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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的
趨勢與議題學術
研習營」紀要
侯嘉星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活動緣起與規劃

今（2010）年適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以下簡稱近史所）00週年所慶，為

紀念成立一甲子，近史所在蔣經國國際學術

交流基金會的支持下，與復旦大學歷史系合

作籌辦「中國近代史的趨勢與議題學術研習

營」，於 1月 10至 23日，假該所檔案館舉

行。該研習營以掌握近代史研究現況與趨勢

為宗旨，邀請兩岸近代史領域著名學者開設

講座，並招收海內外有志於近代史研究的青

年學子共 30人參加。

本次參與學員需先提交研究計畫經籌備

小組審查，最終於眾多參與者中選出兩岸

共 20位學員及海外學校 0位學員，這些青

年有志於近代史研究的學子來自世界重要

學府，如賓州大學、新加坡大學、東京大學

等，大陸地區則主要是北京大學、南京大學

及復旦大學等重點學校；值得一提的是，這

些學員除了歷史相關科系的學生外，也有中

文系、政治系及宗教系的同學參與，顯示

近代史研究的多元視角。30位學員在近史

所精心安排下參與多天研習活動，包括 10

場專題講座、1場主題演講以及 2次參訪活

動；夜間也安排 3天共 0場的學員專題討

論，由學員發表計畫並互相評論，同時也邀

請相關領域學者進行講評，整體內容豐富充

實。以下分別就主題演講、專題講座及學員

專題討論三方面述其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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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習活動概述

研習營由國史館館長呂芳上揭開序幕，

在開幕主題演講中精要評述 00年來近代史

研究的趨勢。呂芳上特別指出由於歷史研究

受到社會科學的影響，特別是在近代史領與

往往需要與社會科學爭取解釋權，使得歷史

學家陷入挪用社會科學理論的限制中，如何

在不同學科競合關係中共榮共存將是未來

重要課題。另外演講中也指出近年來歷史

書寫的多元化，未來歷史學者應該更注意面

對社會大眾的作品，從而加強歷史與現實的

對話。這些內容一方面幫助參與學員注意到

近代史變化脈絡，同時也指出未來要努力的

方向，昭示此次研習營的主軸，也為接下來

10場專題講座奠定基調。

此次研習中有數場專題講座，有別於傳

統講論形式，其採用活潑的表現方式令人印

象深刻。如在「口述歷史與近代史研究」專

題講座中，張力與游鑑明以互相訪問對話的

方式闡述他們的訪問經驗，恰如其分的向學

員們展示技巧運用。兩位學者也提醒學員注

意，口述歷史之目的在於保存史料，而非構

成歷史，因此任何立場強烈的提問都不應

出現，避免誘導受訪者回答。其次，由陳儀

深、林泉忠與許文堂三位學者主持的「東北

亞與東南亞」專題中，討論了近年頗為熱門

的釣魚臺、南沙群島領土爭議問題。三位學

者圍繞著歷史事件、國際法觀點互相提問且

彼此印證，既顯示此一主題的複雜性，也展

現在這類議題中不同學科彼此合作借鑑的

重要。再者，羅久蓉、余敏玲及黃道炫三位

學者利用提問與對談的方式，引領學員思考

「戰爭與革命」的關係，對其歷史解釋展開

反思。誠如羅久蓉所談到戰爭與革命往往相

伴，故過去歷史學家將之視為因果關係，然

而實際上革命之因素往往有其更深遠的脈

絡；黃道炫亦指出戰爭影響甚至讓人忽視革

命的內在變化，這也是近年來抗戰史再思考

的重要概念。另外，「近史所數位資源介

紹」專題則由張哲嘉與孫慧敏分別分享近年

來新技術的利用，包括數位資料的運用、地

理資訊系統的操作等，這些技術的引入，為

將來史學研究帶來新的可能性。這些別開生

面的專題講座形式，既呼應了呂芳上所強調

歷史表述的多元發展，也服膺本次研習營希

望掌握新趨勢與議題之初衷。

除了上述幾個專題，本次研習營更重視

的是在政治外交、經濟與文化等領域的傳承

與創新。首先是政治外交領域，在「近代政

治史研究」的專題中，王奇生談到在晚近政

治史研究以跨時段的努力最值得注意，尤其

是兩岸分治的 1000年，在大陸地區的影響

或許不如過去學者想像的巨大；張瑞德則指

出國家力量在各個領域的影響，特別是有關

經濟發展、環境治理、社會救濟等議題與國

家組織密不可分，因此政治史作為歷史研究

的傳統主題，應積極參與這些議題的討論。

同樣屬於近年來較少青年學子投身研究的

「近代外交史研究」專題，則由金光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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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北洋政府外交系的研究，展現知識分子

群體形成與他們在國政中發揮的作用；另外

張啟雄則以國際關係體系出發，暢談過去與

未來中國在區域國際地位中的角色變化。政

治與外交領域的專題講座，反覆強調這些議

題與當代社會的密切關係，展現歷史學的現

實關懷意義。

同樣與當前社會關係密切的當屬經濟領

域，本次研習營安排了「近代經濟史研究」

及「城市與商人」兩個專題講座加以討論。

首先在「近代經濟史研究」專題中，陳慈玉

從產業與建設的觀點出發，闡述東北重工業

與鐵路建設乃至區域發展的關係，指出其

如何構成東北的經濟基礎；林滿紅則出於

經濟與社會變遷的關懷，討論 10世紀臺灣

出口產業所帶動的變化，對當時乃至今日社

會造成深遠影響；吳景平藉由經濟與財政的

梳理，分析近代複雜的貨幣制度，藉此貫穿

20世紀上半葉的經濟發展。三位學者所討

論的面向，正好囊括經濟史研究的三個重要

基礎，從而凸顯了經濟活動型塑現代社會的

重要意義。另外，張寧與李達嘉主持的「城

市與商人」專題也呈現相同的趨勢，李達嘉

討論從商人群體的形成到都市興起、張寧則

由都市空間之變化與消費文化接受西方文

化的角度，論證新都市面貌與新商人群體的

形成，二者正好是各從不同的方向彼此貫

通，進而形成近代以來的都市經驗。從經濟

領域的專題來看，五位學者的研究從不同角

度彼此加以闡發，涵括了經濟史研究的重要

課題，也顯示經濟活動對型塑當前社會的影

響。

呂妙芬與章清主持的「知識轉型」專

題，亦關注於觀念演變對今日之作用，分別

從明清學術史脈絡及清末新學興起兩的主

題切入。呂妙芬首先談及明清以來儒學的

演變，不同於傳統學術史關心自身脈絡的發

展，而更重視時代變化的影響，同時也介紹

在複雜的學術史研究中跨學科合作之必要

性，可更進一步深化成果；章清則關心清末

政治社會的變革，使得知識關懷轉向，史學

在富國強兵氛圍下被視為是除弊興利的學

門之一。同樣地，在「科學與藝術」專題

中，王正華討論藝術與權力的關係，雷祥麟

討論科學史與醫療史的時代意義，固然這些

新興的研究領域係受到後現代史學的影響，

然其關懷依然圍繞著如何形成當前人類生

活的課題而開展。大體而言「知識轉型」與

「科學與藝術」等主題，是晚近不少青年學

子投身研究的主題，在這兩個講座中顯示這

類研究往往對跨學科知識背景要求更高，也

意味著未來歷史與其他學門的合作研究將

是未來一大焦點。

談到歷史學的跨學科趨勢，則不能不回

顧歷史學的核心之一：人物研究。由黃克武

與潘光哲主持的「蔣介石與胡適」專題，是

近代史研究所資料最為豐富、研究最為透澈

的主題之一。潘光哲首先指出在人物研究，

特別是蔣介石研究中，新史料出現扭轉研究

方向，但是不能一味跟著新材料，必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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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材料之間的考訂，才能回歸歷史研究的

史料根基；黃克武以胡適為例一方面介紹了

海內外研究現況，另方面則指出像胡適與蔣

介石這類對近代歷史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

人物，往往具有複雜的人際網絡，不可忽視

在歷史研究的眾多領域中交纏影響，這也是

人物研究始終是歷史學中心的原因之一。在

跨學科合作、社會科學理論借用當道的今

日，如何在歷史學以史料、人物活動為核

心的學科傳統上，進一步構成自己的研究基

地，實需青年學子們仔細思量。

除了上述專題講座外，另外有幾個議題

也值得注意。首先在「海華與疆域」中，賴

惠敏討論在蒙古的華商經濟活動，實與中原

關係密切；李盈慧對東南亞華僑的研究也顯

示，海外社群對近代中國帶來深遠影響；而

吳啟訥更指出國家的統治力量是由首都向

外輻射遞減，因此討論國家或中央，不能不

注意核心外眾多團體反饋的種種細節。而康

豹與羅士傑針對「宗教史與地方社會」的專

題，則指出宗教是歷史活動的總合，必須放

在社會政治經濟網絡中的一環加以探討。這

些講座強調從不同角度出發來看待歷史，同

時也提出歷史作為一個整體有其不可分割

的特性，不應被學科領域限制。

作為研習的壓軸，主辦單位安排兩場特

殊的專題講座特別值得注意。「薪火相傳」

中特別邀請張玉法、陳永發兩位院士就個人

的治學經驗與學子們分享。張玉法特別指出

歷史尋求的是推動變化之過程、尋求動力之

來源，因此更應該關注影響我們今日生活的

種種重大變革與議題；陳永發則分享其研

究經驗，強調研究者的文獻概念必須極為明

確，材料來源可以無限擴大，但不能違背以

文獻材料為基礎的原則。另外，由黃克武與

章清主持的最後一場講座「海峽兩岸近代史

研究之展望」，則談到了近代史學碎片化的

問題，章清以大陸地區青年研究者講授通史

課程的困境為例，提醒學子們在專精於某一

專題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博通的重要性；黃

克武則勉勵學員在研究中務必勤於動筆，唯

有通過反覆磨練才能奠定長遠基礎。

最後，此次研習活動另一特點，是在晚

間安排學員專題討論，由多位近史所博士後

研究人員主持，由學員個別報告研究計畫同

時互相評論，並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綜合評

論。此次 30位學員提交的論文計畫涵蓋了

近代史各方面，特別是被認為日漸冷門的政

治、外交、經濟史等領域的研究計畫不少，

如在政治史方面有「連死者也屬於國家：從

戰爭烈士看民國時代的國家造成過程」、

「國際革命、地方利益與軍事動員：中共東

北黨務研究 (1020-1000)」等；在經濟史方

面有「中國近代銀行業的公債經營與制度變

遷，1000-1030」、「1030年近代中國國貨

運動的研究」、「近代農業機械產業之發

展」等；外交史方面則有「亞洲冷戰與中

華民國的對亞洲外交政策，1000-1000」、

「100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雙重代

表』試探」等，顯見依然有不少學子對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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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感興趣，以極大熱忱投身研究。

近年來大行其道的文化史、社會史及宗

教史的主題則更多，如「地方人士與晚清地

方知識轉型─以浙江省溫州府為中心」、

「傳統慈善組織的近代變遷─以上海同仁輔

元堂為例，兼與東華三院比較」、「從『化

人』到『劃地』：現代邊疆的形成」、「晚

清民國時期南京的佛教社群與生態」、「現

代性的回響：民國時期的「宗教大同」觀」

等，這些選題大致上以地方研究為基礎，探

討社會文化的綜合發展，反映晚近史學研

究的一大方向。另外受到今年為抗戰勝利

00週年的影響，以抗戰為主題的研究亦不

少，如「抗戰時期延安的知識分子」、「中

共根據地的武裝建設」、「另闢蹊徑：抗戰

時期江浙日佔區的商人、移工與遷徙 (1030-

1000)」等，反映選題與時代的關連外，也

正好呼應了張玉法在講座中勉勵同學，在抗

戰中發生的各種經驗反而值得研究之語。

學員專題討論特出之處有二，首先是研

究生階段較少有機會彼此觀摩計畫乃至互

相切磋計畫內容，因此通過此次討論，可以

幫助學員砥礪。不過也如同康豹在綜合評論

中所指出的，青年學子們務必在計畫撰寫上

下更多工夫。其次，則是許多研究計畫在觀

點、資料等方面有所侷限，而此次研習則提

供同學交流、學者評論的機會，對於改進及

完善研究論文有很大幫助。

三、回響與展望

近年來隨著近代史研究觀點、材料不斷

推陳出新，加之兩岸學術合作日益密切，以

近代史為主題、招收兩岸及海外學員的研習

營活動數量頗為可觀。大致而言，這類研習

活動分為兩類，其一以近代史為主題，廣泛

涉及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等範疇，屬通

論性的研習；其二則以特定方法或材料為主

題，如口述歷史、婦女史或地理資訊系統

（GIS）等。相較於後者強調方法與技巧，

前者展現的是藉由不同領域相互啟發之作

用，以及更偏重於經驗傳承與議題開創。此

次研習營無疑是通論性研習中的佼佼者，所

方安排講座議題多元、重視學者與學員間互

動討論，表現主辦單位掌握「趨勢與議題」

的企圖心。

從參與學員的反映來看，此次研習營的

心得大致有以下幾點：首先在各個專題講座

中幾乎匯集了該領域最重要的學者，對學員

掌握其現況與趨勢幫助甚大。作為通論性的

研習活動，此一特點能迅速幫助學員建立概

念進而觸類旁通，借鑑其他領域的觀點，更

豐富自己的論述。其次，各個講座均由一位

以上的學者擔任，學者彼此間的合作示範，

恰好顯示近年來備受重視的共同研究趨勢，

這一點也對參與學員啟發甚大。再者，在學

員專題討論中也能掌握海內外青年學子選

題或思考的方向，這些選題反映了未來可能

的研究主題，也能建立研究未來合作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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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最後，此次研習安排不少的討論時間，

學員在專題講座中提問、亦可於餐敘時間相

互請益，達到研習營希望學員親炙學者風采

之初衷，令人獲益良多。不過，此次學員提

交的研究計畫落差甚大，則是一個應當注意

的現象。這可能是因為兩岸學界在研究生培

養過程中，甚少注意計畫撰寫技巧所致。然

而在日漸競爭的研究工作中，好的研究計畫

往往是成敗關鍵，因此或許應考慮加強這方

面訓練。

總而言之，做為 00週年所慶活動之

一的「中國近代史的趨勢與議題學術研習

營」，在與會者共同努力下圓滿落幕。此一

近年少見的盛大研習活動，充分達到掌握各

領域議題與趨勢、發揮經驗傳承、及建立人

脈網絡的作用。巫仁恕主持綜合座談時也特

別做了簡單的調查，不少學員對未來繼續參

與此類通論性研習活動的意願甚高，顯示對

青年學子而言通論性的研習活動助益甚大，

故而有其需求。期盼此一美好體驗，能做為

未來此類研習活動之參考，乃至更精益求

精，厚植近代史研究的能量。

研習營活動日程表

日期 /時間 1月 10日（一） 1月 20日（二） 1月 21日（三） 1月 22日（四） 1月 23日（五）
0:00-0:10 開幕致詞 近代政治史研究

張瑞德、王奇生

近代經濟史研究

陳慈玉、林滿紅

、吳景平

知識轉型

呂妙芬、章清

海華與邊域

賴惠敏、李盈慧

、吳啟訥

0:10-10:30 近代史的研究趨

勢

呂芳上

10:30-10:00 茶     敘
10:00-12:20 口述歷史與近代

史研究

張力、游鑑明

近代外交史研究

張啟雄、金光耀

城市與商人

李達嘉、張寧

科學與藝術

雷祥麟、王正華

薪火相傳

張玉法、陳永發

12:20-13:30 午     餐
13:30-10:00 宗教史與地方社

會

康豹、羅士傑

東北亞與東南亞

陳儀深、許文堂

、林泉忠

戰爭與革命

羅久蓉、余敏玲

、黃道炫

參觀國史館與中

國國民黨黨史館

海峽兩岸近代史

研究之展望

黃克武、章清

10:00-10:20 茶     敘 茶敘

10:20-10:00 蔣介石與胡適

黃克武、潘光哲

近史所檔案館、

圖書館與胡適紀

念館的介紹

近史所數位資源

介紹

張哲嘉、孫慧敏

綜合座談

10:00-10:10 休     息
10:10-10:30 學員專題討論

（一）

學員專題討論

（二）

學員專題討論

（三）

晚宴 閉幕致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