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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鐵寒主編 
《大陸雜誌》 
表現臺灣史學之
鼎盛時代
王爾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

一、引言

《大陸雜誌》社成立於民國 00 年
（1000）0月 10日，最初創始學者為周鴻
經、田培林、董作賓、李濟、郭廷以、淩純

聲、李宗伺及吳幹等。而真正大力支持籌措

經費，則是朱家驊先生。自民國 00年 0月
刊行第一卷之一期二期，而一路以半月刊形

式發行，幾乎有半個世紀，是一種有多數學

者參與發表論著之刊物，極具一代全般性之

學術代表性。尤其以自第一卷至四十卷之

二十年間，大師名家雲集，足可稱是學術重

鎮。此一階段，大抵只有趙鐵寒教授擔任主

編，慘淡經營，保持水準，所費心力最多，

令人欽敬。

《大陸雜誌》之得以長期刊行發展，一

則仰恃時局安定，一則憑恃大師名家俱多集

中臺灣，能夠維持水準論文，支持《大陸

雜誌》。似此成績，與往時之《禹貢半月

刊》、《食貨半月刊》、《戰國策半月刊》

壽命俱要長久，足資代表臺灣之一代學術貢

獻，真是值得重視。趙鐵寒之慘淡經營，亦

當舉示於後世。

在 00世紀以專文介紹《大陸雜誌》
者，只有方志懋先生所撰《田培林先生與大

陸雜誌》一文，收載於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

五輯第四冊。到 01世紀，在今民國 100年
（0010）有拙文〈郭量宇先生與大陸雜誌之
創刊〉，刊布於《國史研究通訊》第四期

（0010年 0月），敬請指教。現在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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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試談《大陸雜誌》在趙鐵寒先生主編之一

段史學之鼎盛成就，尤祈盼同道識家不吝教

正。

維持一個學術性雜誌，經費並不充裕，

尚須略酬每文稿費，主編經畫實大費周章，

好在閱讀者眾，可以維持一定銷量。

關於《大陸雜誌》是學術性刊物，不採

用時論、政論，亦不接受文學創作。是以讀

者作者全是教授、學者，以至青年後學加入

投稿。園地公開，決不作任何挑剔限制，惟

看文章之水準，決定收載與否。此一風格，

多年始終維持，令人崇敬欽服。

《大陸雜誌》雖然也刊登科學農學文

章，但為量極少，而全局表現重心俱以史學

居於主流，各期俱有多篇歷史文章，亦是自

始至終構成雜誌之主體。有此基礎，有此條

件，趙鐵寒主編人亦是宋史名家，亦長於殷

商史。由其多年期刊編輯經驗，遂得順勢

而在頭十年自第一卷至二十卷之累積，得以

進而選輯大陸雜誌史學叢書，於民國 00年
（1000）11月出版《大陸雜誌史學叢書》
第一輯八冊。由於備受讀者選購更再版三

次。繼於民國 00年（1000）0月出版第二
輯，收載《大陸雜誌》第二十一卷至三十卷

各期論文，成書 0冊，亦備受學者歡迎。雖
然只是 0冊，但却是累積五年之史學文章，
亦自可見其成果甚豐。繼而又於民國 00年
（1000）0月結集文章而出版《大陸雜誌史
學叢書》第三輯，合為 0冊，收載《大陸雜
誌》三十一卷至三十八卷全卷而成書 0冊。

計凡前後二十年間，形成了臺灣史學成就之

鼎盛時代，大抵亦正是趙鐵寒先生任主編之

時期。鄙人末學淺識，不能對《大陸雜誌》

作全面深入研考探討，乃就其前二十年所集

中於史學論著之三輯叢書，分別略作引敘，

拋磚引玉，以期後來專家能寫出全般性之研

究宏著。

二、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
一輯之學者陣容與繼起新
秀

《大陸雜誌》於民國 00年（1000）0
月出刊問世，至民國 00年（1000）11月，
已發行 00卷，乃自第一卷至二十卷之各期
史學論文，選輯成書，合共 0冊，刊布問
世，積十年史學論著代表當代學術成就，意

義重大，傳承有據。回顧在此二十年中，合

有 000篇史學論文，其量實豐。而撰著學人
網羅在臺全部文史政法各類學者提供其歷

史著作，尤其可貴者，絕對不論學派，不分

門系，一概遵循各自研究成果選作為書，最

後代表各家心血之累積。八冊之書，000篇
論文，足可見十年史學之鼎盛時期。我在此

要誠敬篤信的記錄下來。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以下稱本

書），前有編輯例言，本書所選之論文俱出

同一雜誌，而各期雜誌往往有「補白」之短

文，亦是珍貴文章，但不易合成篇頁，故未

收載。此一聲明，可見到亦小有割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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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 0冊文章，俱依史家古今年代順序
編排，如下開列：

第一冊　史學通論

第二冊　先秦史研究（上）

第三冊　先秦史研究（下）

第四冊　秦漢史及中古史前期研究

第五冊　宋遼金史研究

第六冊　元明史研究

第七冊　清史及近代史研究

第八冊　傳記及外國史研究

十年成果，000篇論文，自是多彩多
姿，各露才識，各呈理趣，表現學術自由風

氣，有欣欣向榮之致，最值得表彰稱述。

大致而觀，學者多循微觀之道，從事專

精研治，故文章俱多討論小問題，代表本叢

書全般風格。當然在各冊之中，亦必有少數

通博宏觀之作，則俱出於老輩名儒大家之

文。如胡適撰〈說史〉、董作賓撰〈中國

古代文化的認識〉、李濟撰〈中國民族之

始〉、芮逸夫撰〈中華民族的構成〉、黃建

中撰〈先秦學術與環境〉、李書華撰〈造紙

的發明及其傳播〉、郭廷以撰〈從張騫到左

宗棠〉、沙學浚撰〈蒙古征俄的地理背景〉

等等通博之論，實所難得。大約每冊之中總

有 0、0篇，全般而論，當佔十分之一，尤
見精華所在，值得傳世。至於循微觀而為專

精之作，亦俱學者之用心研考，而能有功於

整體學術之奠基，不可忽視也。

最需陳述者，乃是由於《大陸雜誌》園

地公開，高層支持人朱家驊先生看重各方學

者英才共襄盛舉，因是供稿情形熱烈，遂乃

使學術展現一個光明鼎盛之局。故而在此應

當就供稿學者們作一點淺顯解析。

其一，就當時政界學界具有領導地位之

供稿人有朱家驊、胡適、錢穆、淩鴻勳、徐

道鄰、陶希聖、吳幹、蕭一山等人，不但支

持，且亦供稿刊登，雖不多而却重要。

其二，學界早負盛名為眾望所歸之權威

學者，有董作賓、李濟、凌純聲、李宗侗、

戴君仁、黎東方、高鴻縉、芮逸夫、郭廷

以、沙學浚、勞榦、陳槃、姚從吾、張貴

永、薩孟武、胡秋原、簡又文、饒宗頤等

人。

其三，繼起之專業學者，乃是當前學界

勤做研究，廣發論著之主力所在，其數頗

多，投身於研究機構及各大學之史學文學教

學。若周法高、石璋如、李光濤、嚴耕望、

楊希枚、張秉權、黃彰健、趙鐵寒、宋晞、

程光裕、吳相湘、王德昭、李樹桐、高亞

偉、李守孔、傅樂成、戴玄之、蘇瑩輝、昌

彼得、孫克寬、費海璣、金祥恒等人。

其四，當年後起新秀，已具深厚學養及

多量研究成果，並有充分潛力而成名家之

士，頗值特別表述，計有吳緝華、徐玉虎、

林瑞翰、王民信、李學智以及政治學家之周

道濟、楊樹藩等人。

其五，初露頭角，只有一兩篇文章刊布

之青年人，略可列陳，計有任長正、章群、

張光直、李卉、許倬雲、王恒餘、莊申、黃

培、鄒達、王壽南、陳少廷、陳捷先等，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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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則附驥於後。

雖然在此舉示同代史學學者有數十人提

供文稿，而尚有不少人未能列入，蓋實不能

熟知各家來路背景，不敢任意歸類。社會上

隱藏高人，偶來供稿，自必不少遺賢不能收

載，乃鄙人之失，尚望識者曲諒吾之乏才疏

學。

三、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
二輯之成就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自第一輯出版

後，備受各界人士喜愛，紛紛購買，以致隨

後續印供應，連出三版。對於主編者增強很

大信心，深信國人愛重歷史，乃決計續編第

二輯。隨於民國 00年（1000）0月出版第
二輯，全套 0冊。供應中外讀者。所取論文
則選自《大陸雜誌》第二十一卷至三十卷之

各期史學論著，此外又將《大陸雜誌特刊》

中之史學論文亦一併收載，自見前此五年

（民國 00年至 00年）之史學貢獻。
乍看來，第二輯之書只有 0冊，比第一

輯要少。但第一輯是十年累積，有前二十

卷各期文章選入。至於第二輯則是僅五年累

積，採選第二十一卷至三十卷之文章，看來

實質比第一輯之成就更高，可信學術進展是

趨向於更高更廣境界，各家努力著述，俱呈

勃發增強之象。可以取信史學學術仍是在鼎

盛高峰時期。

當然實際出書 0冊，而全部收載文章僅

有 000篇，遠不及第一輯 0冊而有文章 000
篇，須知此是五年之累積，固不能與十年之

累積相比，自不得謂其不如前者。

本書 0冊之編排方式俱依循第一輯格
局，酌其內容而有以下之編次：

第一冊　三代秦漢魏晉史研究

第二冊　唐宋附五代史研究

第三冊　遼金元史研究

第四冊　明清史研究

第五冊　近代史研究

第六冊　史學及外國史研究

本書開首，先附有「弁言」一篇，條舉

編選方式及有所改進之點。一則說明在《大

陸雜誌》各期論文收載之外，更將所出特刊

第二輯中之史學論文亦收入本書。二則說明

本書第一輯有人物傳記之收載，但在第二輯

並不再收載人物傳，實另行出版人物譜傳之

書，交代明白，使讀者不致有懷疑。

本書採第一輯刊印，其所選文章來路相

同，故而各文風格彼此一致，蓋供文之家實

多為舊人，雖有不少名家後來投稿，各文自

是獨立討論，而風格仍是大體一致。大抵多

循專深小問題論述，甚不易見貫通一代或博

覽古今之作。本書所選收自以專精之作為最

多，代表學術風格主流。

看來專精文章多在，却無從偏舉某家。

而通博一代或貫通古今之作不易得。本書收

載者願略為引舉其目，以供識者比觀，如凌

純聲所撰〈太平洋上的中國遠古文化〉、朱

雲影撰〈中國史學對於日韓越的影響〉、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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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已見）、衛惠林、李玄伯、沈剛伯、吳景

宏（第一輯已見）、婁子匡、杜呈祥、姚

漁湘（第一輯已見）、楊樹人、那志良、

楊紹震、史景成、畢長樸、嚴一萍（第一輯

已見）、馮丞基、李純勝、蔡興安、全漢

昇、梁天錫、錢公博、王建秋、蔣復璁、翁

同文、劉光義、夏靳、羅錦堂、嚴明、余又

蓀、黃大受、黎正甫、毛以亨、周弘然、羅

榮滙、周咸堂等學者。

其三，新銳青壯學者，首先說明，此節

非指初露頭角之士，乃是已具廣泛學養，而

前此未曾供稿，今在第二輯中出現，如杜維

運即是，在本輯寫不少文章。其他若勞延

煊、張春樹、郝延平、許芥昱、陳學霖、李

亦園、鄭欽仁、蕭啟慶、陳文石、張忠棟、

喬衍琯、劉鳳翰等人是也，乃是同在史界之

生力軍，為數亦可觀。

無論就文章水準，以及學者陣容，論質

論量，仍足代表臺灣史學學術之鼎盛高峰。

四、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
三輯之學術成就與作者陣
容

大陸雜誌社在民國 00年（1000）0月
出版《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三輯，收載自

三十一卷一期至三十八卷十二期所刊布之

論文，亦是累積五年間之著作而成，共有 0
冊。凡收文章 010篇，代表此五年間之史學
研究成果。卷首照例有「弁言」條舉編輯宗

虛白撰〈西歐經濟復興與歐洲共同市場〉、

李漢三撰〈陰陽五行對於兩漢政治的影

響〉、薩孟武撰〈三國的分立〉、李書華撰

〈活字版印刷的發明〉、宋常廉撰〈唐代的

馬政〉、姚從吾撰〈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

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袁國藩撰〈金元

之際江北之人民生活〉、徐玉虎撰〈鄭和下

西洋航海圖考〉、李光濤撰〈日本朝貢大明

史事〉、吳緝華撰〈明代臨清德州的地位及

其漕倉的研究〉、胡適撰〈從二千五百年前

的弭兵會議說起〉。凡此各家通博之作，其

參考價值極高，學者當須珍視。此處舉例，

乃選擇其最有意義之作，不敢妄作主張。甚

盼識者有更多發掘。

即如第一輯之十年歷程，主辦人朱家

驊、主編趙鐵寒將《大陸雜誌》維持園地公

開，而令各界文史工作者愛好者，俱願投稿

支持，可說群賢畢集，百花齊放。鄙人譾

陋，在上一節中未能全部列舉供稿之人，至

盼識家勿罪。今之第二輯，學者供稿十分踴

躍，舊者群趨，而新來供稿者仍多高人名家

頗值引叙，以見第二輯陣容之強。

其一，政壇名流之垂愛。本書收藏有胡

適大文，亦有程天放、蕭一山、羅家倫、

鄧家彥、馬樹禮、曾虛白、吳俊才等人之供

稿。其與第一輯相較，無所軒輊。

其二，供稿人之主體陣容，在第一輯已

提示者不再重複，而第二輯新供稿者實多權

威名家。有朱雲影、屈萬里、劉子健（第一

輯已見）、鄧嗣禹、梁嘉彬、毛一波（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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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廢相與相權之轉移〉、羅香林撰〈明初中

國與西洋瑣星之交通〉、周永新撰〈明代中

國與天方之交通〉、張啟乾撰〈明清兩代與

越南〉、居蜜撰〈萊布尼茲等的啟明運動所

受中國之影響〉等學者論著，在此同代自是

傑出貢獻，值得後人開闢遠見。

學術界重要領導人胡適、朱家驊、周鴻

經俱已逝世，而重要領袖李濟（一、二、三

輯俱有文章）尚健在，臺大老輩沈剛伯（第

二輯已見）亦健在。《大陸雜誌》各期供稿

亦如往昔之高水準論著，而在第三輯繼續有

重要學者支持供稿，後生新銳亦有不少出

現，仍當於此分別介紹如後：

其一，海內外著名學者之新參與者，可

舉陳立夫、楊聯陞、周策縱、羅香林、吳

康、衛挺生、徐復觀、陳祚龍、彭澤周。而

簡又文在一、二、三輯俱供稿，正見重視

《大陸雜誌》。國學家則有潘重規、戴君仁

（第一輯已見）供稿，而園地開放，名賢畢

至，於此可證。

其二，本書中供稿之重要學者前於第

一、第二兩輯有所列載，不須重列。然老輩

若勞榦、陳槃、姚從吾（此三者每輯皆大量

供稿）、主編人趙鐵寒先生於各輯俱大量

供稿，實為最出力之人。維持學術水準，

形成一代風氣，趙先生之大功德也，不能不

在此略加陳叙。本書所見新增供稿之家，除

前面之海內外賢達，尚有黎正甫（第二輯已

見）、王家儉、許澤民、田倩君、施之勉、

張以仁、黃然偉、繆寄虎、譚宗義、張壽

旨及編排方式，說明與一、二兩輯風格一

致。蓋至此時，《大陸雜誌》已經發行二十

年，仍是以表現史學學術之盛況，先後一

致，毫無減免。

本書仿照一、二輯先例，仍按古今年代

編排次序，茲舉示如下：

第一冊　史學先秦史研究

第二冊　秦漢中古史研究

第三冊　宋遼金元史研究

第四冊　明代清代史研究

第五冊　近代史及外國史研究

本書文章風格與一、二兩輯相似，要以

微觀精深之研治佔最多數，而博雅通貫之

作甚少。（凡具關鍵性之大問題亦在博雅之

列）但凡通貫一代及具一代之關鍵性文章極

值得看重。原先第一輯中只是約舉，而二、

三兩輯，則儘予舉示，仍有遺珠，尚祈識者

曲諒。

本書所收所謂貫通一代及具時代關鍵性

之作品謹開列如後：有陳立夫撰〈中國文化

對世界應有之貢獻〉、楊聯陞撰〈歷史與語

言〉、田倩君撰〈「中國」與「華夏」稱謂

之尋原〉、黎正甫撰〈古代郊祀之禮〉、王

家儉撰〈十九世紀西方史地知識的介紹及其

影響〉、徐復觀撰〈漢代一人專制政治下的

官制演變〉、譚宗義撰〈兩漢漕運考〉、李

漢三撰〈陰陽五行對於兩漢數術的影響〉、

張壽平撰〈西漢樂府官署始末考〉、徐玉

虎撰〈航行南海古「市舶」考〉、王啟宗撰

〈元世祖招諭日本始末〉、吳緝華撰〈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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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冊之文專為《史記會注考證》一書之考辨

而成書，且俱出於施之勉先生之作品，僅於

最後一篇論《史記》之文為徐善同之作品，

自可明見編選之用心所在。

至於宏觀通博之文，全書 0冊，已很少
見，其可舉者有宋文薰撰〈史前時代人類的

文化〉、萬家保撰〈殷商的青銅工業及其發

展〉、徐復觀撰〈呂氏春秋及其對漢代學術

與政治的影響〉、張茲闓撰〈修改銀行法的

工作過程〉等 0篇而已。略見《大陸雜誌》
更重視專深之作品。

至於為本書所見供稿學者，仍是龐大陣

容，舊有大家以至新加入名家及青壯新秀俱

仍不少來者，不具引舉。惟其若干新見之名

人在本書可見到馬廷英（早有地質學之文但

前不能收載）、阮維周（早有地質學之文前

未收載）、張茲闓、任卓宣、李霖燦、楊懋

春、杜維明、李晉華等人。見及第四輯仍負

很高聲名。

在第四輯一套書中，在第六冊中，刊出

一篇頗為重要文章，以本社名義寫出〈大陸

雜誌二十二年〉，乃是以主觀地位之一種宣

白。史家應待以《大陸雜誌》本身之史的總

結。鄙人曉悟，但未敢有所論評，當此一件

史料，正見大陸雜誌之所言與遠見。所指

之二十二年即是民國 00年至 00年（1000-
1001）。看來正是史學代表鼎盛時期。
事到民國 00年（1001）1月《大陸雜

誌史學叢書》又刊印第五輯論集，合成 0
冊。此是該叢書最後一輯，收載《大陸雜

平、陳道生、王泳、方祖燊、鄺利安、鄧永

康、曲守約（第一輯已見）、劉淵臨、黃慶

萱、何沛雄、湯承業、高明士、李符桐、劉

用光、邱添生、羅聯添、莊申（一、二、三

輯俱見）、江兆申、阮廷瑜、汪伯琴、李瑞

蘭、湯翼海、李安、王德毅、潘壽康、吳

平、王啟宗、王吉林、王綱領、周永新、梁

子涵、姜道章、張效乾、居蜜、劉家駒、駱

雪倫、李恩涵、孫啟瑞、石錦、龔忠武、郭

恒鈺、黃嘉謨、張朋園、陳世材、吳珝麟、

于宗先、汪榮祖等人，具見供稿熱烈，學者

百家爭鳴，自可見臺灣史學之成就非凡。

五、結論

大陸雜誌社發行前後三輯史學論叢，

其旺盛之創作力仍繼續發展，隨之在民國

00年（1000）10月出版《大陸雜誌史學論
叢》第四輯，其書前附有「弁言」，說明選

自《大陸雜誌》由三十九卷第一期至五十卷

第六期所刊諸文編輯成書，合為 0冊。仍就
年代先後安排，可開列如下：

第一冊　史學、先秦史研究

第二冊　史記考證研究

第三冊　秦漢中古史研究

第四冊　宋遼金元史研究

第五冊　明清史研究

第六冊　近代史外國史研究

本書選編宗旨更偏重微觀之專深問題著

文，而宏觀通博之文大減。例如本書第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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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輯雖只有 0冊，亦不再附有弁言，看
似簡略，而學術水準則如前之堅強可貴，

大抵已使《大陸雜誌》表率當代史學學術有

三十年時段達於鼎盛之境地，於當代 00世
紀之學術上貢獻至鉅。一個雜誌完成使命，

令人欽敬。

我輩後生實多為《大陸雜誌》供稿，承

主編趙鐵寒先生鑑賞識拔，得以追隨名家權

威而立足學術界，莫不感念愛護提携之恩，

自當永銘肺腑。

本人冒昧草撰此文，志在拋磚引玉，不

自嫌其潦草粗淺。心願能通辨古今史家文

家，喜愛史學史研究之學者，能認真撰寫

00世紀之臺灣史學，《大陸雜誌》正是取
材之地。所知同代中重視史學史之學者，要

以宋晞、杜維運、王德毅為真正之大家，而

今只有王德毅碩果僅存，當亦年逾八旬，至

盼王教授專寫當代史學一書，以保存一代學

術，實當深致馨祝！（本文所謂三十年之史

學鼎盛時期是指 1000-1000年）

0010年 0月 10日中秋節
寫於多倫多之柳谷草堂

誌》自五十六卷七期起及其後各卷之論文。

其 0冊之編排，開列如次：
第一冊　史學、先秦史研究

第二冊　史記考證、秦漢中古史研究

第三冊　宋元明史研究

第四冊　傳記、外國史研究

此書雖是最後一輯結集，仍足代表史學

之重要成就，具有很高參考價值，不遜於前

時各輯。

本書各文之寫作風格仍是特重微觀之精

深研究，但亦仍有少數之宏觀博通之文章，

可以舉示於後：有高明士撰〈中國教育文化

圈在東亞地區的形成〉、陳良佐撰〈我國歷

代農田之施肥法〉、于景讓撰〈說茶〉、楊

亮功撰〈周代封建制度對於政治文化所生之

影響〉、朱雲影撰〈中國文學對於日韓越的

影響〉、莊萬壽撰〈上古的食物〉。

本輯之書已充分見出供稿名家已是老成

凋謝，新起學者却大有佳作。

老輩名家之新見者有楊亮功、于景讓

（前時各期早有農學專文）、毛一波（前輯

已見）、陳祚龍（前輯已見）、彭澤周（前

輯已見），以及方志懋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