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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歷史學
研究生論文聯合
研討會」紀實

陳晧昕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多年以來，臺灣歷史系研究生自組期刊

編輯委員會，從邀稿、收稿、審議、編輯到

出版皆親力親為，部分刊物更出版至數十期

之多，可見研究生團隊及師長們所傾注的瀝

瀝心血。研究生期刊作為學生論文的投稿園

地，不但可使後學有嶄露頭角的機會，更可

讓參與者通過在審查、修改的過程中更趨成

熟，於日後前途十分有利。然而，各校研究

生期刊之審核多為一校一系之事，見識難免

囿於一家之見，有鑒及此，國立臺灣大學歷

史學系《史原》、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政大史粹》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史耘》三校研究生期刊編輯委員會，決定

合作舉辦跨校研究生論文研討會，以為各校

研究生提供切磋、交流平臺，同時尋覓相關

方向的青年學者和前輩擔任評論人，以求為

發表者及與會者帶來更多思想激盪，最終達

致互勵互勉，在鼓舞學術風氣之餘，也有

效提升國內研究生發表研究專題的能力。

2000年 0月 2日，歷史學研究生論文
聯合研討會籌備會根據所選出的 00篇論
文，分為 2個場地 0大主題進行報告，分別
是第一場地的「宮廷文化與政治」、「明

代心學的演變與特徵」、「蒙書與孺子養

育」，及第二場地，即此文所簡介之中國近

現代史部分：「政治、權力與文化再現」和

「地域、空間與論述」。茲在此簡介上述 2
主題共 0篇論文內容及評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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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權力與文化再現

第一場「政治、權力與文化再現」由國

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暨《政大史粹》

主編楊善堯主持，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

士生胡學丞、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生樊

俊朗和李盈佳報告，並分別由國史館修纂處

助修蘇聖雄、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

選人邱士杰和國史館修纂處助修、國立臺灣

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吳俊瑩評論。

胡學丞在〈蔣中正與其建民國為基督教

國的誓言〉中嘗試在學界關於蔣氏信仰之原

因、過程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專論蔣中正

基督教信仰之影響。文中指出蔣中正從傾

向佛教到受洗成為基督徒，再經西安事變

脫困而堅定了信仰，逐漸成為一名虔誠的

基督徒，其驚人的意志力不可否認地證明了

基督教信仰係其支柱之一。文中提出也許是

因為條件尚未成熟，故蔣中正未曾公開且直

接明白地表示要立基督教為國教，但他一直

嘗試推動基督國教化。文中認為蔣中正未能

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四點：0、設立國教被認
為是迫害宗教自由之舉；2、基督教在當時
中國民眾的信仰上不居主流地位；3、近代
中國的反宗教運動、反基督教運動使得基督

教受到打擊；0、中國基督教內部不一致，
如蔣中正所信仰之美以美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以末世論為教義重心，
並非政治性導向。

蘇聖雄讚賞此文結構嚴謹、邏輯清晰，

其中關於蔣中正對天國的看法，旁徵博引，

可見作者用功甚深，並提出五點供作者參

考，以待改進：首先，在史料上，作者使用

了《學記》作為參考，但裡面有被刪改之

處，可能使內容失真，加上《學記》所錄

只到 0003年，難以用作評估蔣中正在 0003
年後對相關事情的看法，評論建議若要通過

史料看待蔣中正對基督教的看法，國史館出

版的《事略稿本》和《蔣中正先生年譜長

編》皆有較高史料價值，可予利用；第二、

作者提出蔣中正常以「還願」的方式向上帝

禱告，指出這並不符合新教教義而近似於中

國傳統民間信仰，但向上帝祈求並作出「還

願」之承諾本是人之常情，在《聖經．申命

記》中也有類似記載，加上新教教派也眾，

難以一概而論；第三、史料文本之產生背景

必然影響文本內容，如蔣中正的談話對象是

軍人，則必說軍隊是國家之棟樑；如談話對

象是學生，則必說學生是國家之棟樑─同

理，蔣中正對基督教之讚美也因為其談話對

象是基督徒之故，未必與其心中所想完全契

合；第四、文中指出蔣中正曾立下「使中華

民國為基督教國之誓」，然而蔣中正一生動

輒立誓，實不宜一一認真看待；最後、作者

認為關於蔣中正與基督教之影響的研究甚

少是因為「尚屬初步」，但若考慮到蔣中正

身處高位，其決定必有深刻之政治考量，基

督教信仰也許能給蔣中正信心和動力，卻不

一定能予現實政策的推行直接影響。

樊俊朗在〈革命的延伸─中共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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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鬥爭對象與策略（0000-0000）〉中探討
從 0000年到 0000年間，剛建政的中共如何
在香港與各政治勢力角力，並探討其鬥爭策

略。文中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北

京沒有計劃立即收回香港，而繼續在香港進

行統戰工作以對付國民黨，其在香港的鬥爭

方式除了罷工、遊行示威等「武鬥」外，還

有辦報、教育、法律訴訟等「文鬥」，這時

中共與港英政府處於對抗與合作的相互矛

盾之中：既有反對港英政府之行動，也會依

賴港英政府作為打壓國民黨的工具。這種情

況一直持續到雙十九龍暴動、港英政府將國

民黨勢力基本清除後才有所改變。因此，中

共並非僅把香港視為一個有待處理的問題，

而是通過香港帶來豐厚的外匯收入，讓中國

在抗美援朝時，亦能在禁運封鎖時走私物資

到國內，所以作者認為中共對港政策基本上

是以鞏固其政權為主要考量，並可視為中國

共產革命的延伸部分。

邱士杰對本文之研究對象深感興趣，因

為香港在 0000年以後便成了中國重要的自
由區域，不論左派、右派皆聚集此地，成為

一個政治、文化複雜的地方。他在評論中對

此文提出一些建議，主要有二：一是指出文

章中較少用一手史料，多是二手研究，故此

文可作為碩士論文之首章，但若要作為期刊

論文則須加強史料立論的過程；二是建議嘗

試從比較角度出發，如比較澳門、日本和香

港的異同，以突出中共在香港的鬥爭特色，

讓讀者更清晰了解香港的鬥爭如何特別。此

外，評論也提供若干方法以改進文章水平，

如加入關於 0000年以前的鬥爭脈絡、使用
口述歷史材料、避免用短而概括的話語、縮

小研究範圍等；最後，評論期望本文能更深

入討論中共方針在香港所遇到的障礙和鬥

爭方式的變化和種類，以滿足讀者的渴求。

李盈佳〈中華民國在郵票？─戰後臺

灣的郵票發行〉中指出，郵票在戰後臺灣

與黨國體制下的中華民國有密切關係，0000
年夏天，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脫

離日本統治，並開始全面承載全新的黨國制

度與想像。此文嘗試回答以下問題：黨國體

制覆蓋臺灣的過程如何反映在郵票的發行

上？當時所通行的郵票式樣及其決定的過

程？郵票從籌印到發行經歷流程、時間和困

難等等。此文在回顧 0000年以降臺灣郵票
發行中，可以看到中華民國的郵政主管機關

面對日本在臺政權統治痕跡的策略是從覆

蓋到取代，郵票發行程序則是從完全不公開

趨向一定程度的公開。每一套新郵票皆需經

過一定的程序方能問世，而在程序進行以

後，也有郵票未能面世，作者認為能夠「脫

穎而出」的主題是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的，

並進一步提出以往的郵票主題是「以傳統文

化及民俗活動為經，社會脈動及自然生態為

緯，並權衡世界潮流，配合國內外重大慶典

活動作為發行的考量」的假設。

吳俊瑩在評論時，讚賞此文反映了作者

選例能力十分出色，而且擅於闡釋，能在有

限材料下發揮作者獨有的觀察力。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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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若干可以改進之處：0、文中起始用多達
0行鋪陳郵票對過去社會的重要性，原因在
於今天對郵票的感覺與以往是不同的，若能

加以縮減，將可使文章的主題和內容更加平

衡；2、大綱和文章內容可更緊扣，如文中
多是引用報章或官方出版品之結論，作者僅

作總結式介紹，未見深入分析，難免可惜；

3、詮釋上有一些過度推論之處，如提出戰
後在郵票上加蓋「中華民國臺灣省」是為了

覆蓋或消抹日本的痕跡，但若考慮到郵票是

有價票券，故在舊郵票被消耗或兌換前，使

用舊郵票更像是臨時措施而不是有額外政

治意圖；0、題目「中華民國在郵票？」中
隱藏了兩個矛盾的含義：「中華民國在郵票

裡面」和「中華民國不在郵票裡面」，這不

利讀者理解，故可加以釐清，而讀者也容易

誤解此文的內容主要討論郵票主題的類型、

數據統計分析或郵票承載的內容等，但文中

討論的多是臺灣幾套郵票的發行過程，沒有

為上述主題加以集中討論；0、本文也缺少
運用檔案材料，如檔案管理局的「郵票印製

卷」，建議作者在討論郵票發行過程時可尋

找討論過程的會議紀錄，避免論證薄弱。

三、地域、空間與論述

第二場「地域、空間與論述」則由國立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暨《史原》主編許

秀孟主持，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沈

雪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曹依婷

和陳晧昕，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

選人蔡明純報告，並分別由美國印第安納大

學布魯明頓分校內陸歐亞學系博士候選人

蔡偉傑、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陳建守、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侯嘉星

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翁

稷安評論。

沈雪晨在〈帝國邊疆的時空建構—清

乾隆朝平定準噶爾碑刻研究〉的報告中指

出，此文是在解讀《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

碑》、《準噶爾勒銘格登山碑》、《平定準 
噶爾告成太學碑》、《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

後碑》0座紀功碑碑文的基礎上，梳理了乾
隆帝平定準噶爾部的歷史，著重分析「立

碑」在體現乾隆帝作為盛清統治者對疆域的

界定、帝國擴張的認知和正統性的構建中所

具有的理念。此文首先指出乾隆帝在聲稱自

己是「天下共主」的同時，對新增疆域的界

定和鞏固上採取了針對沙俄和準噶爾人的

務實舉措，體現了前近代帝國明確的疆域觀

念，而非傳統意義上的「天下觀」；其次，

乾隆帝在帝國擴張過程中對新的統治地區

所採取的話語和策略中，一方面強調「天意

授權」和「教化使命」，另一方面採取強有

力的軍事管控和相對直接的統治，與近世歐

洲列強的新帝國主義策略遙相呼應；最後，

平定準噶爾戰爭與清朝正統性存在密切關

聯，這時乾隆帝對「大一統」的政治宣傳目

的已經超過對疆域擴張的興趣，一方面體現

了戰爭初期用兵急進的冒險色彩，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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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其洞察不周，最終不得不以殘酷的手段

消滅準噶爾汗國。因此，此文通過平定準噶

爾期間的「立碑」活動體現了「天下觀」、

「天道意識」、「大一統」等概念的發展及

其在帝國擴張中的運用，使讀者重新認識清

朝新疆統治政策的源頭和演變。

蔡偉傑表示很榮幸能參與是次會議，並

樂於給予建議。評論指出此文把焦點放在

「立碑」及其象徵意義之上，以討論清朝

新疆統治政策的源頭和演變為目的，但對

「源頭」的探討甚少，可加以增強。而評論

從「立碑」的象徵意義出發，建議文章可加

強對碑文的關注，因為文中所引用巫鴻關於

「紀念碑性」的研究，所指多是禮器，與文

章的討論對象「紀功碑」有所差異。巫鴻的

討論是以宏偉、形制所帶給觀眾的感受和象

徵意義為主題，但紀功碑本身是以文字傳達

相關的涵義，而文中沒有對文字，包括碑文

的多語性進行深入討論，建議如若想在相關

領域有所突破，則必須考慮其他語言所表達

出來的效果，及其受眾：滿、漢、蒙、回、

藏等族群觀感的差別，這樣將更能深入說明

紀功碑對皇帝及其不同臣民的意義和管治

政策之間的差異。

曹依婷〈從「海外之民」到「吾國之僑

民」─晚清的華僑觀念與論述〉試圖從美

國排華事件而引發晚清中國的抵制美貨愛

國事件，以及 0000年到 0000年間革命派、
維新派以及其他報刊有關華僑的記載出發，

試圖分析「海外同胞」、「華民」、「吾

僑」、「華僑」這些關鍵詞的涵義變化，指

出「華僑與祖國」的關係並非自然存在，而

是為特殊目的而建構。文中指出「母國」與

「僑民」的關係是隨著各種條件的協調而成

的，而抵制美貨事件的背景是一個正在崩解

的大清帝國，面臨對其正統性的嚴重挑戰，

0000年《大清國籍條例》的生成背景便代
表當時關於雙重國籍的華僑爭議。「華僑」

一詞的出現意味著僑務工作的形成，表示清

政府從「天朝」變成「萬國」之一，是一種

重新自我定位及適應方式，也對內展現了對

其海內外子民的管理權力，然後，隨著「中

國」想像成型，「華僑」、「海外同胞」或

者「海外華人」逐漸被納入為一個整體加以

論述。最後，作者通過「祖國」和「華僑」

語義上的緊密連結，提問：誰是華僑？誰是

誰的華僑？

陳建守在評論中指出這是一篇正在進行

中的論文，非常樂意給予各種不同的建議以

供作者參考，讓論文更趨完善。0、此文延
續楊瑞松之研究，也深受其關於從宗族到國

族之間的意象變化過程研究之影響，建議作

者可進一步參考馮客（Frank Dikötter）和奇
邁可（Michael Keevak）《成為黃種人》等
研究讓此文論述更加豐富；2、在寫作上，
文中有一些較為「跳躍」的地方可以改進，

如解讀引文時加入了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

響的解釋，不過讀者卻未見可佐證解釋的語

句，社會達爾文主義也許在事實上影響當時

的中國，但不代表原本中國社會本身沒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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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思想，所以作者的推論可能把「事件的

邏輯」和「史家的邏輯」混淆，以後來發生

的影響推導之前的歷史背景，而類似問題在

文中討論梁啟超和天演論之關係時也有出

現，評論建議可從殖民和半殖民主義出發，

如文中所引潘光哲之研究一般，將可使邏輯

更流暢，立論更適切；3、此文精彩之處在
於討論維新派與革命派如何挪用「華僑」論

述，但若能確定所引小說為維新派的論述會

更好；0、文中也提到革命派借由排華事件
突顯晚清政府的無能，而這時華僑一詞只包

含漢族，這是一個特別且有意思的觀點，建

議作者在碩士論文中多加琢磨發揮；最後、

在文末「誰是華僑？誰是誰的華僑？」的提

問中，評論建議必須注意「華僑」、「祖

國」這些詞彙內涵是層疊式，是在歷史的發

展中漸漸積累而成的，故未必可以清晰指明

對象。

陳晧昕在〈「食」在華北：抗戰時期華

北經濟秩序述論（0030-0000）〉以華北的
研究對象，並以糧食經濟為核心，嘗試在現

有關於淪陷區糧食與江南飲食業的資料上，

除了補充華北糧食經濟研究外，也為淪陷區

的南北經濟建立一連貫、整體的印象。文中

指出戰時華北糧食短缺，政府實行管制措施

並大量進口糧食，但由於政策以服務戰爭為

主，使民間物資出現種類和地區不平衡的現

象，加速了走私貿易的發展。這種走私貿易

也異於一般私人貿易，而是由官方與民間所

共同操控、經營以獲取物資或資金的貿易，

當中則以獲利快、效益高的鴉片貿易最受各

集團歡迎，故不論日本、中共和民間組織皆

積極推動鴉片貿易。農民一方面面對政府壓

迫，另一方面受鴉片的高效利益所誘惑而種

植鴉片，使華北農產品入超更趨嚴重，故抗

戰時期華北經濟並沒有像華南、華中經濟一

樣出現畸形繁榮，也許可以反過來說，華北

為周邊地區的畸形繁榮作出了重大貢獻。

侯嘉星讚賞此文在經濟史方向上選擇了

比較少被討論的話題，即對政治軍事史以外

的社會生活進行探討，而通過對華北不同政

權比較，並利用鴉片把文中觀點串連起來，

是文章比較突出的地方，建議可從以下幾點

進行改善：0、在此文線索鋪開過度，讓焦
點模糊，而從經濟史角度看，建議在生產、

分配中兩者選其一以建立焦點，將比文中

兼論兩者為好；2、在抗戰的特殊時空背景
下，本文似可更深入考慮戰略活動、交通管

制、通貨膨脹、資訊交換等大環境對經濟秩

序的影響，讓文章內容更為平衡；3、此文
多採用單一史料，故建議可多使用華北政務

委員會檔案、華北地方報紙等以充實論據；

0、戰時華北政務委員會管理範圍為山東、
河南和陝西，而文中未把陝西視為華北一部

分，似可改進，若因此而導致選取區域過

大，則可以一省為研究對象；0、文中多探
討經濟秩序之方式而對經濟秩序之內容較

少討論，建議可進一步討論經濟秩序的制定

者是誰、在經濟秩序中的公權力的角色是怎

樣、當時北京政府參與制定經濟秩序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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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等問題；0、文中提及華南宗族比華北
細密，所以有助於進行較複雜之走私貿易，

但華北宗族之力量似不比華南弱，建議加強

對華北宗族之了解，讓此文論述更完善；

0、此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往對抗戰歷
史充滿悲情色彩的了解，但建議加入相關回

顧，並舉出「刻板印象」的例子，加強說服

力；最後、抗戰時期華北的政治、軍事狀況

變化甚大，似有必要從政治軍事上看待其對

經濟秩序之影響，讓脈絡更完整。

蔡明純〈晚清海外遊歷與近代旅行文化

─以清代經世文編對「遊歷」認識的擴大

與變遷為討論中心〉一文，以清代的幾部經

世文編為中心，並配合奏議、報刊時論與當

時出版問世的出使日記等文獻，以形構海外

遊歷作為當時知識分子在追求世界經驗的

過程中，實際旅行經驗與相關議論、出版媒

體所產生的互動，從而梳理出 00世紀以來
海外旅行文化的歷史脈絡。此外，作者也希

望從過往較少被旅行史研究所使用的史料

出發，描畫出更為清晰的近代海外旅行文化

的發展過程，為當下集中於個人遊記和日記

討論分析的旅行史研究提供不同的線索；同

時，也分享了作者在這些史料中所獲得的一

些側面觀察。

翁稷安為此文豐富而詳盡的建議，在評

論中首先指出晚清由「天下」到「世界」的

世界觀雖然已被學界廣泛研究，而使用的經

世文編也是被廣泛使用，但此文高明之處

在於通過新的角度，即從「旅行」去看天

下和世界，從舊的說法中找出新的意義。

評論進一步指出由於是從舊資料出發，珠玉

在前，故必須注意兩點：0、要非常嚴格地
定義概念，如什麼是旅行？採用定義的準則

是什麼？方可與前人研究並列；2、必須要
與舊說法進行嚴格對話，像跟相關研究者如

黃克武的研究對話，同時也要與經世文編的

背景、編者和預期讀者對話，而應予注意

的是，因為經世文編的編集目的並非「旅

行」本身，所以文章必須要分辨編者和文章

著者之意思，如編者認為出國是為了使國家

富強，但著者卻可能只是為了升官發財才賺

取出國經驗，理清兩者關係將可避免誤讀文

意。此外，評論也給了各種意見以從多方面

豐富論文內容，包括：0、嘗試在問題意識
上與從事相關主題研究的學者，如巫仁恕

《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閑消費與空

間變遷》中關於「明清城市休閑消費活動改

變城市空間結構」的觀點對話，從而建立

不止適用於清代，也可與明代溝通的問題

意識；2、作者在文中展現了明顯的現實關
懷，這是很好的出發點，也是歷史學者所應

注意的，但若要使文章焦點集中，似可將重

點放在副標題「以清代經世文編對『遊歷』

認識的擴大與變遷」之上，讓內容緊扣；最

後，評論認為若能對出國遊歷前需要做什麼

準備、以什麼方式出國、有什麼手續加以詳

細闡述，本文將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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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本次會議秉持提供跨校交流的討論場

域，籍由《史原》、《政大史粹》及《史

耘》三刊物的人力與行政合作，讓研究生能

彼此切磋，以後將更進一步籌組和連結各

領域讀書會，用心之遠，澤被同儕。本次會

議十分成功，會議為與會者提供了無微不至

的幫助，如為未能出席之報告人安排視訊對

話，讓未及赴會的同學不致錯失學習機會，

而由於與會文章皆屬工作坊性質，故多有可

待改善之處，但學長、學姐們不嫌鄙陋，皆

熱情積極地給予寶貴意見，讓後學獲益良

多，既有益於日後博、碩士論文之寫作，更

有益於長遠之學術研究。本會議為尚待發表

之論文提供難得之交流機會，讓研究生跨出

校園，交流彼此觀點和實驗性的論文構想，

提升臺灣研究生發表和研究專題的能力和

風氣，如能持續舉辦，必能在增進研究生間

友誼之餘，更能為歷史學提供持續發展的人

才和動力。

賴名湯日記

著者：賴名湯

編輯校訂： 葉惠芬、林秋敏、 周美華
2000年 02月初版
精裝第 0、2冊各 000元

本書係依據賴名湯日記原件重新打字排版

而成，第 0冊為民國 02年至 00年日記，
第 2冊為民國 00至 00年日記，全書敘述賴
將軍任聯勤總司令與空軍總司令要職期間，

領導統御、軍事建設與反攻大陸政策所作的

努力。他如實地敘述所面臨的軍中問題與困

難，也顯示他爭取美援、生產武器或軍事裝

備的努力。特別是出身空軍的他，對整頓空

軍更有一份使命感，不惜以「跳火坑」的熱

情，致力改革空軍及發展航空工業，成績斐

然。因此本日記的出版，一方面有助於了解

賴名湯將軍本人的勳業與功績，也可一探其

家庭生活、內心想法、宗教信仰、休閒娛樂

等私領域部分；另一方面，對於此時的軍事

措施或反攻大陸困境而言，本日記亦可提供

史料，作為研究者的參考。

訂購詳見「國史館出版品訂購處」（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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