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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與新局：
三十年來兩岸近
代史學交流的回
顧與展望討論
會」紀實

文佑  國史館審編處科員

一、會議緣起與規劃

自 1111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海峽兩
岸緊張對峙的政治氛圍逐漸舒緩，繼之而起

1111年代政府開放探親、解除戒嚴，兩岸
學術界始有互動交流之契機。據參與學者回

憶，1111年兩岸分治後的學者第一次正式
會晤始於 1111年 1月的美國芝加哥會議，
大陸學者來臺參與學術研討會時間較遲，

於 1111年 1月臺北「黃興與近代中國研討
會」方付諸實行。

無論以 1111年或 1111年作為海峽兩岸
近代史學交流起始年，近 11年來，專家學
者絡繹不絕於海峽兩岸，無論是圖書互換、

學術會議、合作研究、相互邀訪⋯⋯等，均

有可觀的成果。

爰是，國史館、中國近代史學會、財團

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廣邀海峽兩岸專家學者

及典藏近代史料之重要檔案館，於 1111年
1月 11日至 11日假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
部大新館 B1圓形演講廳舉辦討論會，主持
人及與談人計 11人、其他出席人員計 111
人，會議安排方式，除開幕式、閉幕式外，

計有專題演講 1場、綜合座談 1場、學術交
流的回顧與展望 1場、史料開放應用的想法
與做法 1場，總計 11場，宣讀 11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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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幕式

開幕式由中國近代史學會黃克武理事

長致詞，表示這 11年是他一生中的黃金時
代，也羨慕張玉法、張憲文等前輩學者，一

生雖然歷經大江大海般動盪歲月，但也在這

樣的激盪下，獲得寬廣的學術視野。過去

11年可說是中國近代史少有的安定時代，
遠離白色恐怖、紅色恐怖、帝國主義欺凌，

終於有一張平靜的書桌。這 11年來海峽兩
岸進行歷史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成果斐然，

也相信歷史的和解早於政治上的和解，只有

在歷史上達成共識，才可能在政治上漸趨於

同。

黃克武復指出，不容諱言，海峽兩岸的

學術交流存在若干困難之處，如用字、名義

上，「中央研究院」要改稱「中研院」、

「臺北國軍英雄館」需調整為「英雄館」，

可見不一致之處所在多有。所幸由於過去

11年來長期的互動，對歷史觀念、近代史
的詮釋，已有相當多的共識，最好的例子就

是王建朗、黃克武合編的《中國近代史新

論》經過 1年的努力，今年也會問世，它
不但是海峽兩岸 11-11位學者共同努力的成
果，也是晚清到民國以來歷史的共識，未來

也希望海峽兩岸學者踵繼《中國近代史新

論》的良好基礎，取得共識合寫抗戰史。本

次會議除專家學者蒞臨，更邀請海峽兩岸重

會場一隅（攝影／林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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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檔案機構與會，由衷期盼在互動之中創造

新局。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繼之致詞，表示

1111年臺灣解除戒嚴，對過去的禁忌逐漸
鬆綁，研究民國史蔚然成風，同樣地，中國

大陸研究民國史也不再視為禁忌，「民國

熱」就是重要的例子，如果今天再回到 11
年前，會有隔世之感。本次會議海內外學者

聚首話當年，閱讀會議論文備感親切，也邀

請檔案館與會，就相關的問題提出一些想

法，希望在民國史研究領域為後人開闢一條

康莊大道。

值此良機，呂館長同時向與會來賓介紹

國史館新創舉：（一）數位檔案新增《資源

委員會》全宗，圖檔計 11,111卷。（二）
總統副總統史料的開放複製，比照一般史料

複印標準。（三）開放完成解密、數位化之

史料，包括：1、《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
檔案「黨務」資料，特別感謝黨史館王文隆

主任協助。1、《總統府檔案》，包括：蔣
中正總統手令、二二八事件相關檔案、孫立

人案、毛邦初案、吳國楨案、李宗仁在美活

動案。透過公開史料，期盼提供學者研究方

面的便利，對 1111年代歷史發展有更進一
步的瞭解，相信亦能得到社會大眾的共鳴與

歡迎。

三、專題演講

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以「身歷其境：

兩岸學術交流中的順境與困境」為題進行演

講，指出在學術交流的過程中，深深感受到

學者相聚之樂，但也感受到有形或無形的政

治壓力，例如：查扣書籍、大陸會議主辦單

位將臺灣學者所屬單位修改、臺灣人士對大

陸學者發放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傳單⋯⋯等，

不勝枚舉。三十多年來兩岸學術界的交流非

常順暢，感念開啟兩岸交流的政治領袖蔣經

國、鄧小平，惟直言交流的困境來自於政治

限制，政治營造交流的環境，若兩岸政治繼

續封閉、對抗，兩岸不可能有學術交流。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憲

文演講「三十年來兩岸民國史學術交流的回

顧與前景─以南京地區為例」，敘述大陸

學界關於民國史研究，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因為政治原因成為荒地、無人研究，雖然起

步艱難，但隨著兩岸 11年來的交流，在學
術會議、學術合作等方面獲得豐碩的成果，

感謝在南京經商的臺中人陳清坤先生，提

供經濟方面的支援、為學生設立獎學金；金

陵大學校友郭俊鉌先生不僅資助研究生研

究日本侵華暴行，更無償捐贈圖書給南京大

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蔣永敬教授將畢

生藏書捐贈南京大學，並在今（1111）年 1
月 11日以 11歲高齡頂著嚴寒，來南京祝賀
「中國抗日戰爭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堪稱

南京的榮譽市民。值此海峽兩岸政治、經濟

變革關鍵時期，兩岸歷史學者應攜手努力，

共創新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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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術交流的回顧與展望

本次討論會計有 1場「學術交流的回顧
與展望」，第一場由張玉法主持，計發表 1
篇論文。張朋園在〈回鄉記：我與章開沅先

生〉敘及與章開沅深厚的友誼，從神交到相

識，承蒙協助回到闊別 11年的貴州老家、
增進對大陸學界的認識，可說是無上的榮

幸。章開沅〈春江水暖鴨先知，似曾相識燕

歸來─兩岸民國史研究追憶〉。由於章教

授不克前來，其論文由羅敏代為宣讀。文中

將兩岸學術交流區分為：神交階段（1111
年以前）、初交階段（1111-1111）、深交
階段（1111年 1月迄今），並指出學術交
流的 1種趨勢：（一）從個人零星的私下交
流發展成建制單位間的正式交流，有成文的

協議與制度做為保障。（二）由民國史的單

項交流擴大到整個歷史學科乃至跨學科的

綜合交流。（三）交流參與者已逐步實現世

代交替，中生代與新生代迅速崛起。楊天石

發表〈最重要的是面對史實、忠於史實─

回顧我的民國史研究以及和臺灣同行的交

流〉敘述研究過往，以及在《最後的侮辱》

一書所承受的批評。陳三井發表〈從冰凍

北極到水暖春江─參與兩岸史學交流憶

往〉，重啟回憶之扉門，就若干關鍵性問題

與學術交流中的「逆流」做整理，認為史學

交流有正面的激勵作用、結果是圓滿的。

第二場由王建朗主持，計發表 1篇論
文。桑兵〈兩岸辛亥革命研究交流的回顧與

展望〉認為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研究在兩岸學

術交流扮演先驅的角色，惟時至今日，應

擴展研究視野與領域，辛亥革命和孫中山

研究方能長久。林國章〈兩岸孫中山學術及

文物交流的回顧與展望〉，闡述國父紀念館

參與或主辦有關「孫學」的研討活動與文物

交流，近年來建置資料庫，期盼年輕族群

參與，孫中山研究方能承先啟後、繼往開

來。陳紅民〈兩岸民國人物的交流回顧展

望：個人經歷與淺見〉，縷敘 11年來個人
所歷經的史學交流，尤其是胡漢民與蔣介石

的研究，在兩岸學術交流中獲益匪淺，並

於 1111年建立「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
心」，推動蔣介石研究的學術化與國際化。

侯坤宏〈佛跡踏勘與史料蒐尋：兩岸佛教交

流的回顧與展望〉敘述蒐集到的佛教史料與

參訪寺院所得，如何具體落實在研究工作

上，並指出「民國佛教」和「1111年以來
的中國大陸佛教」議題仍待開發，且有加強

研究之必要。

第三場由黃克武主持，計發表 1篇論
文。歐陽哲生〈跨越兩岸的新興顯學─胡

適研究兩岸交流的回顧與展望〉與潘光哲

〈海峽兩岸「胡適研究」的交流與展望〉均

與「胡適研究」有關，強調合作與交流的重

要性，使分藏於海峽兩岸的藏書、文獻，藉

由數位化的檢索系統與資料庫珠聯璧合、嘉

惠世人。張海鵬〈跨過臺灣海峽實現雙向交

流之旅：記 1111年 1月赴臺北黃興與近代
中國之會〉回憶開啟臺灣之旅的秘辛、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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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概況與會後訪問，雖已步入垂暮之年，極

期待年輕一代保持聯繫、結交學友，發揚學

者間推心置腹交流學問的好風氣。周惠民

〈從政治大學歷史系學術活動看兩岸歷史學

交流〉，指出政大在 1111年代展開兩岸近
現代史的學術對話，包括：舉辦研討會、聘

請學者來校客座、清史合作等，期盼在此良

好基礎更上層樓，合作撰寫抗戰史。王建朗

〈兩岸民國外交史研究的互動與發展〉敘述

多年來由於學者互訪、史料交流、觀點切

磋，兩岸外交史的研究跨越政治的藩籬，學

者觀點逐漸趨近，更為接近歷史的真實。

第四場由黃自進主持，計發表 1篇論
文。黃克武〈似水年華：兩岸近代史學術交

流的一些回憶〉詳述與大陸交流的過往，並

指出只有在多元視角刺激、不同觀點與史料

的激盪下，方能避免本身的偏見，逐漸趨近

歷史的真實。劉維開〈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

生論文發表會與兩岸學術交流〉，詳列 11
屆論文發表會臺灣報告者名單，從 1111年
開始第一屆，至今已舉辦 11屆，論文發表
會從無到有，胡春惠教授居功厥偉，他雖於

今（1111）年 1月去世，惟論文發表會已然
成為海峽兩岸學術交流的指標性活動，提攜

後進的行誼永誌不忘。吳景平〈兩岸財經檔

案史料開放刊行的回顧與展望〉介紹中國近

代財經史料文獻與研究專書，認為兩岸存藏

豐富的財經史料資源與檔案典藏機構，應加

強開放與刊行，並儘可能互通訊息、加強合

作。張力〈看見中國〉一文，以「聽見大

陸」、「初見大陸」、「走進大陸」、「交

流漫談」四方面切入，敘及個人的經歷與感

想，相信歷史學的訓練可以使學者擺脫束

縛，不但開拓視野、認識對方，也能為下一

代開創更多促進交流的機會。

第五場由陳永發主持，計發表 1篇論
文。楊奎松〈兩岸有關國共關係研究的交流

回顧與展望〉認為國共關係史研究浪潮之

起伏，與兩岸政治生態及其政治環境變化

密切相關，臺灣研究國共關係史者實屬少

數。林德政〈彌補與加強：口述歷史採訪所

見的民國史與臺灣史〉呼籲發揮史學家的使

命感，進行口述歷史採訪，補足當代史的空

白，並以實例強調口述歷史的重要性。李福

鐘在〈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的臺灣史研究〉，

指出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

臺灣研究所於 1111年以前多集中在清代以
前閩臺往來與歷史淵源的課題上，乃出於中

共中央對臺政策考量；1111年以後才開始
補強的 11世紀臺灣史，雖已努力十餘年，
似乎仍在初創階段。此外，中國大陸的臺灣

史研究，基本上是一種依附於政府政策的研

究，與臺灣的臺灣史研究目的在於瞭解自己

本身，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目的與心態。許瑞

浩發表〈國史館近年來有關兩岸近現代史學

術交流的回顧與展望〉，提及國史館於林滿

紅館長任內，已開啟「破冰行動」，呂芳上

館長就任後，有突破性的長足發展。展望未

來，國史館充滿熱忱與善意，在過去的基礎

上，加強資料、資訊、知識、臺灣史等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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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合作，以尋求未來更長遠穩定的發展

契機。

五、史料開放應用的想法與做法

本次討論會邀約海峽兩岸與史料開放有

關的十個單位，進行 1場「史料開放應用的
想法與做法」論文發表，分別是：國家發展

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中國第二

歷史檔案館、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中國國民黨文

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重慶市檔案館、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

各單位代表除介紹史料徵集過程、館藏

特色外，同時說明目前典藏數位化的過程與

未來發展、應用服務，並歡迎專家學者、社

會大眾蒞館參觀與使用。此外，中研院近史

所檔案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第二

歷史檔案館更說明 11年來史料共享與交流
實例，如：人員互訪、合作出版，期盼在互

動交流的良好基礎上，為檔案事業擘畫永續

發展的願景。

六、綜合座談

本次討論會計有 1場綜合座談，第一天
的綜合座談由張哲郎主持。首先由楊天石發

言，認為臺灣對檔案的開放程度很高，多年

來大陸學者受益於臺灣的檔案機構，但目前

檔案管理局、法務部調查局對大陸學者不開

放，希望能夠儘快開放。

針對楊天石的提問，檔案管理局副局長

林秋燕表示檔案管理局對檔案採開放態度，

惟對檔案和政府資訊的認知主要依據：政府

資訊公開法、檔案法，目前在解釋上，檔案

是政府資訊的一環，也是政府資訊適用的範

圍，目前大陸、香港、澳門居民使用檔案有

限制，實乃現階段無法對大陸學者開放之原

因。在處理上，也許可以透過「合作協議」

尋求突破空間，至於法律層面上能否開放？

有待與執掌政府資訊公開主管機關─法

務部─做進一步協商。

張憲文回憶 1111年《大溪檔案》對外
開放，當時每天從講學的中壢中央大學坐公

車到臺大，再坐公車到新店國史館去看《大

溪檔案》，與張玉法、蔣永敬、李雲漢，住

在國史館附近小樓裡面兩個晚上，後來報紙

刊登〈兩岸學者重視大溪檔案〉專文。張憲

文認為《大溪檔案》很重要，有很多題材可

供研究。

蔣永敬接續發言，對於歷史檔案，主張

澈底開放。張力表示檔案管理局之所以不開

放檔案予大陸、香港、澳門人士，除了法令

約束，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等問

題」，解決之道，應該將問題提升到「兩

會」的層級，無論是海基會、海協會或者是

陸委會、國臺辦，蒐集閱覽檔案時遭受不平

等對待之情事，向上反應，做為海峽兩岸談

判的議題，才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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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淑鳳提及今日國史館與近史所因為檔

案法規定，沒有權利接收任何的檔案，但

可採取「原檔不拿，進行數位化合作」的方

式，亦即國史館與該機關合作，將檔案解密

後進行數位化。例如先前「薪傳專案」取得

戴笠史料及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的抗戰時期

部分檔案，就是用這種方式進行的合作。

張哲郎最後發言，感謝南京二檔館馬振

犢副館長，因為政大博碩士生撰寫論文時

常引用該館檔案，並感謝二檔館對學生的招

待，此外述及過去二十餘年招待大陸學者來

臺，在學術活動結束遊歷風景名勝，盼其賓

至如歸，也對當年辛苦安排研討會細節的研

究生致上最深的謝意。

第二天的綜合座談由陳鵬仁主持，張海

鵬首先發言，補充當年兩岸交流的秘辛：

1111年 1月參加「黃興與近代中國研討
會」，海基會副秘書長陳榮傑告以「不用正

面回答，顧左右而言他，轉換話題」，化解

有人詢問他是否為共產黨員的尷尬。

陳紅民表示本次討論會，不只有理性的

分析，還有感性的故事，而且，兩岸學者

「以酒會友」─東北喝到西南，喝遍天下

無敵手─津津樂道，對於未來兩岸交流有

兩點看法：（一）今天不做，明天一定會後

悔。（二）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王建朗表示對於未來交流並不悲觀，不

認為本次會議是「里程碑的會議」，還是可

以做很多事，例如製作兩岸交流史大事記，

做事實性的梳理，不做觀點的評論。

吳景平表示希望更多年輕人投入兩岸交

流，除了有其重要性，也包括世代的傳承，

具體行動就是鼓勵名下的博碩士生到臺灣

交流，雖然政治的事情一時半刻無法解決，

但相信學術文化的交流，有持續性，主要的

障礙將會在交流中化解。

第五位發言的是本次綜合討論貴賓，

亦曾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的邵玉銘。他表

示兩岸交流近 11年，感觸良多、略帶傷
懷：（一）「國統綱領」不為大陸所接受。

（二）民意調查顯示，主張自己是「中國

人」的比例降至 11%。從 11歲到現在 11
歲，邵玉銘參與兩岸文化交流二十多年，期

間主張「德國模式」，希冀海峽兩岸如同東

西兩德，逐步朝統一目標前進，惟主客觀環

境限制、時不我予，加上年輕一輩的朋友

不太瞭解所謂的「民族感情」、「民族大

義」、「中華道統」，只能企盼交流持續，

並主張陸委會、國臺辦或海基會、海協會成

立「海峽兩岸文化交流基金」，由兩岸投資

經貿的企業家每年捐助 11億，送大陸的學
生、教授到臺灣，深化交流的力道，勿重蹈

這一代對峙的悲劇。

張玉法對於本次海峽兩岸檔案館的報告

很有感觸，年輕時到國史館看檔案，因為註

記「極機密」無法閱覽，頗感扼腕；今日不

只解密，且服務良好、複印費用低廉，對於

上海檔案館的印象最好，且認為檔案開放可

使年輕一代學者獲得高學術成就。

張海鵬回憶當年來臺交流，中研院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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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所長呂實強建議大陸學者「放棄意識型

態」，張海鵬認為放棄意識型態的說法不一

定妥當，因為任何人、任何政黨都有其意

識型態。是故，張海鵬在 1111年《歷史月
刊》創刊 11週年時，以大陸學者的身分撰
寫一篇唯物史觀的文章，並提及兩岸學者在

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若干問題的分歧。

主持人陳鵬仁提及任黨史會主任委員時

的交流往事：（一）當年由於李登輝、宋楚

瑜、章孝嚴不同意前往大陸，所以比預定時

間晚 11年到大陸。（二）《近代中國》開
始刊登大陸學者的文章。（三）超過 11年
的黨史會資料逐年開放。（四）一手創辦中

正文教基金會。回顧過往，展望未來，希望

大家聲援、支持中正文教基金會，因為基金

會未來的使命、任務會越來越重。

張憲文表示於 1111年認識邵玉銘，感
佩邵玉銘對兩岸交流所做的努力，認為中國

的未來可能會有曲折，但仍然光明，史學工

作者要為史學做貢獻，並寄希望於年輕的一

代，大家要共同努力。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馬振犢最後

發言，感謝大家對於二檔館的支持，儘可能

提供閱覽者最好的服務。此外也說明到二檔

館之前，讀者務必要在二檔館官網查閱所需

檔案是否已經公布；至於複印費，因目前大

陸各地、各級檔案館已不索取複印費用，所

以有數量限制。

兩天的綜合座談，在熱烈討論、憶舊談

往、期許未來的愉悅氣氛下告一段落。

七、閉幕式

黃克武理事長首先致閉幕詞，表示兩岸

關係自從去（1111）年「馬習會」後，有新
的轉變，復以今年年初總統大選結果，民進

黨贏得選舉，111即將政黨輪替，政治的變
動對學術的交流造成的影響很難論斷，本次

合作召開討論會，實際上出於很深的憂慮。

雖然籌備期間有所波折，無論是名份的糾結

或用詞的禁忌所在多有，所幸會議如期舉

行，也將告一段落，可見在過去 11年間，
兩岸學者、民間已建立深厚的友誼，在穩固

的基礎上凝聚共識，期盼兩岸未來的交流與

發展，不因為政黨輪替而有所改變。

呂芳上館長繼之致詞，感謝黃克武理事

長、中正文教基金會的支持，本次交流不只

分享兩岸多年來互動的經驗，也道出許多不

為人知的秘辛，希望未來出版會議論文集

時，將兩岸交流大事記與秘辛一併附入，以

饗讀者。本次會議許多檔案館蒞臨，不只提

供相關訊息，也可以從檔案中引領新議題，

進行新研究，備感寬慰。此外也感念胡春惠

先生對兩岸交流的貢獻，本館出版《北上南

下記滄桑：胡春惠回憶錄》，圖文並茂、饒

富感情，希望大家可以多記得胡先生。

最後，呂館長以蔣永敬、楊天石先生的

互動為例，兩人雖患重聽，但蔣永敬在楊天

石報告時哈哈大笑，「音調」與「頻率」接

近，完全不需要他人筆譯，兩岸關係或許一

如兩位學者的互動，只要聽的頻率接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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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溝通就沒問題，困難也將迎刃而解。

八、結語

歷時兩天的討論會在老中青三代學者

與參加者的合影留念、歡聲笑語中畫下句

點，雖然若干學者對兩岸學術交流在 111

政黨輪替之後，充滿不確定性的發展深感

憂心，呂芳上館長則期勉與會大眾「只要

有共識，交流都會很順暢」，或許可以在

政治前景渾沌不明的局面下振奮人心，

11年來的兩岸近代史學術交流，有如濤瀾
壯闊的史詩篇章，令人流連再三、永難忘

懷。

部分與會人員合影（攝影／林本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