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念老友蕭啟慶教授
王德毅（臺大歷史系名譽教授）
編按：

記。想想當年學生考取臺大不易，人人都是

蕭啟慶教授 1959、1963 年先後畢業於

勤學的。「西洋通史」本為系主任劉崇鋐教

本系大學部、碩士班，1969 年獲哈佛大學

授擔任，因為該學年度輪到休假，正好私立

東亞系博士學位。後於美國明尼蘇達州 St.

東海大學創建，劉老師被聘去擔任歷史系主

Cloud State University 任教五年，1974 年至

任，臺大乃改聘楊紹震教授兼任，此科與外

新加坡國立大學歷史系執教，長達二十年。

文系同學合班，也非專為歷史系開設。

1994 年 9 月返臺，於國立清華大學歷史研

早在民國 37 年冬徐蚌會戰，國軍大

究所授課，其專長為遼金元史、蒙古史、中

敗，南京受到威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國近世社會史、中國軍事制度史。2000 年

究所所長傅斯年先生乃決意南遷到臺灣，於

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 年獲清華大學

12 月自上海將圖書文物運到基隆，轉往楊

聘為梅貽琦講座，2002 年自國立清華大學

梅存放。這時政府特任命傅所長出任臺大校

歷史系講座教授退休。2012 年 11 月 11 日
辭世，享壽 75 歲。
我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的同班好友
蕭啟慶教授已病逝一年又十個月了，到明年
（2015）9 月，我們相識恰好一甲子，在感
情上十分深厚，而且在史學的研究方面，彼
此互勉，相互切磋，並相助搜集材料，如有
新發現，則通訊告知。這種深厚的情誼，不
是一般人所能夢想的。
記得在民國 44 年 9 月到臺大註冊以
後，開始上課，歷史系一年級皆是必修課，
「中國通史」由夏德儀教授任之，夏師甚莊
嚴，講授甚有條理，一年下來，同學們對國
史之認知都加深了。只是本課係與中文、哲
學、考古人類學系合開，又在臨時教室上
課，學生爆滿，大家多提早來占位子。本系
同學多數坐在前幾排，以便仔細聽，句句

▲1962 年 10 月，本系遼金元史研究室師生合影於傅
園前，左起：王民信先生、札奇斯欽老師、姚從吾
老師、王德毅老師、卓菁湖先生、蕭啟慶老師（原
為姚從吾老師保存，後由王德毅老師收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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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乃於次年 1 月 20 日就職。傅校長專治

當我們進入二年級後，除必修之「中國

史學，所以對臺大文學院最關心，乃敦聘來

上古史」及「中國近代史」外，其他斷代史

臺的前北大、清華、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的

可隨自己的興趣選修，啟慶和我都選了姚師

名教授到臺大任教，又延聘史語所研究員轉

開的「遼金元史」和方豪教授所開的「宋

任臺大教授，一年之間，大師雲集，傳道授

史」
，一年下來，各有收穫。三、四年級時，

業，所以能在往後的十數年之間，培育出承

又同修姚師開的「史學方法論」及「東北史

先啟後的新一代史學研究者，以後薪火相

專題研究」，所以與姚師的感情最好。尤記

傳，便不會有斷層之憂了。在國史研究方

得民國 44 年 11 月 15 日，臺大十週年校慶，

面，李宗侗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
、
「中國

學校特舉辦各項學術討論會，以資慶祝。文

史學史」，勞榦教授講授「秦漢史」、「魏晉

學院特請姚師主持「長城在國史上的地位」

南北朝史」
，方豪教授講授「宋史」
，姚從吾

一項專題討論會，並講述遼金元時代的長

教授講授「遼金元史」
，楊雲萍教授講授「明

城，結論說：「長城在秦漢、隋唐時代具有

史」
，夏德儀教授講授「明清史」
，皆是大師

國防意義，而在遼金元時代則完全沒有，只

級學者。中生代學者有吳相湘教授講授「中

表示蕃漢文化的分界。」此言甚善，像元代

國近代史 」，傅樂成 教 授講授「 隋 唐五代

起於漠北，自稱國人，稱長城以南、淮河以

史」，如此，各斷代史都齊備了。

北的人民為漢人，而稱西域各國人民為色目

姚從吾教授曾說：「自十世紀至十四世

人，南宋治下的人民為南人，乃純從種族及

紀的四百五十多年間（916 至 1368 年）
，在

文化上分類，總歸之都是元朝人。而明代則

國史上正是遼、宋、金、元四朝統治時期，

完全倚長城為國防線。

北宋與遼之戰與和，還算平靜。及金興起

尤記得，40 年代的大學生，生活甚苦，

後，亡遼敗宋，南宋與金之關係又很複雜。

由大陸遷臺的軍公教人員待遇甚薄，供養一

元朝之崛起，先滅金，後亡宋，統一全中國，

位大學生也不容易。學校除每學年開學註冊

國威之遠播，超越漢唐，儒家大同文化得以

時依規定收學雜費外，平時不向學生收分文

大大的融合。所以研究宋史的學者不能不熟

錢。所以本系全系同學雖成立歷史學會，由

習遼金元史，而研究遼金元史的學者，尤不

二年級同學籌組幹事會，推選出總幹事，下

能不兼治宋代史。」此話純就史事以論史，

設總務、學術、康樂三股，各選股長及副股

是極正確的。因此，民國 52 年 11 月由姚師

長。平時也沒有推動的工作，只是每學年要

及方豪、劉子健、趙鐵寒、屈萬里等教授所

編印一小本通訊錄，亦名學生手冊，內載本

倡組的「宋史座談會」
，即是將遼、宋、金、

系師長及同學通訊處，附載各年級必修、選

元四朝史合之於一，每一至二月集會一次，

修科目，很有參考價值。我至今尚保存數

邀集老中青三代的學人共同出席研討，至今

本。在 46 學年度由幹事會所編印的手冊

年（2014）11 月已達 51 年了。

中，其次頁載有〈關於本系〉一短文，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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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時幹事會諸同學合撰的，對本系同學有

達的風度的中華兒女。更願他們……是

極高的期許。茲節錄之如下，現在的同學也

創造歷史的人們，不是不自覺地隨着時

可以勉勵。有云：

代的流水向前飄的人們，而是有意識地

這本冊子印了一百多位臺大歷史系男

推動歷史巨輪向光明大道上前進的人

女同學的姓名和通信處，他們都是一些

們。

富有生命力的青年，代表各種特殊的個

可見幹事會對全體同學的期許甚深。史學本

性和人格，他們有不同的專長、興趣、

來是經世致用之學，史學家理當抱救國救民

風度和理想，為求使這些迥然各異的性

之宏願。在未來的歲月中，年年招考新生，

格聯繫起來，交互影響，……本屆歷史

當然也同樣地期許新同學，可是在民國 50

學會援着以往的慣例，再度籌印了這本

年後每學年歷史學會所編印的通訊錄中，

手冊。本來研究歷史就不是一件簡單的

並沒有附載這段文字，所以特在這裡引述

工作，……需要極強的解析能力和極精

之。

密的頭腦來研究，來求得人類活動的因
果關係，以為現代人們走向光輝的、完
善的、美的目的地之指標。……研究歷
史是從死的破書堆裡去找出活的情
調，是把過去的事實加以新的解說。這
一切都必須由無數人的合作。……固然
我們不能否認有些偉大的思想是產生
自少數秉賦有創造能力的人們，並且歷
史也往往因一兩位有魄力的人而改
變。可是在二十世紀後半期，一門學科
的真正建立和發展，卻一定要群策群
力。這樣看來，本手冊的印行，其意義
是重大的。……總之，我們對於能看到
這麼多有熱忱、有抱負的青年們的姓名
排在同一本小冊子上，感到興奮，他們
曾在同一時期內，在同一課堂聽課，接
受各位博學的教授們的指導，邁向他們
共同的目標──使全人類過較好的，和
平的，美的生活。願他們日後個個都是
具有責任感，榮譽感，開闊的胸襟和豁

▲1962 年 10 月，本系遼金元史研究室師生於傅鐘前
留影，前排左起：蕭啟慶老師、札奇斯欽老師、姚
從吾老師、卓菁湖先生，後排左起：王民信先生、
王德毅老師（原為姚從吾老師保存，後由王德毅老
師收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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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48 年 6 月，我們畢業了，四年同

至 11 月，適逢姚老師 77 歲冥誕，特請蕭教

學乃告分散，蕭教授考中研究所碩士班，繼

授演講，講題為「北亞游牧民族南侵之各種

續留校。至 52 年元月畢業，碩士論文《西

原因的檢討」，以垂哀思。此問題本是姚師

域人與元初政治》，請姚老師指導，當年即

在課堂上所提出的，在講述成吉思汗南伐金

入伍接受預官訓練。51 年 8 月，德毅幸蒙

朝時，謂其初志全在擄掠，所過之地，財物

姚老師推薦，獲母校聘為歷史系助教，乃得

一空。但到元太宗時，其西征、南伐均在掠

常相會晤。蕭教授欲於退伍後赴美留學，特

取土地，於是屢次伐金，金不能支，乃南遷

請姚師寫推薦信向哈佛大學申請到入學許

汴京，金之亡也就不遠了，亡金者乃是元

可，所以能在退役後就開始辦赴美簽證，於

朝。

53 年秋進入哈佛攻讀博士學位。

當 71 年暑假，蕭教授來臺北參加臺大

臺大文學院中國文學及歷史學兩研究

主辦的學術會議，歷史研究所研究生編刊的

所，自 50 年間開始向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

《史原》編者特來拜見，敬請其撰寫〈姚從

員會（按：即今科技部前身）申請補助出版

吾教授對遼金元史研究的貢獻〉一文，以供

費，共同編印《文史叢刊》，年出三冊，選

同學們研讀。當即應允。撰成後自新加坡郵

編兩所的碩士論文，第一年中文所選兩篇、

寄來，於 11 月底刊入《史原》第 12 期中。

歷史所選一篇；第二年則歷史所選兩篇、中

就史料的整理、史事的重建、史觀的鑄造和

文所選一篇；以後依此循環。至 54 年，蕭

史家的訓練四項加以陳述。就史料的整理而

教授的碩士論文被選中，曾加以嚴謹的增

言，特別推崇姚老師對《元朝祕史》研究的

訂，自美國以航空郵件寄來，姚老師得之大

貢獻。至於姚老師晚年本來有意繼王國維之

喜，即命我於排版後代為校對，我精心研

後校注四種蒙古史料，合為一集，成為專

讀，仔細校改，對元初重用色目人一事，頗

著，能早日問世。當民國 53、54 年間，姚

多了解。事後也深感受益良多。經檢該論文

老師與蕭教授常通信，探詢歐美學者研究我

末所附〈史源及參考書目〉極詳備，幾乎可

國邊疆史地的著作，看看能不能相互合作。

用之於元代史研究，姚老師甚稱許。其後姚

並談及新發表的〈耶律楚材西遊錄足本校

老師乃在講授元史時，油印講義，即將此書

註〉
，特別道出：
「近來我常想印另一部『蒙

目印入其中，分發給選修的同學。姚老師逝

古史料第二集四種』，這部《西遊錄校註》

世後，門人編輯其《全集》時，將之編入〈元

即是四種中的一種。將來擬將註本加以充

史講義〉中，由正中書局出版。

實，使它成為一本較好的專著。」只是僅完

當蕭教授在哈佛獲得博士學位後，曾留

成兩種，便齎志以歿了，這是元史研究者的

在美國任教，當然心繫臺大，故於 60 年 8

一大遺憾。（另一種為〈張德輝嶺北紀行校

月由本系聘為客座副教授，乃即時回國就

註〉）

職。老同學數年不見，一旦聚首，甚為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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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 53 年以後，我努力編撰《王國

刊於《書目季刊》第 15 卷 1 期，後又收入

維年譜》
，至 55 年秋後排版，其間蕭教授在

《元人傳記資料索引》第 5 冊中，凡使用本

美幫我影印舊刊物上的短文，都是在國內無

索引者，都可一觀。

法找到的。又惠告國外學人對王氏研究的行

到民國 83 年夏，蕭教授自新加坡大學退

情，使我受益甚多，情義之切，不是三言兩

休，遷居臺北，夫人王國瓔博士獲臺大中文

語所能道盡的。至於蕭教授在新加坡任教，

系聘為教授，蕭教授則應聘至新竹清華大學

於授課之餘，就努力於研究元代士族，很需

歷史研究所任教，並在臺大史研所兼課。但

要閱讀元人文集，自民國 75 年以後，曾兩

家住在臺北，距臺大甚近，所以我們每週皆

次寄來美元匯票，先託我購買新文豐出版公

可會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蕭教授懷念姚老

司影印的《元人文集珍本叢刊》8 冊，後又

師，欲承其業以繼往開來，乃開「元史專題

選購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普及

研究」一課，在清大培育英才。另外，姚老

本金元人文集數本，以海運郵寄去，作為研

師倡組的「宋史座談會」
，始終是每年一至二

究之用。我曾建議蕭教授編輯早年著作，出

月集會一次，沒有中斷，至 80 年代已經超過

版專集，乃欣然同意，於 71 年編成《元代

30 年了。蕭教授也很關懷，每次集會都來參

史新探》
，共收輯論文 11 篇，由我介紹給新

加，並踴躍發言，促進討論。自 88 年秋，本

文豐出版公司於 72 年 6 月出版，蕭教授在

會由我主持，他更帶領清華大學史研所畢業

〈序言〉中，也感謝我的相助。當時我和友

生與在校生來參加，甚至推薦博士生來做專

人合作編輯的《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已出版

題報告，鼓勵學生要承先啟後。這一切的一

了兩冊，特先寄上請指教，蕭教授很快撰一

切，都是值得我懷念的。今蕭教授已歸道山，

〈評介〉五千餘言之雅文寄來，內中有稱讚

年餘來念念不忘。想想老同學 50 多年，志同

也有批評，句句實言，其學術價值之高，人

道合，相親相愛，共同研究宋遼金元史，如

所共知，皆以為有益於研究元史者。此文初

何能夠不懷念呢？

▲2007 年 5 月 18 日，蕭啟慶老師（前排左三）與王德毅老師（前排右四）出席東吳大學歷史系主辦之
「第六屆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王德毅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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