歷史面貌。 

在學期中，修課學生曾隨羅士傑老師、

鄭振滿老師到大甲溪流域進行田野調查，學

習在田野現場讀文獻，培養對田野現場的洞

察力和問題意識。學期結束後，羅老師與廈

門大學張侃老師、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

究院副院長鄧文金老師規劃「廈門、漳州田

野踏查」活動，讓我們身歷其境，將課堂上

學習到的知識，在具體的空間中印證。 

此次「廈門、漳州」田野踏查為期 6 天，

自 2014 年 2 月 10-15 日，4 天在廈門，2 天

在漳州。除了參訪廈門大學，共踏查廈門市

區、鼓浪嶼、南普陀寺、漳州市區、雲霄縣

等地。地理位置上從島嶼、海岸一直往內山

▲廈門大學一景（2014 年 2 月 11 日攝，柯佳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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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再從雲霄順著海岸回到廈門。 

這次行程大概只能算是體驗性質，即如

羅老師所戲稱的「刈香」。參與活動成員的

經驗尚淺，所關懷的議題各異，行程設計在

於感受田野經驗的入門式導覽。以下簡介 6

天田調行程，並以具體的事例說明田野與文

獻的結合運用，兼及此次踏查的心得。 

一、廈門大學和南普陀寺 

2 月 10 日，一行人循小三通模式，先搭

機到金門，再由金門乘船，抵達廈門時已是

傍晚時分。 

2 月 11 日，參訪廈門大學歷史系及民

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廈大歷史系在中國社

會經濟史或是華僑史研究方面，皆有十分突

出的學術成果，並從傅衣凌教授開始以社會

史與經濟史結合的方法，注重民間文獻的搜

集，開創以民間文獻證史的學術研究途徑。

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延續此傳統，蒐集了

許多祖譜、碑刻、契約文書，並將這些蒐集

成果出版，嘉惠學界。 

廈大歷史系張侃老師帶領我們環繞廈

大一圈，介紹校園內的建築群、廈大水庫及

創校的歷史。廈大本是鄭成功的練武場，校

門正對面有演武場的紀念碑。廈門是著名的

僑鄉，廈門市區常可見當時華僑對僑鄉建設

的歷史遺跡。同樣的，廈大校園內，亦可看

到創辦人陳嘉庚（1874-1961）與他的女婿

李光前，投入許多財力及人力建設校園的成

果；而校方以塑像、博物館等各種形式，表

示對他們的紀念。校園裡也保存幾個與臺灣

有關的歷史碑刻，其中之一是在嘉慶八年

（1803）由閩浙總督王德所立，碑文說明當

時為防禦蔡牽等海上武裝勢力，向廈門行商

籌款築大小城寨的事，這些城寨即位於今廈

大的校園範圍內。 

下午到緊鄰廈大的南普陀寺踏查。羅老

師首先導讀廟內的碑，並與我們討論碑文內

容。根據廟記，南普陀寺始建於唐代，歷經

宋、元、明等各朝代，清代初期因戰亂廢寺，

後於康熙年間施琅捐資修復並擴建，成為閩

南重要的佛教寺廟。該寺後方山上有陳第、

沈有容所題的石刻，與關於清末美軍船艦的

石刻，以及數塊乾隆御製的滿漢文福康安出

兵平林爽文亂事石刻，還有許多關於捐置寺

田的碑記，碑刻十分豐富。廟堂中一塊碑

刻，記載乾隆五十六年胡世銓倡議重修南普

陀寺時文武官員捐款名單。其中許多商號在

臺灣非常出名，將這塊碑文中的商人名單與

文獻對照，即可發現這些商人活躍於兩岸，

如金永順、1德合號、2同成號、協昌號、3振

                                                      
1 金永順是著名的臺南三郊之一。 

2 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福德祠重修碑記〉，《臺

灣南部碑文集成∕甲、記（下）》（臺北：臺灣銀

行經濟研究室，1966），頁 291。 

3 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武廟禳熒祈安建醮牌記〉、

▲羅士傑老師（右一戴帽者）帶領學生解讀碑文（2014
年 2 月 11 日攝，柯佳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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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號4等，在臺灣南部的碑刻中也可找到他

們的蹤跡。以往前輩學者在討論臺灣商業貿

易史時，大多都很能掌握臺灣的文獻，然而

貿易是雙向的，可以多注意這些商人在原鄉

或貿易據點所留存的資料，將一條貿易線的

兩個端點都放到研究的範疇，追尋商人如何

在兩地進行彼此有利的貿易，進而追蹤 18

至 19 世紀時期臺、廈兩地商業網絡貿易圈

的構成。 

                                                                               
〈重修沙淘宮記〉，《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丙、其

他（上）》（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6），

頁 608、618。 

4 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重建安瀾橋碑記〉，《臺

灣南部碑文集成∕甲、記（中）》（臺北：臺灣銀

行經濟研究室，1966），頁 181。 

2 月 12 日，我們搭船到鼓浪嶼。當天

氣溫回暖，又值中國旅遊熱季，遊人如織，

正可觀察由旅客形塑出的觀光經濟與觀光

文化。下午則到廈門 為熱鬧的大街──中

山路，體驗城市的生活情境。在走訪廈門這

幾天，我們感受到當地物價騰貴，特別是鼓

浪嶼為高度商業化發展的觀光區，近年新臺

幣貶值，臺灣旅客的購買力不若十年前。 

當天晚上，羅老師帶我們拜訪廈大歷

史系鄭振滿老師。鄭老師以其跑田野多年

的經驗，認為田野調查的首要意義，在於

回到歷史現場閱讀文獻背後的訊息。現今

看到的碑刻與遺跡，在某個角度上可說是

「成功者」的歷史遺留。我們應該進一步

思考的是，成功者為何能夠成功？其所具

備的歷史條件為何？他強調史學研究者應

該在田野工作中，嘗試分析、探究各種不

同時空下的諸多條件與限制，至於能否從

中理出一些解釋性的通則，或許社會科學

研究者更感興趣！ 

二、漳州市諸廟宇和蜑民王爺信仰 

2 月 13 日搭乘動車抵達漳州市後，由鄧

文金教授帶領我們踏查漳州市區幾個重要

的寺廟，如武廟、西橋亭廟、通元廟、文廟、

中山公園與河邊蜑民的王爺信仰。 

這座武廟供奉關聖帝君、玉皇大帝及三

官大帝，廟內展示許多與臺灣關帝廟交流的

資料與照片。此外，它有幾個顯著的特點，

一、三官大帝不在廟裡陪祀，而是獨立設壇

於對面，區隔出文武的分野；二、展示許多

國家權力符號，除了清朝咸豐御筆匾額「萬

▲重修南普陀寺捐題碑記（2014 年 2 月 11 日攝，

曾獻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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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極」，也有當代中國政府的諸多宗教規

範守則；三、該武廟選擇隸屬道教體系，以

此取得政府承認的合法性。如此不禁讓人想

追問，向國家登記為合法道觀，能獲取什麼

利 益 ？ 抑 或 只 是 服 膺 於 國 家 對 宗 教 的 控

管？ 

周越（Adam Yuet Chau）研究 1980 年

代改革開放後的陝北龍王廟，也指出廟方極

力爭取將把廟中牌坊列為「文物」，並將該

廟登記為政府認可的合法道觀，如此廟方可

以龍王廟的名義將勢力範圍擴展到地方教

育、社會服務與環境保護計畫中，而地方政

府則從中收取龐大的稅收。由此地方社會

與政府從中各取所需，達成平衡共處的均

勢。5或許亦可以此觀點來進一步解讀漳州

武廟與地方社會、政府的關係。 

接著一行人走入有著類似臺南新化景

色的老街，沿路的老洋房販賣著各式各樣的

商品，不難看出昔日繁華；縱橫交錯的老街

以外地地名命名，如「香港街」、「台灣街」。

老街內有幾道牌坊，用以慶賀中進士，特別

的是它一式兩道，羅老師提及難得看見一次

有兩道牌坊。 

我們又往名為「龍眼營」的街巷走去，

這裡的路名基本上都經過翻新，只有「龍眼

營」被保留下來，「龍眼營」之名源於當地

龍眼多，且叫得順口。當地的通元廟，根據

廟記所述，建於明朝，供奉晉朝宰相謝安與

開漳聖王等神像；後於清咸豐四年（1854）

                                                      
5  Adam Yuet Chau, Miraculous Response—Doing 

Popular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漳州老街上的牌坊（2014 年 2 月 13 日攝，柯佳蕙

提供） 

▲武廟中咸豐御筆的匾額「萬世人極」（2014 年 2 月

13 日攝，許秀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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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僧人慧照募資增建後進二層樓房，供奉觀

世音菩薩；太平天國的侍王李世賢，因此處

有水源、路段複雜，曾駐紮於此，故又稱「侍

王府」（當時與李世賢交戰者即為臺灣霧峰

林家的林文察）。可見該廟前後有不同的群

體勢力介入。又通元廟而為何供奉較為少見

的謝安神像？或可查訪當地是否也有其他

謝安廟，觀察這些供奉者的需求為何，與其

他群體或寺廟是否有衝突，當可一窺該地的

權力關係。 

令吾人感到十分興奮的是親眼一睹當

代 船 上 蜑 民 在 九 龍 江 口 的 實 際 生 活 與 信

仰。102 學年度上學期課堂中曾討論過華德

英（Barbara Ward）透過香港水上人的研究

成果，提出蜑民有三種動態的、多重疊合的

「認知模式」（consciousness model），即（一）

對自身的社會以及文化制度的構想；（二）

對正統社會與制度的構想；（三）對周圍其

他社會社群的構想。6而這三種認知往往同

時存在，因而發展出不同的生存策略。劉志

偉與蕭鳳霞則進一步實證水上人運用文化

策略，把自己與真實想像的中心聯繫起來，

建立身分認同。7而讀這些文章時，還無法

想像長期生活在船上的情況，現在實際上船

體驗，才得以理解水上人的相關研究。 

 

                                                      
6 華德英，〈意識模型的類別：兼論華南漁民（1965）〉，

收入華德英著，馮承聰編譯，《從人類學看香港社

會：華德英教授論文集》（九龍：大學出版印務公

司，1985），頁 37-70。 

7 蕭鳳霞、劉志偉，〈宗族、市場、盜寇與蛋民──

明以後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中國社會經

濟史研究》2004 年第 3 期（廈門），頁 1-13。 

▲九龍江口水上王爺廟（2014 年 2 月 13 日攝，曾獻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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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船後，大家興奮地與船上的耆老攀

談，耆老熱心地解說。水上蜑民廟為九龍江

進發宮代天巡撫，供奉朱池洪李四姓王爺，

傳統上不遶境、不與其他廟宇刈香交流。蜑

民在 1949 年後還舉辦幾次過火儀式，但中

國政府一直鼓吹船上人上岸定居，以便管

理。在文革時期，王爺信仰被嚴厲禁止，不

能公開供奉，他們把王爺神像藏起來。近幾

年來，政治氣氛鬆綁，才又把神像擺出來敬

供，向民眾「公開」，開始「辦事」，提供信

徒「求問」，信徒也慢慢回流。 

回程時，筆者特別注意到在船門邊掛上

「漳州蜑民習俗」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標

誌，船上王爺廟已為漳州市政府認可，他們

的行為、住所及信仰，得以合法存在。然而，

船上人家的文化居於社會邊緣，是否會隨著

文化復振運動，展開文化重建與自我意識凝

聚，如同臺灣的「平埔文化復振運動」一般，

從過去隱藏自我文化認同，到彰顯自我文

化，值得持續觀察。 

 

下午一行人搭公車來到薌城區浦頭新

村運河邊，短短一百公尺內，竟有八、九間

寺廟，包括定潮樓、文英樓、祥慈宮、媽祖

廟、丈蒲亭、有應公媽廟、土地公媽廟、文

昌帝君廟與蒲頭大廟，奉祀不盡相同的神

明，十分奇特。問過當地人後，才知道這些

廟多是地方各地的「角頭廟」，在空間不足

的情形下被強行集中至此。其中浦頭大廟

是當地重要的寺廟，原先就在碼頭邊，主

祀關帝，並陪祀地方神藍理公。藍理是清

朝章浦人，何以在當地被祀奉，應與藍氏

後代在浦頭的勢力有關。該廟旁另立有一

碑，說明其為山西解州關帝廟的分廟，此

為該廟於 1995 年遠赴山西分香，有崇升自

己的位秩之意。 

該處 大的廟宇為崇福宮，至今每年端

午節仍舉行划龍舟的活動，這又讓人想起鄭

振滿老師關於水仙尊王與龍舟慶典的研究

討論，在漳州九龍江一帶相當盛行。寺廟周

遭和大廟中保留許多碑刻，這些碑文未必會

▲水上蜑民廟為九龍江進發宮 
►「漳州蜑民習俗」非物質文化遺產標誌 

（2014 年 2 月 13 日攝，許秀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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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於地方志中。由於是碼頭邊，商業運貨

糾紛時起，大廟中保留許多調解後的文字宣

誓，諸如議訂船價、載貨量與過路費等碑

刻，同樣是研究明清時期地方商業網絡很好

的文獻資料。 

在走訪各式廟宇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在

中國，國家與宗教系統似乎有著比在臺灣更

密切的關係。許多廟宇都張貼官方授予的掛

牌或口號標語，字句間透露了國家對「宗教」

的期望與政策。另一方面，廟宇作為傳統社

會村落中重要的公共空間，除了回應地方民

眾基本的信仰需求，往往也行使、支配公共

事務的權力運作，重要性不言自明。羅老師

常說「廟的背後都是一群人」，信徒源自各

地，組成紛雜，不同的人群如何進入這一個

場域，相互的合作、共存，又如何處理村落

中的公共議題；並且透過祭祀活動與外界接

觸，擴展信仰腹地，都值得進一步思考。 

三、雲霄看元宵巡安 

2 月 14 日一大早，我們租來小巴，驅車

前往雲霄縣，參與開漳聖王祖廟威惠廟的元

宵巡安活動。途中碰到數個遶境隊伍，各個

馬路上都是滿滿的鞭炮屑，可見元宵活動是

當地重要的節慶。到了雲霄縣，我們跟著神

轎穿梭於巷道之間，沿途見到家家戶戶置香

案祭拜。令我們感到驚訝的是，當神轎經過

時，當地民眾人人舉香跪拜，且踴躍地捐獻

香油錢。讓人聯想到黃美英所說的：儀式使

人暫時脫離現實的離迷若得（liminoid）的

作用。
8
這樣的動作與既定的印象相差甚

大，過去都覺得中國在文革後，倡導無神

論，民間宗教信仰已式微，沒想到民眾還是

如此虔誠與熱衷。不禁讓人想追問，中國的

民間信仰在文革後如何重建儀式傳統？在

這過程中，地方社會與政府扮演的角色為

何？又遶境、廟會活動中，廟宇有不少香油

錢收入，而廟方或地方社會如何運用這筆金

錢，這樣的運用又與地方社會有何關連？廟

宇既然作為地方上的一個人群聚結地，在地

                                                      
8 黃美英，《臺灣媽祖的香火與儀式》（臺北：自立

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4）。 
▲大廟碼頭邊的碑刻（2014 年 2 月 13 日攝，許秀

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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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經濟的層面上，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香

油錢的捐獻，又對於地方上的人群，有什麼

意義？ 

在跟著遶境隊伍時，我們趁機向工作人

員請教儀式活動的基本問題，包括主辦廟

宇、舉行的時間、巡安範圍、參與者等。根

據工作人員表示，該儀式是由威惠廟主持，

從農曆正月十二日到十五日，每天早上 5 點

「起鑼」、「請神」，6 點開始巡安，歷時 4

天。而巡安共停留 76 個據點，包括社廟、

宗祠、市場、工業區、學校等。 

在巡安過程中，我們發現巡安儀式的進

行在各地仍是以「社廟」為單位，即明清以

來基層社會中的「里社」組織。這反映了村

廟系統的發展變化與國家制度體系的里社制

度之密切關係，可驗證課堂上討論鄭振滿老

師從福建莆田地方研究得出的「地方行政體

制的儀式化」，從明以來「里社」制度和民間

的「神廟」系統相結合過程，9而此結合過程

                                                      
9 鄭振滿，〈神廟祭典與社區發展模式──莆田江口

平原的例證〉，收入氏著，《鄉族與國家──多元

視野中的閩台傳統社會》（北京：三聯書店，2009），

頁 210-237。 

至今仍在繼續運作。除此之外，從隊伍巡遶

的路線及範圍來看，也可以觀察威惠廟的基

本信仰腹地，其中包含哪些人群？與各地社

廟間之關係與各自的層級為何？威惠廟如何

與外地信徒、分廟建立關係？這些分廟會不

會參與祖廟的重要慶典？ 

限於時間，我們未全程看完巡安儀式，

即轉往「威惠廟」。由於開漳聖王一家人正

在出巡遶境中，廟中只有開漳聖王的母親神

像留守，令人聯想到在戰爭逃難時，往往都

是母親留守家園，等待局勢平靜後，家人回

來。這其中都深含性別的意識與差異。 

威惠廟中掛滿了與臺灣各地開漳聖王

廟「交誼」的證據，有不少臺灣政商名人的

匾額、交流照片與布幔等。特別的是，廟方

將「開漳唐將士府兵現存名錄」掛在牆上，

左圖：雲霄縣威惠廟巡安繞境 
右圖：遶境期間，開漳聖王的母親神像留守看廟

（2014 年 2 月 14 日攝，曾獻緯、許秀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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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名錄根據《唐開彰龍湖宗譜》整理，如

此刻意凸顯這些將士的名字，有何目的？是

否與地方權力控制有關？欲解答該問題，須

進 一 步 追 索 此 地 空 間 與 人 群 形 成 的 層 次

感，釐清唐代至此開墾的人群與陸續移入該

地的人群之間，存在何種關係。 

由漳州回廈門途中，我們順道參觀青礁

慈濟宮，可惜慈濟宮正在進行大規模整修，

無緣得見內部殿堂。慈濟宮奉祀保生大帝，

從 外部的高大牌樓至近山的高聳石階上

的巍峨雕像，顯示該廟的氣派壯闊及香火鼎

盛。廟旁的捐獻碑及早期的整修芳名錄上，

皆可看到臺灣各地政府機關、廟宇及善男信

女的添緣奉獻，顯示民間社會交流與互動，

遠非政治政策力量所能規範束縛。 

四、心得總結 

此次參訪行程，雖然所見僅是中國的一

小角，但對理解當代中國社會的實態，仍有

莫大助益。實地的走訪，仍不同於在傳媒上

聽聞到關於中國的種種情況。繁華的沿海大

城市廈門，與較古樸的漳州便有不同；在廈

門所接觸到的服務業從業人員，體現了內陸

居民們到沿海打工的情形；漳州和廈門所見

街景、房舍的差異，也呈現出經常聽聞的城

鄉差距，或現代化歷程下不同處境的道路。 

總結此次參訪行程，由於多數成員都是

在學習歷史人類學結合田野與文獻之研究

方法後，初次實地參訪村落，老師為成員設

定之參訪目的，首重廣泛獲取田野經驗。因

此，我們在有限時間中盡量接觸城市、鄉村

的商業、民間信仰等異質生活型態，並將之

與課堂所學比較、印證。在廈門，我們見識

到城市在開港之歷史轉變下，人群分化、商

業發展，卻仍保留了延續數百年的蜑民生活

習俗，讓成員對地方社會如何因應整體國家

制度轉變，有了更具體之認識。在漳州則是

深入鄉村，實際觀察廟宇在村落生活空間

中，透過宗教儀式達到確認村落邊界、凝聚

地方共同體意識、提供處理公共事務平台等

功能。 

在我們進入田野時，羅士傑老師不斷告

訴同學，「進田野是為了不要被文獻『騙』」。

此前鄭振滿老師、宋怡明老師來校演講時，

也曾提點同學，「進田野不在當下做出完整

研究，而在於帶回更多問題，再與文獻結

合」。也就是說，田野與文獻的關係是相輔

相成的。為了更精確地解讀文獻、瞭解文字

難以表達的抽象社會生活氛圍，研究者需要

透過田野活動，身處文獻被作成的社會環境

中，以問出貼近地方生活脈絡的學術問題。

例如關於太平天國之事，文獻大多記載清帝

國如何平亂，或是太平軍哪一年打到哪裡、

▲威惠廟中的「開漳唐將士府兵現存名錄」（2014 年

2 月 14 日攝，曾獻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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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地做了什麼事，屬於統治者角度的歷史

書寫。然而，我們在漳州侍王府遺址（通元

古廟）看到的地方社會版本歷史記憶，包括

太平軍在地方社會設治、計畫與英國領事合

作、民眾在既有秩序破壞中起而競爭地方資

源等，顯然比文獻記載複雜許多。對此，老

師提示，若是從官方記載地方實情的侷限切

入，而探討地方社會的民眾如何在戰亂中持

續生活、「敗者」之去向，可以讓歷史中之

人群活動更為立體。 

田野調查除了補充文獻不足，亦可提升

研究者對學術問題的敏銳度。過去老師們曾

一再提醒，「歷史是經驗之學」，研究者的生

活經驗、研究經驗會觸發他去意識「什麼樣

的現象是一個學術問題」，經驗越多元、觸

發之學術問題越豐富。不過，長久待在單一

田野點，也容易因熟悉而忽略許多可能成為

研究切入角度之問題。這次的田野參訪，讓

我們在不同的地方社會中，感受當地民眾的

實際生活體驗。在廈門、漳州，許多言語或

飲食的細微差異──諸如說話把「ㄥ」發成

「ㄨㄧ」、「打滷」接近我們的「勾芡」，讓

我從「熟悉」中感受「不熟悉」。在雲霄縣

參加的里社遊神，也讓我們回想起家鄉的迎

王祭典，進而思考兩地民間信仰的關連與差

異。這是透過田野調查實地活動，讓研究者

以既有的一套思維模式（mind set）不斷進

行聯想和比較，從而增進對自身研究地點之

瞭解。這樣的瞭解能幫助研究者深入理解地

方社會人群的複雜活動樣貌，談出更多層

次、具地方脈絡之歷史意義。 

要之，「欲瞭解地方社會的人群活動，

必須兼有田野調查與文獻解讀，兩者缺一不

可」，這是一個簡單而普通的概念。但是，

唯有真正進入田野，親身感受文獻作成的社

會環境，並發掘許多問題、與文獻記載印

證，研究者才能理解當地人群面對之生活條

件，如何影響他們採取特定行動。從地方人

群活動脈絡探究歷史學術問題，方能以歷史

研究回應更實際、更生活化的共同處境問

題，進而對人類普遍發展做出一些貢獻。 

編按： 

  本文由 6位參與踏查學員之心得整輯合

成，經羅士傑老師檢閱。6 位執筆者分別為

曾獻緯、郭婷玉、許秀孟（皆為臺大歷史系

博士生）、林榮盛（歷史系碩士生）、柯佳蕙

（歷史系大學部）及曾以恩（人類系大學

部）。 
 

▲漳州「重修通元廟侍王府碑記」（2014 年 2 月 13
日攝，許秀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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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師生編著新書簡介 

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1945-1950） 

李東華 著 

臺北：臺大出版中心，2014 年 3 月，352 頁，ISBN: 9789863500063 

本書是李東華教授生前力作，為其臺大校史研究的總結集。全書共

收錄十篇文章，包括正文七篇、附錄「傅斯年相關研究」三篇，書中以光

復初期的四位臺大校長羅宗洛、陸志鴻、莊長恭、傅斯年及臺大文學院為

主軸，以人事更迭、政策更張為經緯，展開深入論述。 

1945 至 1950 年是臺北帝國大學轉型為臺灣大學的關鍵時期，當時的

臺大經歷困境與衝突、過渡與轉折、傳承與創新，同時也是臺灣整體學

術、教育、文化發展的縮影。本書是認識臺大早期校史，也是理解光復

初期臺灣學術發展脈絡的極佳途徑。 

（作者為已故臺大歷史系教授） 

 

東方的意義──中國文明的世界性精神 

王世宗 著 

臺北：三民書局，2014 年 3 月，520 頁，ISBN: 9789571458977 

中國文明在形式上與西方文明對立，實則與之一致，蓋文明為普世

不二的進化取向，中國不可能發展文明而與異域文明背道而馳，此即中

國文明具有世界性的精神。中國文明篤信真理，然於上帝體認不足而信

仰不深，所以中國思想的 高層次主要為天道觀，天人合一是其根本理

念與終極目標，萬物各得其所是其理想的宇宙秩序。中國文明的精神主

旨是人文主義，上進淑世是其責任感，但目的終竟不明，止於至善的要

求使天人交戰的艱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同時呈現人性的高貴與醜陋，

悲情乃成中國文明的顯著格調，於是心態逃避退縮的假道學異說盛行不

墜，益增正道追求者的困頓與領悟。總之，中國文明的 高境界與希臘

古典精神相仿，其間差異則顯示中國為東方代表的特徵，這表示中國在

近代的落後是其發覺世界文明真諦的必要經歷，因為中國文明與西方本

質無殊，其困境必反映人類求道的癥結與答案。 

（作者為臺大歷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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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恩難報──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 

鄭雅如 著 

臺北：臺大出版中心，2014 年 1 月，393 頁，ISBN: 9789863500001 

由於唐代政治體制的變革，唐代士人為養親而求仕，為求仕而離

親；宦遊遷轉的生涯模式，以及儒家禮制法制化的諸多規範，深刻影

響士人的孝道實踐。本書以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為主題，

關注人與制度、文化如何互動。從官僚制度、禮律規範、社會習俗、

宗教文化等脈絡，考察士人如何實踐當時文化所認定的子道，包括：

養親、服喪、葬親、祭祀，以及於唐代獲得長足發展的追贈先世和追

薦冥福。分析士人實踐孝道可能遭遇什麼困難，行孝重心落於何處，

孝道的評價標準有何變化。藉由重建唐代士人身處之倫理體制與情

境，捕捉唐代士人的生命經驗，以及唐代孝道文化的特質。 

（作者為本系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少年臺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 

周婉窈著．許書寧繪圖 

臺北：玉山社，2014 年 4 月，302 頁，ISBN: 9789862940754 

了解臺灣的歷史，必須「從頭講起」，從頭了解起，我們的視野拉

長、拉廣了，然後當我們回頭看這個島嶼的歷史，才能更真切地感受

到它的獨特，進而珍惜它的多樣性。 

歷史需要的不是記誦，而是思考和理解。記誦的歷史，考完就忘

記了，自己思考和理解過的歷史，成為你對過去的認識，也會幫助你

了解現在、面對未來。──作者    周婉窈 

歷史，不僅是發生過的事而已，更是與現在和未來連續而無法分

割的整體。藉著本書的插畫工作，我才開始認識許多一向視而不見、

卻不可或缺的生命源流。這份成長，並不因此書的完成而結束，卻是

要持續一輩子的工作。──繪者    許書寧 

（作者為臺大歷史系教授．繪者為圖文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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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政治：魏晉南北朝政治史的性別考察 

黃旨彥 著 

臺北：稻鄉出版社，2013 年 6 月，424 頁，ISBN: 9789866078293 

本書主要以「情兼家國」為突破點，探討以公主為中心所建立的各

種政治關係。魏晉南北朝的公主，由於獲得制度及文化上的支持，得以

名正言順地干預政治上「廣義的家事」，這或許能為漢唐之間頻繁出現

的女性參政現象，提供一扇理解的窗口。然而公主預政基於家庭倫理與

家居情感而生，因此很難超脫父系家族倫理的限制，只能游走於文化結

構的間隙中。階級與性別之間相生相剋的各種互動關係，便藉著公主政

治的研究，具體而微地展現在讀者眼前。 

（作者為臺大歷史系碩士，現為臺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幹事） 

 

 

講學與政治：明代中晚期講學性質的轉變及其意義 

張藝曦 著 

臺北：花木蘭出版社，2012 年 3 月，164 頁，ISBN:9789862548264 

本書主要討論明中晚期陽明學的學術思想與講學活動性質的轉

變，並涉及其政治理想與現實情勢間的落差，此落差對陽明學帶來的

影響。陽明學者常藉各類講會活動，傳播其思想及於中下層士人，所

以本書把焦點放在對當時士人有所影響的言論或思想趨向。所選擇的

陽明學者，多數是當時活躍於講學活動的人物，尤其是泰州學派 受

到注意。 

陽明學於 16 世紀 盛，進入 17 世紀後轉衰，所以本書的時代斷限

自 1521 年王守仁倡學始，至 1627 年東林書院被毀止。將此百餘年的時

間大略分作四期，藉由勾勒不同時期議題的轉變，以及前後時期對同

一議題的不同看法，藉此了解陽明學在各時期的發展情形。另一方

面，分析各時期陽明學者的政治理想與現實情勢之間的辯證關係，以

說明其政治理想的曲折轉變。 後以東林學派受到閹黨的禁抑告終。 

（作者為臺大歷史系博士，現為國立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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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歷史學報第 52期 

《臺大歷史學報》編輯委員會主編，2013 年 12 月，302 頁 

 

羅彤華 唐代養子的類型及其禮法地位 

梁庚堯 從南北到東西──宋代真州轉運地位的轉變 

劉光臨 傳統中國如何對流通商品徵稅 

      ──關於宋代和晚清商稅徵收的比較研究 

顏杏如 與帝國的腳步俱進 

      ──高橋鏡子的跨界、外地經驗與國家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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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期（總第 26 期）預定於 2014 年 9 月出版，復刊第 6 期開始徵稿，截稿日

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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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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2013 年 10 月至 2014 年 4 月） 

一、學人動態 

10 月 1 日-12 月 31 日：呂紹理教授獲日本京都大學博物館資助，赴該館訪問研究 3 個

月，主題是「日本帝國之化學工業（1895-1945）」，此項訪問活動係本校博物館

群與日本京都大學博物館交流合作活動之一環。 

10 月 31 日-11 月 4 日：甘懷真教授赴馬來西亞出席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主辦、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跨

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計畫」、拉曼大學中華研究中

心現代文學組、漢學組、馬來西亞華人與文化研究組、當代中國研究組協辦之「亞

太文學、思想與文化傳釋」國際學術研討會。 

11 月 5 日：古偉瀛教授應北京外語大學邀請，發表專題演講。 

11 月 8 日：劉巧楣副教授赴比利時魯汶大學出席學術會議，發表論文。 

11 月 14 日：花亦芬教授應邀至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為「跳脫地中海史觀

──從早期日爾曼史談歐洲史研究新面向」。 

11 月 14 日：王遠義副教授出席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

主辦之「民主與國族主義：現代性的規範涵蘊學術研討會」，擔任主持人及評論人。 

11 月 19-28 日：張嘉鳳教授赴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出席「中國傳統醫

學與當代社會：全球化時代的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會議。 

11 月 21 日：羅士傑助理教授出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之「改變了中國宗教的

50 年」主題計畫成果發表會，發表論文〈政治靈驗與地方政治：晚清到民國溫州

的城隍信仰（1898-1949）〉。 

11 月 22-24 日：吳展良教授赴德國哥廷根出席 Questioning Modernity: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Western Knowledge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 國際學術會議，發表

論文 “Non-Enlightenment and Counter-Enlighten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Thought.” 

11 月 22-24 日：閻鴻中助理教授赴澳門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11 月 29-30 日：陳弱水教授出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之「跨越想像的邊界：

族群．禮法．社會──中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專題演講「追尋早期中國的

社會與人群：以東南土著為例的測試」；甘懷真教授發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胡族

國家政體〉；方震華教授發表〈和戰、道德與夷夏──北宋棄地求和論的分析〉；

閻鴻中助理教授發表〈《史記・循吏列傳》的法制職分論〉。 

12 月 5 日：花亦芬教授應邀至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為「從跨領域視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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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考近代世界史的學習與研究」。 

12 月 5 日：衣若蘭副教授出席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主辦之「2013 中央研究

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女性名分與清人傳記書寫〉。 

12 月 6 日：楊典錕助理教授應邀至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演講，講題為「鼓吹『獨立

自尊』的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5-1901）」。 

12 月 6 日-3 月 6 日：浙江海洋學院歷史系主任余全介副教授獲得浙江海洋學院經費補

助，至本系訪學交流，其專長為古代經學文獻整理與思想研究，由吳展良教授接待。 

12 月 13 日：古偉瀛教授出席漢學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之「圖書、

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擔任主持人及評論人。 

12 月 13-16 日：吳展良教授赴福州出席中華孔子學會主辦之「禮樂文明與中國社會」

國際學術會議。 

12 月 17 日：呂世浩助理教授應邀擔任國立政治大學教學發展中心「政大教學週 山水

講堂」主講人，講題為「別開生面──第一門 MOCC 中文文史課程的艱辛與收穫」。 

12 月 20-24 日：羅士傑助理教授出席廣州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廣東華僑史》編委

會主辦、神戶大學、長崎大學、韓國海洋大學、木浦大學、臺灣大學協辦之「近代

以來亞洲移民與海洋社會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移民與地方神：以菇神吳三

公分香台中新社為例〉。 

12 月 26-29 日：許雅惠助理教授赴長沙出席湖南省博物館主辦之「湖南晚期銅器學術

研討會」，發表論文〈再論圖籍的「間接」流傳──以元代《三禮圖》為例〉。 

12 月 28-30 日：羅士傑助理教授出席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主辦之「第五屆

民間文獻論壇」，發表論文〈張棡日記的史料價值〉。 

1 月：梁庚堯教授經本校 102 學年度第 4 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獲聘為臺大名譽教授。 

1 月：張嘉鳳教授獲德國 Friedrich-Alexander -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 邀請，自 2014

年 1 月 14 日至 2015 年 1 月 13 日出國研究一年。 

1 月：陳翠蓮教授所著《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一 自治的夢想》專書

榮獲《亞洲週刊》2013 年十大好書（非小說類）第一名、2014 年臺北國際書展年

度大獎、2013 時報開卷十大好書與博客來網路書店年度之 共四個獎項。 

1 月：本系獲國科會補助延攬美國 Wheaton College 歷史系梁元禎（Yuen-Gen Liang）副

教授為客座副教授，任期自 2014 年 1 月 15 日起至 7 月 31 日止，研究領域是環地

中海文明，包括西班牙歷史以及伊斯蘭文明，於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授「The 

History of Early Islamic Societies (600-1800)」課程。 

1 月 7-10 日：古偉瀛教授赴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出席學術會議。 

1 月 13 日-2 月 16 日：衣若蘭副教授獲中央研究院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獎勵，赴

中央研究院訪問，研究主題：「明清女子姓氏稱謂與身分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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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19 日：羅士傑助理教授赴溫州市圖書館蒐集資料。 

1 月 21-27 日：李文良教授赴香港、澳門蒐集資料。 

2 月：周婉窈教授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休假研究。 

2 月：甘懷真教授「王權與近代國家」課程、歐素瑛兼任助理教授「戰後臺灣史」課程，

獲選共同教育中心「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績優計畫獎。 

2 月 10-17 日：顏杏如助理教授赴日本京都出席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共同研究会

「植民地帝国日本における知と権力」2013 年度第 3 回研究会，發表論文〈「台

湾趣味」の生成における知と権力──『台湾歳時記』の知識体系と旧慣調査〉。 

2 月 12-17 日：劉巧楣副教授赴芝加哥出席美國學院藝術史協會 2014 年會。 

3 月：本校 102 年度學術研究績效獎勵（學術專書、專書內專章），衣若蘭副教授《史

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獲頒優良專書；古偉瀛教授、

陳弱水教授獲專書內專章獎勵；李文良教授、花亦芬教授、張嘉鳳教授、方震華教

授、王遠義副教授、楊典錕助理教授、許雅惠助理教授獲頒優良期刊論文各 1 篇。 

3 月 2-3 日：陳弱水教授受校方委派，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兩岸三地人文社會科學論壇常

務理事會議。 

3 月 3 日：名譽教授李守孔先生辭世，享壽 91 歲；本系於 4 月 19 日假國立臺灣大學文

學院會議室舉辦「李守孔教授追思會」。 

3 月 16-18 日：羅士傑助理教授出席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

心主辦之「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討論會」，發表論文〈通天地主與龍船娘：

晚清溫州的地方神明與土地控制〉。 

3 月 29 日-4 月 2 日：羅士傑助理教授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學。 

4 月 4-7 日：吳展良教授赴福州農林大學及培田考察。 

 

▲2014 年 4 月 19 日，李守孔教授追思會假臺大文學院會議室舉行。 

右圖為出席學者於會後合影，左起：段昌國老師、劉景輝老師、呂士朋老師、蔣永敬老師、葉達雄老師、

胡平生老師、古偉瀛老師、查時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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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9 日：劉巧楣副教授赴巴黎出席國立東方語言與文化學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主辦之 Conférence de l’équipe Asies，發表專題演

講 “L’écriture de l’imaginaire: les dessins de Brice Marden inspirés par des poèmes de 

Du Fu.” 

4 月 19-22 日：羅士傑助理教授赴蘇州市蘇州大學歷

史系講學。 

4 月 24-26 日：古偉瀛教授出席釜山海洋大學主辦之

「第四屆世界海洋文化硏究所協議會研討會」。 

4 月 25 日：花亦芬教授與許雅惠助理教授參與創辦

之線上期刊「歷史學柑仔店（kám-á-tiàm）」發

行創刊號，日後每月第二與第四週的週五出刊。 

 

二、學術討論會 

11 月 8 日：「區域研究的歷史意義」座談會，由羅士傑助理教授主持，與會來賓為哈

佛大學東亞系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及臺灣大學人類系林瑋嬪教授。 

11 月 13 日：「《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新書座談會：回顧臺灣百年民主

運動、向望（ǹg-bāng）第四波民主潮」，由周婉窈教授主持，與談人為本系陳翠

蓮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乃德先生及作家胡慧玲女士。 

11 月 22 日：臺大歷史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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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之「佛教史工作坊」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舉行，由甘懷真教授

主持。 

12 月 23、26、27 日：臺大歷史系、日本早稻田大學台灣研究所學術交流講座，周婉窈

教授主講「霧社事件再思考」；陳翠蓮教授主講「二二八事件與轉型正義」；梅森

直之教授主講「近代日本與殖民主義（一）、（二）」。 

▲「區域研究的歷史意義」座談會，會後師生合影，前排右起：臺大人類系林瑋嬪老師、臺大歷史系甘懷真

老師、哈佛大學東亞系宋怡明（Michael Szonyi）老師、臺大歷史系羅士傑老師。（2013 年 11 月 8 日攝於

博雅館 301 室） 



 

 

 

 

大事記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6∕2014 年 4 月 65 

3 月 20 日：「作為公民教養的歷史學」座談會，由甘懷真教授主持，與會外賓為東京

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三谷博教授、外村大副教授及杉山清彥副教授。 

 

三、專題演講 

11 月 4 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鄭嘉勵先生蒞系演講，講題為「明南宋六陵

對北宋皇陵『祖宗故事』的繼承與突破」，由許雅惠助理教授主持。 

11 月 7 日：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蒞系演講，講題為「明

代東南沿海地區的衛所和軍戶：國家制度與日常政治」，由羅士傑助理教授主持。 

11 月 22 日：愛爾蘭林姆瑞大學（University of Limerick）Anthony McElligott 教授蒞系

演講，講題為「Law and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in Germany, 1916-1945」，由楊肅献

教授主持。 

11 月 26 日：廈門大學歷史系鄭振滿教授蒞系演講，講題為「民間信仰與社會文化史研

究」，由羅士傑助理教授主持。 

12 月 3 日：美國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歷史系許曼助理教授蒞系演講，講題為

「儒家理想的日常實踐──宋代福建婦女生活史考察」，由衣若蘭副教授主持。 

12 月 6 日：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李錫熙助理教授（Dr. Sukhee Lee）

蒞系演講，講題為 “Negotiation Re-defined: The State and Elites under Alien Rule”，

由方震華教授主持。 

12 月 9 日：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阿風老師蒞系演講，講題為「徽州文書視

野下的明清家庭法律問題」，由衣若蘭副教授主持。 

12 月 9 日：浙江大學歷史系求是特聘教授、蔣介石與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陳紅民

老師蒞系演講，講題為「蔣介石歷史評價之我見」，由古偉瀛教授主持。 

▲「作為公民教養的歷史學」座談會（2014 年 3 月 20 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文 20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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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系博士張樂翔先生蒞系演講，講題為「捐納

制度與明清社會」，由羅士傑助理教授主持。 

12 月 17 日：本系兼任教授周樑楷老師蒞系演講，講題為「歷史是屬於大眾的──臺大

『史學導論』的一個課題」，由林維紅兼任副教授主持。 

12 月 18 日：美國賓州大學區域科學博士、前聯合國大學首席學術審議官及高等研究所

副所長、前駐日代表羅福全教授蒞系演講，講題為「從臺灣近代化看二十世紀亞洲

經濟發展的軌跡」，由花亦芬教授主持。 

12 月 20 日：德國慕尼黑大學歷史學博士、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現任成大歷

史系兼任教授王琪老師蒞系演講，講題為「1960 年代西德學生運動：背景及訴求

分析」，由花亦芬教授主持。 

12 月 24 日：國科會人文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夏克勤先生蒞系演講，講題為「註定衰

亡？哈布斯堡帝國晚期歷史研究的新方向」，由林維紅兼任副教授主持。 

12 月 30 日：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客座教授白慕堂（Prof. Thomas Bartlett）、史丹佛大學

東亞系教授劉莉蒞系演講，講題分別為「顧炎武音韻學之經世意義（Phonology as 

Statecraft in Gu Yanwu’s Thought）」、「中國早期的城市、邦國與朝代：新發現和舊

問 題 （ Cities, States, and Dynasties in Early China: New Discoveries and Old 

Problems）」，由古偉瀛教授主持。 

12 月 31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孫慧敏女士蒞系演講，講題為「歷史研

究成果的多元呈現形式」，由林維紅兼任副教授主持。 

3 月 11 日：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三谷博教授蒞系演講，講題為「明治維新─

─思考其普遍的意義」，由顏杏如助理教授主持。 

3 月 19 日：日本大阪市立大學文學研究科平田茂樹教授蒞系演講，講題為「書信的政

治性功用──以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所載的書信資料為端緒」，由方震華

教授主持。 

3 月 19 日：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李宗信助理教授蒞系演講，講題為「瑠公大圳

──臺北平原水利社會的形成、崩解和轉型」，由顏杏如助理教授主持。 

3 月 21 日：中興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中興大學文學院前院長、德國魯爾大學 Ruhr- 

Universitaet Bochum 博士余文堂老師蒞系演講，講題為「在福爾摩沙遇見日耳曼人

（17~19 世紀上半葉）」，由花亦芬教授主持。 

3 月 26 日：日本學習院大學外語中心大澤顯浩教授蒞系演講，講題為「『地球』一詞與

清末地理啟蒙書」，由衣若蘭副教授主持。 

3 月 28 日：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佐藤仁史教授蒞系演講，講題為「太湖流域社

會史的回顧與研究方法：以廟會組織為中心」，由羅士傑助理教授主持。 

4 月 25 日：日本早稻田大學高等研究所飯山知保副教授蒞系演講，講題為「碑刻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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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12-14 世紀華北宗族與系譜編纂」，由羅士傑助理教授主持。 

4 月 28 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副研究員謝士淵先生蒞系演講，講題為「運動

競合與文化管理──1930 年代嘉農棒球」，由羅士傑助理教授主持。 

 

四、本系講論會 

11 月 28 日：吳展良教授主講「朱熹天理化的政治社會秩序與組織思想」。 

1 月 2 日：甘懷真教授主講「漢委奴國王印再考證」。 

3 月 20 日：王世宗教授主講「中國古代的上帝信仰及其發展困境」。 

4 月 24 日：陳弱水教授主講「早期中國東南原住人群：兩個不同取徑的探討」。 

 

五、出版訊息 

11 月：李東華教授遺著，關玲玲、楊宗霖編校，《李東華教授論文集》出版。 

12 月：《臺大歷史學報》第 52 期出刊。 

1 月：文史叢刊（146）鄭雅如女士著《親恩難報──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

出版。 

3 月：史學叢書（4）李東華教授遺著《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1945-1950）》出版。 

3 月：王世宗教授著《東方的意義──中國文明的世界性精神》出版。 

4 月：《臺大歷史系系訊電子報》發行至 111 期。 

4 月：周婉窈教授著、許書寧繪圖，《少年臺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

國人》出版。 

 

六、師生活動 

11 月 23 日：游逸飛博士候選人論文發表會，講題〈共治天下──戰國至西漢的郡制變

革〉，評論人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院長陳偉教授。 

12 月 1 日：本系女籃榮獲 2013 年第 39 屆史學盃冠軍（2010 年季軍、2011 年亞軍及 2012

年冠軍），四年級巫劍俠同學連續兩年獲得 有價值球員獎（MVP）。 

12 月 12-26 日：「史料與史學工作坊：2013 史學導論課程系列學術活動」，由臺大歷史

系學生會、《史繹》編輯委員會、臺大歷史系主辦。 

12 月 12 日：主題資料庫演講──臺大歷史系博士生蘇聖雄主講「國史館學術資源

介紹」、李志鴻主講「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與歷史研究」、吳修安主講「地

圖與歷史學研究」。 

12 月 19 日：《史繹》第 38 期論文發表會。 

12 月 23 日：英國劍橋大學歷史與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王飛仙老師主講「做

歷史就像當偵探──在中國重新發現版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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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6 日：梁庚堯特聘教授主講「真德秀巡察黃池鎮──《從真文忠公文集》卷

七談史料的利用和解讀」。 

12 月 21 日：2013 年本系歲末聯歡餐會。 

12 月 23-27 日：日本早稻田大學台灣研

究所若林正丈教授率師生一行 30

人蒞臨本系參訪交流。本系除舉辦

學術講座，另安排日方同學校外參

觀活動。參訪行程分為政治線、宗

教線、淡水線、大稻埕線 4 組，由

本系研究生導覽解說，本系日籍學

生擔任翻譯，參與同學達 60 人。 

2 月 10-15 日：羅士傑助理教授帶領部分

修習「歷史人類學與地方社會研究」

課程學生赴廈門、漳州進行田野踏

查。 

3 月：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S（Quacquarelli Symonds Limited）評定臺大歷史系為

2014 年世界百大歷史學系之一。 

3 月 6 日：本系首次辦理（103 學年度）學士班海外僑生「個人申請」招生，正取 1 名。 

3 月 12-18 日：本系第五度臺大杜鵑花節「高中生旁聽歷史課程」活動。 

3 月 21 日：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生學位論文發表會。 

3 月 27 日：102 學年度趙綺娜紀念獎學金頒獎。 

4 月 11-12 日：103 學年度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考試（口試）。 

4 月 22 日-5 月 9 日：「2014 臺大歷史系閱讀．寫作工作坊」，由第 39 期《史繹》編委

會與歷史系系學會合辦。 

4 月 22 日：臺大師資培育中心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教育研究

所博士符碧真老師主講「如何聰明閱讀」。 

4 月 24 日：臺灣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李嫣紅女士主講「撰寫論文的好幫手 EndNote」。 

4 月 28 日：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三年級、第 38-39 期《史繹》主編林宣瑋主講「規

範與整齊：基本學術格式寫作初步」。 

5 月 1 日：臺大寫作教學中心老師、清華大學博士蔡柏盈先生主講「中文學術論文

寫作指引：結構與字句」。 

5 月 9 日：臺大語言所兼任講師、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謝金蓉老師主講「A 

Life Sentence──讓文法成為精讀英文、精寫英文的利器」。 

 

▲梁庚堯老師（右）主講「真德秀巡察黃池鎮──《從

真文忠公文集》卷七談史料的利用和解讀」，由林維

紅老師主持。（2013 年 12 月 26 日攝於臺大普通教室

306 室） 



 

 

 

2013 年臺大歷史系、日本早稻田大學台灣研究所

學術交流講座，假臺大文學院會議室舉行。 

▲周婉窈教授主講「霧社事件再思考」。 

►陳翠蓮教授主講「二二八事件與轉型正義」，

皆由臼井進先生口譯。 

（2013 年 12 月 23 日攝） 

▲2013 年 12 月 26、27 日梅森直之教授主講「近代日本與殖民主義」，由郭珮君女士口譯。 



 

 

 

〔無法投遞，敬請退回〕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電話：886-2-33664702 

電子郵件：history@ntu.edu.tw 傳真：886-2-23620028 

地址：（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網址：http://homepage.ntu.edu.tw/~history/c_pub_newsletter.htm 

GPN：200970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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