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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東華
楊宗霖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李東華教授生平簡述

李東華（1951-2010）教授，祖籍河南
嵩縣，1951年生於臺灣臺東，其父李福生
教授，長年執教於臺南師專，作育英才無

數，先生家學淵源，幼承庭訓，早歲即嗜

讀文史，立志致身研究教學。1968年考進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就學期間，得方豪（杰

人）院長、徐玉虎教授之啟迪引領，涉獵域

外史地。嗣後在臺大歷史學研究所攻讀時，

仍師事方豪教授專治中外交通史，陸續完成

〈唐宋元時代中國與東非之關係〉（1974），
及〈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九世紀末

─十五世紀初〉（1981）之碩、博士論
文。1982年起留校任教臺大歷史學系，歷
任講師（1982-83）、副教授（1983-1990）
及教授（1990-2007）。在此期間，先獲傅
爾布萊特獎助金，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

研究系研究（1986-87），從劉子健教授，
鑽研宋史，後在包樂史（Leonard Blussé）
教授邀請下，赴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研

究（1993-94），蒐羅南洋史料；並先後兼
任天主教輔仁大學、東吳大學（2007-08為
客座講座教授）、暨南國際大學、臺北大

學等多校歷史系、所課程。1997年出任臺
大歷史學系主任（兼所長）兩年；1999年
獲選為臺大文學院院長，在職三年（1999-
2002）。2007年合聘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同年

自臺大退休，轉任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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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波羅筆下的泉州等，均有涉及，對中國

古代海洋發展史作了全局的撮要與架構的

初建。

先生常慨嘆中國古代海洋史的史料稀

缺、零散，解讀又格外費神，是吃力不討好

的研究，但先生卻經年的埋首其中，積久漸

深的勾稽發覆、玩味有得，研究子題涵括：

古籍中海外地名的考訂、歷代海洋政策的轉

向及其得失檢討、航線航路的轉變（從最早

《漢書‧地理志》載的漢使航線到澎湖在

海上針路的被發現）、中韓關係、進出口貨

物的品項、〈市舶條例〉等範疇，其一貫的

論述在於打破中國傳統內陸帝國的印象，尋

繹各朝代的海向性格，及基層人民勇於出海

殖利的過程。在研究課題上，先生接續了馮

承鈞、張星烺、向達及方豪教授等民初學人

的步伐，承繼了日本學者藤田豐八、桑原騭

藏二氏的研究遺緒，加以擴大面向和深化成

果，得有超邁前人的成績。

其中先生對國史上福建地區海外發展

的研究，尤為精闢，此與美籍學者 Hugh 
Roberts Clark的研究相輝映，蔚為雙璧。先
生認為，泉州海貿的騰飛是其來有自，在唐

五代即有海上淵源，北宋末設市舶迎來發展

的契機，南宋大盛超越廣州，元時獨盛，入

明後漸趨消沈；泉州的興盛在於能兼攝東北

亞與南洋航路，與福建地區的整體開發同步

進展，因而得有廣大腹地、物產、手工業成

品及累積的航海知識作支撐；此外，福建聯

外交通的改善、中國政經重心的南移、朝廷

先生治學甚勤，著述不輟，先後出版《中

國海洋發展關鍵時地個案研究：古代篇》

（1990）等專書八種（另有《臺大校史研
究》、《方杰人師學術貢獻之研究》兩本專

著已結集成書，等待出版），及論文近百

篇。

二、李東華教授的學術成就

細數李東華教授的治學歷程，大致可分

三階段：初期是延續碩、博士論文的思考脈

絡，致力於唐宋元時期中國海洋發展史的研

究，尤以泉州港史的研究知名；中期則關注

在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的研究，其中以對方豪

教授的相關研究成績最著；後期則在臺大校

史的研究上異軍突起、綻放異彩，發表了多

篇質量俱佳的論文。以下謹就此三階段分述

之。

（一）關於中國海洋發展史的相關研究

這是先生的本業領域，也是用力最鉅的

研究方向，早在大陸《海交史研究》期刊創

刊（1978）前，先生即對中古、近世時期的
泉州著手研究，可算是「泉州學」研究的先

驅。

先生的海洋史研究，發表著論甚多，主

題前後相屬，自成系統，依時序從秦漢變局

下的南越國、吳大帝孫權的交廣分治、六朝

交趾的士燮、五代分立政權（南漢、吳越、

閩）據海稱雄的榮景，迄媽祖信仰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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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入讀政大歷史系，次年方豪教授由臺大借

調政大，擔任文理學院院長，並在歷史系開

課，兩人即結下師生之緣。1972年先生考
入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再從學方豪

教授，迄博士論文完成的前一年（1980），
方教授驟逝，然師徒之情長存，孺慕之思無

已。

方豪教授學殖深厚，是中國現代史學重

鎮，在中西交通史、宋史、臺灣史的研究

上，皆有特出的貢獻，為研究中國現代史學

史者所必究，且在這三個研究領域中，培育

了不少後起之秀。先生受業門下，從習師

友，得以傳承師學，在三個相近領域：中國

海洋發展史、五代史，及中國近現代史學史

的研究上，分別交出成績，「承先啟後」，

這應當是對方豪教授最有意義的紀念，也是

對「新會學案」（即陳垣，方豪曾師從陳援

菴）學風一脈相傳的具體發揚。

為更加瞭解方豪教授的學思歷程，先生

曾多方搜求及整理方教授的相關文件：如循

方豪教授足跡至其杭州故里及浙大、上海復

旦、重慶、京津等寓居地，蒐集相關資料；

接受方教授表妹方雲霞女士（方教授在臺唯

一親人）提供的方教授私人的資料，包括方

豪日記、文稿及與友人來往函牘等（這批資

料，在李教授辭世後，已轉由中研院臺史所

檔案館收藏，冀望能得到更好的保存環境與

學術利用）。先生擇要的妥為細究、詳加疏

解，方得做出論據更完整、理緒更周密的研

究。

獎掖等皆有以致之，先生對此剖析甚詳。

由於先生對中國古代海洋史的若干環節

（如造船技術的演進、市舶收入的更迭、海

禁之因由等）做了全面通盤的掌握，並據此

衍申，曾多次講授「海洋中國史」（跳脫傳

統中原王朝的本位主義、正統觀點），「中

外關係史」（海路兼及陸路交通）等課程，

均獲學子好評。

先生能做出高水平的研究，得力於紮實

的學院訓練，其掌握史料、詮釋史實的功

夫道地，而兩度赴國外研究的機會，幫助亦

大。先是在普林斯頓時，接觸及利用大陸學

界關於海洋考古發掘的新成果，如泉州灣宋

代海船的發掘（1974）；在萊頓大學時，則
訪求域外史料，孕育了日後研究《華人美色

甘條例》的機遇。

先生曾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共十一輯，中研院人社中心出版）刊登過

六篇論著，長期活躍於此一研究圈，其遺願

是將歷年研究成果彙整，完成《中國海洋發

展史》（古代篇）的專書寫作，為自己畢生

的研究作一總結，然未能如願。

（二）關於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的相關研究

先生關於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的研究，泰

半集中於探討其恩師方豪教授的學術歷程，

除編定《方豪先生年譜》、《方豪晚年論文

輯》兩本專書外，（註1）另有專著多篇成一

系列。

先生親侍方豪教授十餘年，1968年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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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的融會與貫徹。

先生著論，一直秉持方豪教授「歷史專

題研究法」（即「史料學派」）的範式，

弘揚師道，謹守師教，不遺餘力。直至先生

晚年，仍蒐印方豪教授主編的《上智編譯館

館刊》（1946-1948），亟想進一步闡發方
豪教授及該刊的歷史定位和貢獻，然未及發

表；一直欲動筆的〈方豪的學術生涯：一位

自學史家的成長〉，雖資料備竣，仍待完

成，凡此皆有待於後人賡續。

臺灣史研究前輩楊雲萍教授曾譽方豪教

授：「對於臺灣史史料的發見、研究和校刊，

將與臺灣的河山同其不朽」。而先生對方豪

教授的研究，同樣也禁得起學界的公評及時

間的考驗。

先生曾多次講授「民國史家與史學」課

程，對於中國近現代史學界的學術系譜甚為

熟稔，對傅斯年、顧頡剛、夏鼐等學人，也

都各有研究述及。除方豪研究外，先生晚年

的力作〈臺灣專業史學的傳承與轉折──從

帝大到臺大（1928–1960）〉，（註5）則細

縷講述帝大講座制如何過度到「史料學派」

的陣營，從發軔、中輟、轉折到繁茂，該文

剖析曲盡其妙，深得兩岸三地學界的重視。

（三）關於臺大校史的相關研究

先生自 1972年就讀臺大歷史學研究所
碩士班，此後即長留臺大求學、任教，對

臺大校史長期投以關注，從發表〈傅孟真

先生臺大七百日史料抄〉（1985），（註6）

先生研究方豪教授，從其生平經歷、交

遊網絡、留存書稿著手，置重點於方豪教

授的史學研究及貢獻，再逐步擴及到學術以

外的傳教志業（如〈方豪神父與民國天主

教會〉），（註2）和其在外交上因緣際會下

促成的插曲（如〈方豪神父對中梵關鍵關

係（1945-1952）轉折的貢獻〉）。（註3）

先生認為，方豪教授雖未克移教香江，但透

過與羅香林、牟潤孫等人的論學往還，一定

程度上影響了香港史學界；而方豪教授來臺

（1949）後，能相與切磋中西交通史之友朋
轉少，遂開啟了研究臺灣史、宋史的契機，

同時在徐誠斌的敦促下，得寫就《中國天主

教史人物傳》（1963-1973），為中西文化
交流史研究，添上重要的一筆；而方豪教授

對發掘史料與保存史料皆極重視，大批留存

的函札中，很多是與民初知名學人的翰墨往

來，透過這些問學、論學的信札，將可重現

民國知識分子互動的一個面向。

論及方豪教授對先生學術之路的最大影

響，是開啟了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門徑、傳授

了治學要領（重史料及治近身之學）；（註

4）此外，方教授以身作則的勤於著述、教研

不倦，及對已發表作品的一再增補新史料，

求其盡善，先生均深得其昧。先生在臺大時

致力臺大校史的研究，轉職輔大後，則著手

天主教史的探研（如對香港徐誠斌主教的研

究），此即對方豪教授「近身之學」的實踐，

而先生對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的著論，亦起步

於對方豪教授學術生平的研究，亦算是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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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剔，然而羅校長的抱負，抵不過行政長官

公署的掣肘，在不願聽命即經費無著的壓力

下，只好黯然去職；繼任的陸志鴻校長，雖

挺過二二八事件中的處境艱難，最後則因辦

學難令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滿意，遭到撤

換；而接手的莊長恭校長，在任不及半年，

因時局動盪、校務如麻，改革志業難遂行，

在焦頭爛額的亂象中離任；由傅斯年校長臨

危授命，在其整頓下，幾近停擺的校務重

啟、校舍改建、課程改革、招生辦法等陸續

上軌道，然而傅校長的驟逝，讓臺大的整頓

魄力消散停格；後任的錢思亮校長，則一秉

敬業守成的低調，讓臺大在穩定中緩步前

進。先生的校史研究，是以歷任校長為時間

縱軸，再鋪述以任內大事，層次分明、結構

嚴謹，輔以校史檔案，及日記、函牘、報告

書、回憶錄等各類史料，清楚還原戰後臺大

各階段的發展和瓶頸。另外，先生極為重視

口述回憶，也親自參與了對虞兆中校長的訪

談；校史研究的對象，除歷任校長，亦旁及

林茂生、杜聰明等至為關鍵的院長。

無疑的，先生極為欽仰臺大前校長羅宗

洛、傅斯年之為人，認為他們是有守有為

有格的典範，是臺大自由精神傳承的憑藉，

因而對兩位前校長的研究也倍下功夫。先生

認為羅校長的去職，是臺大的損失，因為他

是少數能調和校內日籍、本省籍、外省籍教

授的推手，也是三方都敬服的人選，學術地

位和學術眼光都夠，怎奈行政長官陳儀欲插

手校務，羅校長不畏權勢，力爭無果，終掛

到過世前的〈臺灣專業史學的傳承與轉折〉

（2010），在臺大校史研究上窮究有功，一
定程度上廓清了戰後三十年間臺大校史的

若干問題，也為撰寫完整的臺大校史做了奠

基工作。。

自 1990年代起，臺大掀起修校史（如
《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
1996）、修系史（如《遨遊於歷史的智慧之
海：臺大歷史學系系史》，2002）的風潮，
在這股潮流的推動下，先生重拾校史研究，

蓄力多年，再以〈光復初期的臺大文學院

（1945-1950）：羅宗洛接收時期〉一文，
（註7）顯現過人的史識與學養。先生深耘校

史研究，除了是身為臺大人的自覺與義不容

辭，至要的關鍵在於先生認為欲瞭解臺灣近

現代學術史脈絡，首先須從臺大（帝大）校

史入手。

先生在校史研究的時間斷限上，始自戰

後臺北帝大的接收，而終於虞兆中校長任

期。對期間幾任校長，包括羅宗洛、陸志

鴻、莊長恭、傅斯年、錢思亮均有評述，其

寫史以還原真相為要，不溢美、不矯飾，客

觀陳述事實；惟每以諍語數言作結，以示寫

史者的論斷，為來者鑑。

先生認為，接收前的臺北帝大，雖沒有

為臺灣人廣開門戶，卻有著日本講座制學

風的傳承，至少從文政學部史學科的資料看

來，所聘學者、所做研究、所具視野，皆有

可取處，而前來接收的羅宗洛校長，亦努力

維繫臺大優良學風於不墜，接收過程更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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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著論，但至少他有著「遙引前路，以待來

者」的先導之功。

三、結語

先生治學視野宏觀，敘事講求條理、邏

輯清晰，因而能卓然成家，留下豐厚學術遺

產，在三個研究領域，各自做出成績，也都

自成體系：他為中國海洋發展史的研究擘建

框架；他發掘方豪教授在治學之外的多面向

貢獻；他在臺大校史研究上補齊了戰後動盪

年代中湮滅的人與事。

先生擅長蒐集、利用周邊的一手材料，

爬羅剔抉，解構成文，加之推論縝密，持論

客觀，選題、剪裁皆獨具隻眼，因而作品極

富開創性與學術價值，卻又不失其可讀性；

先生的文筆流暢，用詞精審，既能寫通論性

的長篇（如〈梯山航海─海外貿易的發

展〉）（註9），也能寫就板板方正的專題研

究。

先生一直是臺灣學界研究中國海洋發展

史的中堅，尤其是上古到宋元這一段，先生

離世後，幾成絕響；而在中國海洋發展史的

教學與課程設計上，先生也是首開先例的倡

導者（即與曹永和教授合開「中國海洋發展

史」課程）。（註10）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儘管李

東華教授的俗世名聲將隨時間而沈澱，遺

留的學術業績及人格風範，卻可長留後人憑

式。先生為文不草就，往往經長期醞釀、省

冠求去，卻已是做到所能做的；而傅斯年

校長則為學術續命脈、傳薪火、存正氣，是

臺大的精神指標，風骨長存，尤其在「四六

學潮」發生後，對外勇於交涉保安司令部拘

捕學生的作法，對內則苦口婆心的勸勉學生

收心，用「貼布告」的方式即時傳達校方立

場，和學生溝通。傅校長不止揭櫫大學教育

的理想，更化為實際行動，汰劣擇優以提升

師資陣容，貫徹意志期能弊絕風清，以不到

兩年時間，為臺大奠定了日後發展的基礎。

臺大校史研究的困難，在於校史館成立

（2005）前，汗牛充棟的校史檔案，未能
集中保管，編目、分類未盡善，先生耐心的

從一件件校方檔案文書中，一磚一瓦的建構

論述，披閱一卷卷公文、一份份會議紀錄，

爬梳臺大歷任校長的抱負及作為，極費工夫

（光是藏於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的《傅斯年

檔案》，即有五千多件須借閱過目）。

綜觀先生在臺大校史研究上的最大貢

獻，應在於發掘了戰後交接時期羅宗洛校長

對臺大的擘畫與建樹，將先前幾被遺忘於歷

史洪流中的羅校長，還原並肯定其歷史地

位，為臺大再添新典範。此外，對於 1949
年前後的臺大，離亂承合背景下省籍衝突的

研究，也是具有大時代意義的命題。（註8）

先生對校史研究的特色是有其首尾相銜

的一貫性及預構的藍圖，先生曾擬就不少待

作的課題（如南方人文研究所、東洋史學講

座、《史學科研究年報》、文政學部長藤田

豐八等），都因 2007年離開臺大教職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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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才有「十年磨一劍」的厚積薄發，惜天

不假年，身後留下大批的札記與手稿，未能

卒篇，學術生命戛然而止，寧無憾乎！ 

後記

本文作者為李東華教授生前指導的博士

生，寫作期間感謝關玲玲師母提供相關資

料，謹此致謝。本文限於篇幅，僅能概述李

東華教授研究成果之一隅，其博洽深邃的治

學成果，後世當有定評；其史學的特色與貢

獻，則有待後人深掘。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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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載《臺大歷史學報》，第 33期（2004年 6月），
頁 261-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