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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原》復刊第五期發表會紀要 
曾獻緯（臺大歷史系博士生） 

張哲僥（臺大歷史系碩士生） 
 

《史原》第五期發表會於 2014 年 6 月

27 日在臺大文學院第二十教室舉行。首先由

臺大歷史系系主任甘懷真老師致詞，甘主任

表示，《史原》雖然附屬於臺大歷史系，但

歡迎各校系甚至跨國的學者、研究生投稿，

並勉勵大家善加利用《史原》這一優良的研

究發表平台，進行跨校、跨國的學術交流。 

第一場次，進行編委會交接，第四屆《史

原》主編楊曉宜（臺大歷史系博士生）與新

任第五屆《史原》主編高震寰（臺大歷史系

博士生）先後致詞。兩任主編皆向辛苦的編

輯委員致謝，並特別感謝編輯歐陽宣一年來

在《史原》編務行政上所付出的辛勞，也期

望《史原》能繼續成為國內外研究生的交流

平台。 

第二場發表會－ 

臺灣史、近代史、世界史 

第二場由第五屆臺灣史編委李鎧揚（臺

大歷史系博士生）主持。首先由陳育麒（臺

大歷史系碩士生）發表〈戰後臺灣水仙尊王

信仰之研究討論〉，該文認為水仙信仰在明

清的臺灣曾經興盛，與海洋相關的船員、水

師、郊商都是其信仰者，也因為郊商的經濟

支持，得以興建華美的水仙宮。作者蒐集數

篇戰後關於臺灣水仙尊王的二手研究，試圖

探討其研究之發展脈絡，以及在研究方法

中，田野調查可能提供文獻以外的歷史資

訊。作者認為戰後臺灣水仙尊王研究趨勢分

為幾個面向：（一）神格歷史源流討論、（二）

與郊商密切，並且有從名詞說明至歷史源流

探討，乃至翁安雄、李泰翰等人提出原鄉神

至神明神、划水仙儀式與風水相關之論述。 

討論人鄭螢憶（政大臺史所博士候選

人）認為該文包含兩層面：以研究現況趨勢

說明；就回顧本身指出可再發展的領域或研

究方法論。另外，提供幾點研究經驗與作為

讀者的一些想法，請作者參考：（一）既然

以田野與文獻作為研究方法論，作者在研究

史回顧方面，除介紹研究成果，也需就各篇

研究者的研究取徑略作說明，才能凸顯作者

結論提出的田野與文獻方法論的重要性。

（二）在歷史人類學視野下，水仙尊王研究

▲《史原》復刊第五期發表會，第四屆與第五屆編

委會交接，由甘懷真主任（前排右二）監交（2014
年 6 月 27 日攝於臺大文學院第二十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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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的並非神格源流的議題，而是信仰背後

「人群」的歷史。舉例來說，划水仙的儀式

與福建九龍江流域的水上人有密切關係，我

們必須思考臺灣移民社會的水仙信仰生成

與東亞海域人群流動的關係。其次，作者指

出很多水仙置於旁殿，其實是反映地方人群

整合與勢力消長的過程。進行田野調查不只

作為文獻補充，或蒐集民間文獻與文物，因

為太多文獻，特別是臺灣史研究的史料，都

已數位化，易於查詢，田野之於歷史學研究

者，更重要的是體驗「人群」的在地生活，

這有助於我們理解文獻脈絡，以及歷史在地

方社會疊加與刻化的變化。討論人贊同作者

對於田野與文獻研究方法的倡導，但應該具

體說明這一研究視角能為臺灣水仙尊王研

究，乃至民間信仰的研究推向何種新的問題

意識或研究面向？甚至結合兩者，挖掘新的

史料的運用等等。 

第二位發表人為楊可倫（臺大歷史系碩

士），其文為〈識讀「帝國主義」：大躍進時

期上海市編教材與教學中的城市發展〉，該

文以 1958 年起各省市在中央政府命令下編

纂的鄉土教材作為基礎，考察官方教材如何

將「帝國主義」論述嵌入 1949 年前舊上海

的都市結構，討論上海市的鄉土教材如何重

述這座城市過去的發展與現實的關係，梳理

實存的城市與文字中的差異。作者指出這時

期的學生們透過教材、作文，識讀被統括於

「帝國主義」下的上海往事，鄉土教材進而

發展為其凝視城市的方式。 

邱士杰（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指

出，共產主義運動在抗戰時期開始為了鄉土

而調整姿態，結果為「民族形式」理論，亦

即「國際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鄉土的

泉源」。這三項要素中，唯一沒有事先給定

的素材是民族形式；民族形式必須依賴國際

主義與鄉土的結合才能產生。為了爭取 大

多數的人，承載著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鄉

土」，自然不可能繼續維持負面形象，而必

須是正面的，甚至必須是民族形式的泉源。

但是，「鄉土」是複數的，這個村未必等於

那個莊，當「鄉土」成為「民族」泉源，我

們必須追問：「鄉土」在什麼意義上，與「民

族」有共性。而這個答案，就是「反帝國主

義」。或者可以這樣說，當個別的「鄉土」

對立於帝國主義，包含著複數的鄉土的整個

「民族」，也對立於帝國主義。在這種條件

下，就算異質的「鄉土」之間蘊含了內在的

某種同質性，帝國主義的存在也能為這些

「鄉土」創造外在的同質性，「個別」因為
▲第二場發表會，由李鎧揚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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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國主義而融化在「一般」之中。正是在

這個意義上，本文存在著一個比較大的疑

問，作者研究的是 1949 年之後，特別是大

躍進時期，上海推廣的鄉土教材，並且試圖

探索其對於帝國主義在上海的描述。然而，

上海可謂是近現代中國 充滿「帝國主義」

風情的地方。如果說以上海和帝國主義侵略

為雙重線索的敘述，是 50 年代上海鄉土教

材的主線，這樣的主線，其實 沒有「鄉土」

的意義；因為上海鄉土教材中的這些內容，

恰為全國其他地方的歷史教科書所必然寫

進去的內容。作者選擇的題目，若以更為內

陸的地區為對象，探討那些地區如何「識讀」

帝國主義，也許更能體現 1949 年以後鄉土

教材在大陸的發展過程。 

第三位發表人為倫敦大學跨學院政治

思 想 史 與 思 想 史 碩 士 Alvin Chen （ 陳 禹

仲），其文為〈評 David Armitage, 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作者認為

該書除探討國際思想的系譜外，更著重在思

想史，尤其政治思想史在全球轉向下的研

究可能。該書的論述展現了幾個值得深思

的課題，如（一）Armitage 討論國際思想

的人物皆為歐洲人，他們所呈現的國際思

想，實為歐洲思想，容易引發所謂歐洲中

心論的疑慮；（二）該書強調思想如何傳

遞，然而歐洲的國際思想如何被其他地域

文化接受、轉化，需要進一步探討；（三）

該 書 討 論 全 球 轉 向 的 視 野 ， 雖 不 如

Rothschild 等人所提倡的廣闊，實為兩種研

究視野關注焦點不同所致。 

 

討論人陳建元（臺大歷史系碩士）指

出，該篇書評限於篇幅，只能就國際法部分

加以討論，討論人想從中找一些議題與作者

討論。（一）在討論柏克的這一章，評者著

重柏克的思想與國際法和自然法的關係。不

過這章另一個重點在於柏克的政治思想中

如何看待「necessity」，柏克與北美的關係 

necessity、國際法、自然法、非常時期都可

以有所聯結，Armitage 完全沒有提及；（二）

Armitage 所提倡的這個視野、這個國際轉

向，是要研究者剛好對於自然法、國際法、

國內法都有所涉獵，才比較合適研讀？（三）

Armitage 所謂思想史的 international turn，

若 是 以 William Robertson 的 思想 研 究 為

例，又將如何？ 

第三場發表會－明清史 

第三場由第五屆明清史編委鹿智鈞（臺

大歷史系博士生）主持。首先由吳政緯（臺

師大歷史系碩士生）發表〈思明與認同：朝

鮮士人的中國論戰（1765-1800）〉。本文以

朝鮮士人洪大容（1731-1783）與其友金鍾

厚（1721-1780）來往的書信為材料，論述

雙方對「中國」定義的差異，藉此檢討朝鮮

如何看待「明朝滅亡」，以及使節團在乾隆

盛世的氛圍下，如何重新建構華夷論述，思

考「思明」、「反清」的關係。文中指出洪大

容認為要承認清朝統治，且繼承中華文化的

事實，故需向清朝學習器物、文化。然而，

在思明、尊明，以及視清為夷狄的立場下，

若要向清朝學習，則必須建立新的論述，作

者暫稱此論述為「新華夷觀」。其內涵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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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一是維持思明的立場，二是同時承

認清朝統治正當性，且繼承華夏的器物、文

化；三是朝鮮若不繼續學習，也可能成為夷

狄。作者藉此說明「思明」、「尊清」之間微

妙的關係，二者並不必然矛盾而能同時存

在。此正可以重新思考岸本美緒所說的「單

一民族主體性」，以及近來許多「思明」等

同「反清」等同「復明」的論述。 

討論人蔡松穎（臺大歷史系博士生）表

示，岸本美緒討論 16 世紀末的東亞國家，

著重在國家如何處理內部的多樣性、統治動

亂中所形成的社會集團如何摶成，以及該國

控制國際商業。本文則主要處理前二部分，

即國家如何利用華夷論述建立自我政權正

當性。然而，在此議題上，可從三方面強化

論爭相隨的政治性，才能更貼切回應岸本美

緒的論述：一是強化說明論戰參與者的背

景、身分、地位、所代表的人群與影響力；

二是這場論爭為文人清談，或朝廷中思想論

述的縮影？三是論爭是否實際左右朝鮮對

清朝的政策。此外，討論人指出現今對「認

同」的論述繁多，本文若能簡介說明，也可

對「認同」的課題有更深的檢討。 

其次由蔡名哲（中正大學歷史系博士

生）宣讀〈《閒窓録夢．序言》與作者的認

同世界〉，該文主要以一份現藏於大阪大學

附屬圖書館的滿文日記為史料，討論日記作

者穆齊賢（該日記署名為「松筠」）的滿、

漢文書寫及身分認同，並指出「文化」與「認

同」之間不必然相關，且「八旗」也很難單

純視為一個整體。在語言書寫上，發表人透

過語法、修改痕跡、版面配置的討論，認為

穆齊賢應是先有漢文底本，再用滿文翻譯書

寫， 後在滿文旁加註漢字，以此重新檢討

滿人入關後的滿文書寫習慣與能力。在認同

問題上，透過鑲藍旗另記檔人資料，推測穆

齊賢可能是正身旗人，後淪為包衣。然而，

穆齊賢卻清楚說明自己來自山東。發表人指

出日記的「滿文書寫」可能與「身分認同」

不必然相合，或許是因穆氏自認為滿文能力

優越，卻無法參加考試，心生無奈或自我嘲

諷。 

討論人杜祐寧（臺師大歷史系博士候選

人）指出，穆齊賢身處的嘉慶、道光年間，

有許多政策不斷以語言、騎射等強調自身與

他者的差異，若能與這篇日記一起討論，可

以加強對時間性的理解。發表人表示，從滿

文應用層面來說，上層旗人可能相當重視滿

文，下層卻可能沒有這麼強的族群認同意

識。杜祐寧另外指出作者說明該書內容沒有

呈現出旗人的驕傲。然而，在日記及語言特
▲第三場發表會，發表人吳政緯發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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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之外，穆齊賢的生活方式並不同於漢人，

此或許能補充穆氏的認同問題。關於日記與

語言的關係，現場臺大歷史系博士生李鎧揚

以臺灣史對日記的研究為例，指出有些日記

的時間點特殊，語言的轉換可能帶有認同的

轉換；但從內容或時間點來看，很難建構出

兩 者 絕 對 的 關 聯 性 ， 如 法 國 作 家 Frantz 

Fanon 的法文書寫與認同關係就不必然存在

關連。 

第三場發表會－中國古代史、中古史 

第四場由第五屆中國中古史編委林慧

芬（臺大歷史系博士生）主持。石昇烜（臺

大歷史系碩士生）首先發表〈何處是居延？

──居 延 城 建 置 反 映 的 漢 代 河 西 經 營 進

程〉，該文主要著重兩方面：一是居延（現

內蒙古額濟納旗）地名指涉範圍的變遷，二

是居延地區在漢代行政區劃上的變化，並且

以此析論漢代在西北地區的擴張。過去學者

主要依據《漢書．地理志》論證居延的位置，

得出居延都尉治所在居延縣，居延縣城就是

居延城，1930 年代在弱水一帶的考察團都以

此論點為基準。然而，居延漢簡出土的行政

資料顯示都尉治所和縣城的位置相異。故作

者認為原本的居延區域可能較大，隨後才漸

縮小到弱水下游的居延城上。此外，隨著漢

朝對新征服地區治理方式的改變，居延可能

直到昭帝時期才納入張掖郡。而學者間對居

延城想像的差異，可視為不同階段居延城的

樣態，也顯現居延移動、行政變遷的動態過

程。 

 

討論人高震寰（臺大歷史系博士生）指

出，居延漢簡本身由於斷簡較多，文意不易

理解，研究上需先推想出文件的原貌，才能

進一步展開論題。他並就居延的變遷課題，

提出不一樣的想像。他認為居延可能是一個

地理概念，為匈奴故地；而居延縣只是較小

的行政區，位於居延之內。居延治、居延縣

等行政設置可能隨著漢代擴張，逐漸往北方

移動，但居延地區的整體地理概念並未變

動。就都尉區的行政編屬課題，他指出就已

有的材料可能不足推斷居延的都尉區必然

獨立於張掖郡之外。 

第二位由郭珮君（臺大歷史系博士生）

發表〈元華光墓誌〉，該文主要討論北魏的

一方墓誌──「魏故金城郡君墓誌銘」。此

墓誌出土較早，並無考古報告可供參考。墓

誌記載誌主的曾祖、父親、兄長的身分，以

及誌主的人格特質與生平。文章後半段由兩

段銘文構成，且後段可能是在誌主死後晉封

▲第四場發表會，評論人高震寰發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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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加。針對這篇墓誌的研究，多是與書法、

碑刻，或與誌主兄長元容、敦煌佛教相關，

作者則著重在元華光在夫亡後，不願改嫁並

返回本家居住之事，誌文並說此事當時引起

胡太后的注意，並希望能說服誌主改嫁。然

而，「不願意改嫁」、「返回本家」二事不能

混為一談，故在當時並非常態，而引起胡太

后注意的原因未能確知，未來有更多資料出

現時，值得探究。此外，元華光歸葬本家一

事在北魏是否為特殊案例，抑或常態，需要

更多的討論。 

討論人張淑惠（臺師大歷史系博士生）

首先指出，墓誌中提到的樂安王範在《魏書》

中記為明元皇帝的第四子，但碑刻中卻寫第

三子。這個差異可能由於元範在明元六王中

列第三王；或因原第三子封王後即死亡，而

遭後世遺忘。其次，就不改嫁返回本家課題

上，討論人認為重點應是「不改嫁」。並舉

出董家尊、張欣宜從《古書圖書集成》，以

及正史中對守節婦女的統計資料，說明節婦

的比例較少，故「不改嫁」可能較為特殊。

再者，許多研究認為上層婦女選擇不再嫁，

可能受閱讀儒家經典影響有關；下層則可能

出於經濟考量關係。對此，報告人則補充說

明佛教的觀點中，也有許多對「不改嫁的」

解釋，應同時納入考慮。而墓誌誌文的儒家

概念是否直接反映墓主的想法，則需再商

議。討論人 後提出就墓誌書寫而言，特別

記錄胡太后所言，可能具有政治性的意涵。 
 

▲《史原》復刊第五期發表會現場實況（2014 年 6 月 27 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文二十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