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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期《史繹》發表會會議紀要

張容兒 *

日期：2013 年 12 月 19 日

地點：臺灣大學普通教學館 306 教室

一、前言

《史繹》創刊於 1964 年，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大學部的學術

刊物，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許多現今於學術圈久負盛名的學者，

在其大學時代也都曾於《史繹》上發表論文。可以說，《史繹》

承載著臺大歷史系成長的記憶軌跡，見證著一代代大學生對歷史

學燃燒不滅的熱情，亦蘊育著每一個時代不凡的精神、社會的變

遷與年輕人獨特的關懷。而今，《史繹》已走過 50 年的歲月，期

間雖曾停刊，但因著許多人不斷的努力，近幾年來，《史繹》順

利復刊，且得到多方的支持與關注。

2013 年 12 月 19 日，籌備了一年半的第 38 期《史繹》終於破

繭而出，與 2013 年秋季的「史學導論」課程「史料與史學」系列

工作坊合作，於晚間六點半至九點半在臺大普通 306 教室，舉辦

第 38 期《史繹》發表會。發表會出席狀況踴躍，內容充實精彩，

討論也十分熱烈，老師、發表人、編委會成員、修習史導的大一

**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101 級生，第 38 期《史繹》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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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其他系上同學齊聚一堂，實為不可多得的一次盛會。本篇

即為第 38 期《史繹》發表會的實況紀錄，供參與者回味品讀，亦

期與不及參與的同好們交流分享。

   圖一：甘懷真主任致辭（攝影：張容兒）。

二、致詞

（一）系主任甘懷真老師

第 38 期《史繹》發表會，以現任臺大歷史系系主任甘懷真教

授的致詞正式開場。甘主任首先談到了《史繹》的發展歷程。《史

繹》第一期於 1964 年出版，對於學術論文寫作風氣的培養大有助

益。但從 1977 年開始，有近 30 年，臺大歷史系沒有人寫學士論

文。不過可喜的是，近年又開始有此風氣出現，主任亦借此機會，

鼓勵大家寫作學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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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比不做好；雖有缺失，但也不要因此停滯。」這是主

任對台下同學的勉勵。他同時相當樂見《史繹》的發展與壯大，

更進一步建議，《史繹》可往電子出版發展。最後，甘主任也提

醒大家要多多練習寫作，到大三下的時候，即可嘗試申請寫學士

論文。

（二）第 44 屆歷史學系系學會丁驥紘會長

臺大歷史系三年級生丁驥紘同學為第 44 屆 101 學年度臺大歷

史系系學會會長，任期為 101 學年度。儘管他現在已經卸任，但

第 38 期《史繹》的出版，是他任內推動的重要項目，丁會長致詞

時感觸良多。他期許《史繹》能將臺大歷史系的優良傳統延續下

去。

 （三）第 38 期《史繹》主編林宣瑋

臺大歷史系三年級生林宣瑋同學為第 38 期《史繹》的主編，

負責這次《史繹》編輯與出版事務，也對它累積了相當深厚的感

情。他提到，《史繹》從彙整老師們認為不錯的學期報告開始，

到逐漸建立審稿等完整的流程，經過相當長的時間。這一本刊物，

集結了臺大歷史系諸位師長、學長姐的心血。這一期的《史繹》，

希望能承先啟後，將這份心意，發揚光大。

緊接著，林主編開始為與會者介紹《史繹》的歷史沿革與工

作內容。他報告這一年來《史繹》走過的歷程：從稿約、撰稿格

式、一期網站等建制開始，到申請 ISSN、DOI、與國家圖書館臺

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華藝線上圖書館（Airiti Library）及凌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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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Hyread 資料庫的合作，推動《史繹》的電子化、國際化，再到

繁瑣的徵稿、送審、排版、發表會等流程，加上過刊回溯以及零

碎的行政庶務，才終於有第 38 期《史繹》的誕生。 而在推廣宣傳

等方面，林主編也努力尋求與專業課程的合作，並期許《史繹》

能夠推動大學部基礎學術研究。同時，這些基礎學術研究、專業

課程的成果也能成為《史繹》的稿源。

對於《史繹》未來的發展，林主編期待《史繹》能夠和其他

學科有更多的合作交流，並能將徵稿對象進一步擴大到校外，甚

至是廣大的華文世界。另外，他也希望能儘快完成過刊回溯，並

以《史繹》為基礎，推動大學生學術社群的建立。

三、論文發表

（一） 廖容慈同學

第 38 期《史繹》發表會的第一篇發表論文，為臺大外文系雙

修歷史四年級生廖容慈的〈從 A woman in Berlin 觀察柏林戰役中

蘇聯紅軍性暴力〉一文。本場發表共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為

臺大歷史系林維紅老師介紹「數位資源與史學研究」課程的作業

設計說明。第二部份則為廖同學的發表，但因她現在於法國擔任

交換學生，不克出席本次發表會，因此由林宣瑋主編代為宣讀。

第三部份則為飛資得數位公司張克群經理發表，他主要介紹幾個

重要的數位資料庫，並分享數位資料庫與史學研究的結合與可能。

1. 　林維紅老師：作業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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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維紅老師為臺大歷史系的老師，多年來致力於推動學生研

究與活動、開設許多充滿創意的課程，對於系學會學術部的運作、

活動、《史繹》的籌備亦提供了相當多指導與幫助。而本次第 38

期《史繹》發表會，更與老師開授的史學導論課程系列活動共同

舉辦。另外，本期《史繹》的第一篇發表論文，亦是老師為大學

部學生所開授的「數位資源與史學研究」課程的作業。因此，我

們特邀老師於會上分享「數位資源與史學研究」作業設計說明。

林老師表示，該門課事實上是從「史學導論」的實作練習發

展而來；「史學導論」除了是一門談知識性質的入門課程，也請

學生從做中學。而在這個數位的時代，歷史學更需要運用新科技

進行研究，因此在課程中設計了許多訓練與實作的內容。從 2008

年「史學導論」課程開始，老師便和一批訓練有素的助教一起，

以圖書館利用、數位資源應用、寫作等訓練，豐富課程內容。但

在該堂課結束以後，許多助教紛紛畢業，因此「數位資源與史學

研究」這門課主要是與圖書館館員合作。

廖容慈同學這篇作業是該堂課的期末報告。期末報告的設計，

是希望讓學生能綜合整個學期學習的內容，從如何做筆記開始，

到心智圖、工具書的利用，完整掌握學術格式，並能利用史料、

二手研究資料庫資源等等。這門課學生來自不同背景，老師鼓勵

學生根據自己其他課程所學、感興趣的議題，選擇一篇史料為中

心，進行發想研究；但都須與老師事先討論。

林老師表示，廖同學在一門談猶太文化的課中發現了二戰中

的女性遭強暴的議題，並找到其他史料和相關研究，討論面涉及

性別、暴力，完成得相當出色。老師強調，在進行報告時不要什

麼都談，應該將主題聚焦，要有問題意識。可以把基本概念用心



張容兒164

智圖寫下來，並嘗試用關鍵字說明分析觀點，而工具書也可作為

關鍵字詞解釋的初步輔助。尤需注意的則是學術格式，可參照《臺

大歷史學報》。老師亦鄭重地提醒台下的同學，絕對不要抄襲，

也不要因為格式的不完整讓自己陷入抄襲的嫌疑中，學術格式也

是一種證明自己言必有據的方式。

   圖二：第 38 期《史繹》發表會參與盛況（攝影：林宣瑋）。

那麼，在確立了主題之後，應該如何分析問題呢？老師認為

有兩個關鍵，一為找相關研究，二為找相關史料。無論是一手史

料或二手研究，均能啓發你對該議題的思考，增進知識，豐富你

的分析能力。廖同學此篇報告，即檢索了性暴力、柏林被蘇軍圍

城的性別事件等諸多資料，老師從這份報告中也收穫許多，可謂

教學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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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也向台下修習「史學導論」的大一同學強調，「史學導論」

的教學目的，不是要求學生立即寫出學術論文，而是提供基礎能

力訓練，期許大家以此裝備自己，摸索未來可能的方向，讓每個

人到大四時都有能力寫學士論文。即使不走學術這條路，扎實的

研究訓練也不會白費，在不同行業，都有機會派上用場。老師也

鼓勵同學，可以將任何反思、想法寫在報告的結語中，它們可能

成為未來研究的發想。最後，老師強調 EndNote 等書目管理軟體

的重要性；圖書館也根據《史繹》的撰稿格式，設定了輸出格式

（output style），館員們亦非常樂意提供大家相關幫助。

老師期許大家在這個數位新時代，把握機會，利用新的訓練、

新的科技增強自己的研究能力。

2.　廖容慈同學宣讀（林宣瑋主編代宣讀）

廖同學在宣讀稿中談到，這份報告是大一下的期末作業，因

此其中有很多不成熟之處，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她提到，在學期

初時，老師告訴他們要自選題目，並尋找資料完成小作業。而期

末報告則是將之前搜集的一手史料和二手材料修整好，在個人提

出的問題框架下進行討論。因此，期末報告和小報告緊密連結。

她在一開始選題時，其實覺得非常不清楚，也很茫然，但之

後在書上讀到二戰期間軍隊性暴力的報導，也在網路上看到相關

新聞，感到非常好奇，才有了之後的研究延伸。事實上，這個報

告的發想很偶然。不過，這份報告的目的只是培養大家搜集資料

的能力，她當時也沒有能力從西洋史脈絡中討論這些史料背後的

正義問題，因此她仍然將一些疑問留在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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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同學談到，她是在歷史學家安東尼比弗（Antony Beevor）
的作品中，第一次看到這起事件，隨後才接觸了相關一手史料。

而其中的一本日記 A woman in Berlin，也成為這篇報告最主要的史

料。日記中主要記載了一名女性在二戰結束前，柏林被蘇聯攻破

後夾縫求生的故事。她的丈夫出外打仗，她因會俄文、法文而與

軍官有了情感、肉體關係。但是，有學者質疑這本日記的真實性

及其寫作目的，因為這本書是匿名出版，在此書中亦有蛛絲馬跡

顯示作者的教育背景、工作，她的文筆相當好，而這篇日記的開

始記錄日又恰巧是希特勒的生日，故自然引起了多方的猜疑。

對廖同學來說，這些爭議給她帶來了困擾，她當然不希望自

己的材料是假的。但無論如何，軍隊性侵的狀況是真實存在的，

該篇日記不是唯一的證明。她後來也想到，就算它是假的，那也

不失為一種觀點。這說明這篇日記是順著某種意識形態寫成的，

這也並不妨礙我們藉由這本日記的視角去窺探當時的柏林。

關於這篇報告的準備，廖同學提到，她發現中文世界對戰爭

性暴力的研究相對較少；在研究過程中，也聯想到了臺籍慰安婦

的歷史。她並注意到，歐洲婦女史對這些女性的相關研究，逐漸

脫離了只將她們視為受害者的立場，而轉為肯定這些人在既有環

境下的努力。這也提供她在修習臺灣史時，對臺籍慰安婦問題有

更多其他思考。「你可以選擇相信，也可以選擇不要，我覺得最

困難的地方就在於你如何證實你的資料值得信賴，去解釋史料的

語氣、聲音，還有它的意識。 」這是廖同學撰寫這篇論文中感到

最困難，但也收穫最多、感觸最深之處。

在研究過程中她也發現，歐洲世界與華人世界的女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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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都存在差異。她認為，觀察國外的相關議題，可幫助我們思

考如何面對該主題，尋找適合的角度。這些女性從單一面向的受

害者，變成兩軍之間的和平使者，這是一種巧妙的變化。這種觀

察，藉由肯定女性的能動性（agency），取代純粹可憐女性、單向

譴責暴力的論述。不過，廖同學也特別強調，她不是認為我們不

該譴責暴力，而是我們不能只譴責暴力，因為這種看法過於簡單、

片面了。她認為，研究路線的轉變可以帶來更多可能，也有機會

解決這一問題。

3. 飛資得數位公司張克群經理：資料庫與史學研究的結合與可能

在林維紅老師演講中，她特別強調了數位資料庫的重要性。

而要完成一篇學術論文，搜尋資料的過程必不可少。因此，對資

料庫的瞭解亦是學術研究訓練的重要環節。在本次發表會中，我

們邀請到了飛資得資料庫公司的張克群經理，來為我們分享歷史

數位資料庫的使用。

張經理談到，他所處的公司主要從事國外出版社資料代理，

事實上許多期刊、資料都需要本土化廠商進行推廣、特殊加工。

他們在期刊方面代理的有 Sage、Taylor &Francis、Jstor 等，前二者

更是世界前五大期刊出版社。

Jstor 是一個數位回溯人文學期刊的資料庫，它收錄了從 1545

年至今的期刊，豐富多元，且臺大幾乎將其中的資料買齊了。從

這個資料庫中，我們可以瞭解國外如何做期刊，分析其中期刊格

式的轉換、內容的轉變，並由此梳理出期刊發展的脈絡。他認為，

這也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歷史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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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還特別介紹了 Artstor 資料庫。這是一個圖像資料庫，

收錄許多照片、建築、雕塑等內容。他提到，這個資料庫受很多

臺大歷史系老師喜歡，因為有了它們之後，不用去特定地點就可

以看到裡面的內容。譬如敦煌石窟，這個資料庫中便有 360 度拍

攝的畫面，甚至是一些封起來、現在看不到的石窟。並且，這些

圖片有很高解析度，還可以放大、看到更多細節，甚至比在現場

看的效果更好。張經理也特別提醒，該資料庫每年會有試用時間，

一般在學期初，建議學生可以申請試用。然而，縱使有那麼多老

師、學生的愛戴，臺大至今仍尚未購買，這也和學校經費上的考

量有關。他亦試圖與廠商協調授權價格，希望能讓價格降至學校

可接受的範圍，嘉惠臺大的師生。 

除此之外，他也重點推薦了一些歷史相關的資料庫，如 Adam 
Matthew Digital。該資料庫的特色是它出版第一手資源，如草稿、

手稿、信件、日記、照片等，且皆未經篡改，不加上任何評論。它

們多半來自各大洲的圖書館、檔案館，由此，我們不必出國便可取

用所需資料。臺大已購買了 Adam Matthew Digital 資料中的 China: 
Trade, Politics and Culture 1793-1980，而張經理認為 China: Culture 
and Society、China, America and the Pacific 等主題，亦會對我們頗

有幫助。比較特別的如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19~1980 這

一主題，則收錄了英國檔案局的外交史料，包含很多大陸政權交

接時的紀錄。它可以提供第三方觀點，讓我們瞭解到過去可能不

知道的、空白的歷史。

最後，他還介紹了 Gale Digital Collections 資料庫，這是一個

報紙資料庫，臺大也購買了許多主題，譬如 19 世紀典藏資料庫等。

而一些有關亞洲和西方、女性主義，甚至歐洲貴族收藏的無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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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小說等主題，他都覺得非常有趣，值得一覽。張經理也特

別提醒，大家如果感興趣、想試用都可以提出申請。他笑稱，他

們是坐擁寶山而不知如何運用，他也希望能夠提供大家更多運用

資料庫的機會，讓寶山有可發揮的空間。

（二）朱祉樂同學發表

本期《史繹》發表會的第二篇論文，為臺大歷史系三年級生、

朱祉樂同學 ——〈朝鮮天下圖與其天下意識〉。這篇文章主要圍

繞一種 17 到 18 世紀在朝鮮流傳的地圖 —— 朝鮮天下圖 —— 展

開討論。朱同學現場用黑板，向大家描繪中央是中國，旁邊是朝

鮮的地圖概念。

   圖三：茶敘時朱祉樂同學與黃悠詩同學的交流（攝影：林宣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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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談到，當初看到這張圖時覺得它很奇怪，而研究之後，他

認為這張地圖代表 17 到 18 世紀朝鮮人的世界觀。對我們而言，

清朝取代明朝成為統治中國的王朝，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但對

當時人而言，滿洲人是「夷」；這張地圖的產生，便和清朝入關後，

華夷思想的變化有關。

這篇論文是朱同學修習本系衣若蘭老師開授的「中國史三」

期末報告，他選擇了自己感興趣的地圖來研究。這份地圖和清朝、

東亞人的世界觀有連結，在時代上也相同，所以順利成為了他的

期末報告。  

對他而言，地圖是很藝術、令他感興趣的研究對象。相較之

下，西洋的航海圖有很多藝術、科學成份，而中國地圖則比較簡

單、不精密；他後來發現，這其實代表兩種世界觀的想像。西方

地圖之所以精密、科學，是因為有版權、要賺錢，這也是大航海

時代的特徵。而在中國，地圖沒有大規模發行，它是一種概念性

的東西。從地圖中我們可以看到人們所重視、不重視的事物，譬

如鄉下地區地圖尤其重視廟宇，這也反映了他們的世界觀。

朱同學一再強調，「世界觀」是他這篇論文的關鍵詞。他同

時也認為，讀歷史系，便是建構自己世界觀的過程。我們不需要

過分理會小細節，而要學習從史料、書中去想問題的能力，思考

它們與現代的連結。他不希望歷史變成少數人的藝術品，歷史應

該是建構自己怎麼看世界、與他人溝通的工具。

談及撰寫這篇論文的過程，朱同學提到，地圖研究確實比較

冷門，但少人做也有好處，就是沒有權威經典壓制你。對小的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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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我們會更有想像力、更豐富內心，也更易有成就感。但在研

究地圖時，不可能完全相信地圖，因為地圖是有意識建構出來的。

圖象是一種重現，它反映某些人心中的想法，但那不一定是真的。

甚至於現代的地圖，也未必「科學」，如中國大陸的世界地圖，

也是中國在中央。這讓我們很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也影響你

對世界的思考。而歐洲地圖，則是以 0 度經線為中心。甚至於，

地圖的很多地方還會騙人。而臺灣在不同國家地圖中標識的顏色

不同，這也與政治意識形態有關。

在研究該課題時，朱同學也遇到不少問題，找資料便是一項。

他深切感受到，歷史系的學生不能只會歷史。譬如他不懂韓文、

日文，無法研究日韓兩國學者的著作；而中文在這一方面的研究

又較少；此外，研究地圖又需要科學、數學的分析方法，其中亦

包含政治、藝術等學科知識。這都給他帶來很大挑戰。

在朱同學的發表結束後，臺大歷史系二年級生張容兒提出第

一個問題，希望發表人能分享一些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的、好用的

資料來源。朱同學表示地圖資源確實尋找不易，但諸如總圖四樓

的輿圖區、二樓的藝術圖書區等，都提供不少幫助，有時透過

Google 搜尋資料，也會有意外的發現。緊接著，本學期交換來臺

大歷史系的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三年級生方舟提出了第二個問題，

她希望發表人能夠分享研究心得。朱同學表示，就如他之前所說，

17 世紀時已經有西方傳教士的精密地圖出現。但朝鮮的地圖仍然

是中國在中央、朝鮮在旁邊，更出現許多《山海經》中奇怪的地名。

中國的地圖則是中國在中央，許多小的夷國在旁邊，日本則比較

多利瑪竇式、或摻雜佛教世界觀的地圖。西方學術儘管傳入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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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沒有真正改變人們的世界觀，反而是透過地圖，增強固有的

世界觀。 

方同學進一步追問，在看地圖時，常常牽涉到插圖的繪畫、

製圖技術、地圖城市學等，她覺得圖像分析相當複雜，亦想請教

朱同學運用什麽方法進行地圖詮釋，在研究過程中又是否有碰觸

到地圖出版史的內容。朱同學表示，他運用較多的還是二手資料

詮釋，較少用原始資料。而在地圖出版上，這些地圖事實上也有

出版、並在民間傳播，而天下圖也是一本地圖集中的一張。

（三）茶敘時間

經過一個半小時不間斷的發表議程，主辦方也提供了精緻的

茶點、飲料供老師、同學享用。中場休息階段大家相談甚歡，氣

氛十分熱烈。 

（四）陳禹仲同學發表

第 38 期《史繹》發表會的第三篇論文，為臺大歷史系 97 級

畢業生，現在英國倫敦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陳禹仲同學所寫的〈金

融革命與商業社會的興起：18 世紀初期英格蘭的社會轉型與公共

輿論〉一文。儘管陳禹仲同學人不在臺灣，但透過 Skype 和發表

會現場連線，分享他的研究心得。這種高科技的發表形式，也引

來在場同學們的驚歎。

陳同學首先表達了對《史繹》主編林宣瑋、支持《史繹》的

系辦以及「史學導論」課程的感謝。他表示，這篇文章的主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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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改寫自其學士論文的一個章節，主要要講的，是從兩個例子

來說明商業對 18 世紀初英格蘭人心態的影響。第一個例子，是一

場 1691 年對英格蘭是否需要設立一個國家銀行，以期改變整個政

體的經濟體質的辯論；第二個例子，則是當時出版業與服飾業的

興起。另外當時的出版品中，有非常多關於人們在新興的商業社

會裡應該如何自處的討論，這也是 18 世紀初非常重大的辯論。90

年代有不少史學家以 18 世紀辯論來稱呼這個現象，可見其重要性。

陳同學談到，對於文章中還有那些可以進一步發展的地方，

他認為，任何形式創作的任何一個作者，都明白自己的作品不可

能完美，但同時，他們也都會盡可能地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無限

趨近於完美；不過這種期望往往會讓作者在閱讀自己的作品時產

生盲點：對作者而言不成問題的問題，可能是讀者最大的問題，

也因此同樣的作品，在作者書寫的時刻、在作者成為讀者的時刻、

在不同的讀者閱讀的時刻，往往會呈現不同的面貌，故而各個作

者與讀者的認知必然會有落差。因此他覺得，透過讀者提問的方

式，可以讓這篇文章破綻百出，也可以讓它有更多可能的發展空

間。不過在此之前，他也會先談談這篇文章創作的過程。

陳同學表示，該篇文章是其學士論文的一部分。而他的學士論

文的範疇，廣義而言是啓蒙運動早期（Early Enlightenment）思想

史。主要討論英國當時的思想家們，對於人類與政治社會 (political 
society) 這兩者關係的看法，如何因為商業在英格蘭社會逐漸興盛

而有所轉變。他認為政治與社會，在當時並不是可以完全區分的

兩個概念，對其論文關注的對象而言，社會代表的是有一定政治

組織的人類群體；換言之，只有政治存在才有社會。因此，他們

才會有政治社會一詞來泛指當時的各種人類社群，包含我們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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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認定的國家，村落，甚至社會。

陳同學認為，這篇文章的原型，在整篇學士論文裡，扮演了

非常重要的背景角色。在解答學士論文的核心問題前，他需要先

問一個問題：為什麼當時會有這樣的轉變？這篇文章的內容給了

一個很直接的答案，商業的逐漸興盛改變了當時人們對人際網絡

和政治社會的看法。這亦衍生另一個問題：商業的影響力究竟有

多大？這篇文章朝著這個問題追索，因而有了和論文本體不太一

樣的生命。

分享完他撰寫該篇文章的原因、過程，陳同學也想提供台下

同學更多在學士論文撰寫方面的幫助。值得一提的是，臺大歷史

系自 100 學年度開始推動學士論文，陳禹仲同學即是首批撰寫的

兩位同學之一。

陳同學談到，他自大二起，對荷蘭史開始感興趣。當時剛好

修陳慧宏老師的「世界史三」，相當有熱忱地（陳同學稱之為「年

少輕狂」）向老師提問，是否有寫學士論文的可能。在老師和系

辦助教的幫助下，他在懵懂之中從大三開始跟老師上專題討論的

課，然後慢慢開始寫學士論文。

他提到，寫論文前，應該要有一個大方向的主題，例如他當

時想寫 17 世紀的荷蘭經濟、文化與人們的生活，三者之間的關係，

而這個主題在之後會慢慢縮小，變成一個可以操作的題目。但縮

小之前的第一個工作，是對這個主題的研究要有一定程度的熟稔。

因此，從一無所知到開始寫學士論文的過渡期，他盡可能最大量

地閱讀和自己研究主題相關的書。對主題有一定認知之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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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更實際，更適合操作的研究題目。除了讀二手研究以外，也

要清楚掌握相關的一手資料。陳同學也提供了閱讀現代歷史研究

著作的訣竅：注意註腳、索引（index）、參考書目。透過它們，

可以知道研究這個主題的學者們都看那些研究，也可以知道我們

可能的材料在那裡。索引則可以看出對作者（甚至出版者）而言，

他們認為這本書對讀者最有價值的資訊是什麼。總而言之，學士

論文很重要的兩個環節，一個是掌握二手研究的脈絡，另一個則

是對史料的熟稔。

除此以外，其實學士論文就是不斷地讀書，然後書寫。最後，

陳同學特別強調語言的重要性，除了英文，更要學習第二外語，

甚至第三、第四外語。舉例而言，他原本想寫荷蘭史，但是 17 世

紀荷蘭的史料大概是用拉丁文、古荷蘭文、法文、西班牙文以及

極少的英文組成。不會這些語言，就沒辦法看史料，也沒辦法作

出好的研究。這也是他為什麼當初想寫荷蘭史，最後卻寫出一個

英格蘭政治社會觀的思想史的原因。當時的他只會英文和一點法

文。因此，語言學得越多，可以研究的範圍就越廣。無論在何種

場域中，會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外語，都會有極大益處。

陳禹仲同學發表完畢後，方舟同學率先舉手發言。她認同陳

同學所說的，尤其是語言對於研究的重要性。她談到，自己正在

撰寫與 17、18 世紀苦難記憶有關的學年論文，在臺灣的這段時間，

也利用這裡的資源收集很多資料。她提到：「在不斷限縮的過程中，

仍需要大量的閱讀；但要看的書根本讀不完，要如何處理並面對

書看不完的心理壓力？」

陳同學笑答：「書絕對讀不完！」但他強調，想、讀與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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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要顧及到現實層面的問題。因此他建議在寫論文時設立

停損點，掌握最重要的研究，即所謂的畫地自限。把自己限縮在

一個小角落，雖限制了其他可能，但這樣研究計劃（project）才能

操作。因此，必須要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學會去掉不必要的資

料，不要讀一堆很有趣、刺激的書，卻不一定對研究有幫助。

   圖四：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方舟同學提問（攝影：林宣瑋）。

（五）吳倩宇同學發表

本期《史繹》發表會的第四篇文章，為臺大歷史系三年級生

吳倩宇同學的〈坐產招夫：論南宋接腳夫與重財婚之關係〉。吳

同學首先和大家分享為何會寫這篇文章的原因及其內容。這篇文

章，也是 101 學年度衣若蘭老師講授的「中國史三」的期末報告。

當時老師請大家交期末報告大綱，於是她開始回溯有興趣的題目。

她回憶起衣若蘭老師在課上提到「接腳夫」這一詞，覺得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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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去查相關內容，瞭解到它指的是一個「寡婦在婆家招外來男

人共同生活」所產生的詞彙。這與她以往認知中宋代「程朱理學」

禁錮婦女的印象相當不同。

由於對這個題目感興趣，她開始撰寫研究論文的大綱，其中

包括前言、研究回溯（討論法律與士人對守節的看法）、接腳夫

與財產權和重財婚的關係，以及結語。在找資料的過程中，她發

現了《名公書判清明集》中有許多有用的史料。另外，她也注意

到名為《宋代官箴研讀會》的讀書會。該讀書會不僅定期討論《名

公書判清明集》，也出版一本《宋代社會與法律 ——《名公書判

清明集》討論》。  非常湊巧的是，裡面有宋代婚姻、婦女生活的

相關內容，這也成為她撰寫論文的切入點。倩宇也特別提醒，在

找二手研究時，看註腳、參考書目很有用，那些大家都會引用的

著述，往往最重要。

在研究回顧的部份，吳同學主要引用了游惠遠、伊佩霞、滋

賀秀三等三位學者的著作。但這三位學者對於重財婚、財產權只

有少量提及，因此她又進入《基本古籍資料庫》找史料。巧合的是，

她當時也在修林維紅老師開設的「近代中國性別與社會」一課，

因此對性別史有粗略的認識，亦幫助她撰寫這篇論文。

這份研究轉變了她原有的概念。宋代士人說：「餓死事極小，

失節事極大。」  她以前覺得守節在宋代是牢不可破的，但後來看

了一些對婦女再嫁的討論，才發現沒那麼嚴重。那只是他們的理

想，在法律上並沒有規定，在士人間也沒有一定的共識。他們僅

反對任意再嫁，但如果因無法維持生計，「再嫁」是被認可的。

宋代沒有完整照顧寡婦的制度、政策，社會上也沒有這種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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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嫁其實不是被嚴格禁止的。當然，守節的寡婦會被稱讚，但與

再嫁也沒有太大關係。

在連結到接腳夫與重財婚、財產權的部份，她認同張彬村先

生的文章〈明清時期寡婦守節的風氣 — 理性選擇 (Rational Choice) 

的問題〉的論點。 該篇主要在講明清寡婦的守節是理性選擇，不

是社會的壓力和要求，亦即她們是在真的思考、判斷之後，認為

對其有利，才選擇守節的。吳同學認為，理性選擇的概念，也可

以運用在宋代接腳夫的討論。寡婦招接腳夫其實是自立的過程，

是為了滿足自己、婆家種種的現實需求，是經過理性思考過的。

在當時的財產權觀念中，丈夫死後，婦女可以對夫家財產權進行

掌握、運用。法律也沒有禁止接腳夫，因此這是在勞動力喪失、

生計困難時的折衷方式。甚至於招接腳夫，往往是婆婆要求的，

在法律上也是被允許的。

吳同學認為，當時社會商業比較繁榮，可能造成婚姻商品化

的狀況。寡婦選擇某個男人為接腳夫，可能是因為他體力好、能

幹。對接腳夫而言，他可能在婚姻市場中條件較差，但如果擔任

接腳夫，他不需支付聘金，便可進入一個家庭運用財產、享受成

果、繁衍子嗣。接腳夫的現象，其實是重財婚表現的形式之一，

都是理性選擇的結果。而宋代士人反對招接腳夫，除了道德上的

理由外，還有可能引起的財產糾紛，如接腳夫揮霍財產、小孩爭

產、立嗣、後夫和前妻小孩的奉養問題。這些內容在《名公書判

清明集》中都有很多討論，很像法庭上的辯論紀錄，相當精彩。

最後，吳同學也和大家分享了自己撰寫論文的經驗。她提醒，

要特別注意不要誤解、誤用史料。在使用前，要準備掌握史料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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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注意記錄者的主觀性，並時刻記得現實社會和被記錄、建構

的社會不同，你只看得到記錄者選擇要記的。而在解讀、撰寫時，

我們可能會受到成見的牽引、援今判古，這便需要旁人提醒，如

審稿人、老師的意見等。

在研究過程中，她也發現了一些盲點。她本來想要證明守節

這件事情沒有那麼普遍，但一份審稿意見書中便提到，與其證明

普不普遍，不如瞭解當時贊成與反對的聲音，到底那些人怎麼看，

這應該更重要。她也認同前面陳禹仲同學、方舟同學的說法，越

寫越感受到自己的無知，仿佛看到很大的網，書越唸越多卻越困

難，也才發現自己因不懂日文、法律史、經濟史等而受到的限制。

因此，她也建議大家多多去外系修課。而在撰寫過程中，也要時

時回到標題去看，不要越寫越多、離題越遠。因此，一個好的標題、

架構也非常重要。 

在結束發表前，吳同學也分享了自己投稿《史繹》的小故事。

因為和主編熟識，她擔心《史繹》缺稿，所以投了老師稱讚的這

篇論文。但後來才發現沒那麼缺稿，投了卻又不能抽回來，只好

從大年初一開始，找到咖啡店改稿。拜林主編所賜，她的春節就

在不斷趕報告中度過了。

（六）林明波同學發表（龐志豪同學代宣讀）

《史繹》發表會的最後一場為書介發表。該篇文章的作者為

臺大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 96 級畢業生，雙主修歷史系的林明波同

學，他所要介紹的書籍為馮客（Frank Dikötter）的《毛澤東的大饑

荒：1958-1962 年的中國浩劫史》。 但林明波同學返回澳門，因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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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問題而不克出席本次發表會，因此請同為澳門人的臺大歷史研

究所碩一學生龐志豪同學代為發表。

龐同學談到，自己和明波以前都唸所謂的「紅底學校」，即

有共產黨背景的中學。在課本中，對這段歷史的論述就是三年困

難時期，甚至沒有提到大饑荒，三言兩語就輕描淡寫帶過去。但

事實恐並非如此，他引用香港電視劇的一句流行語來評價這場運

動：「既不科學、又不民主，不講人權，只講法治，軍法統治的

一個悲劇。」甚至他覺得，21 世紀中國的發展，也有大躍進的殘留，

現在中國政府在拆遷房屋時也像大躍進時那樣立指標、做業績。

因此，認識那場大災難，也有助於我們認識現在的中國社會。

馮克此書在 2011 年獲得英國廣播公司的塞繆爾．約翰遜獎 

（Samuel Johnson Prize）。全書共分為六篇，第一篇〈追逐烏托邦〉

提到毛澤東當年為了和史達林的爭執，推動大躍進。第二篇〈穿

越死亡谷〉，談到開始發生饑荒後，彭德懷提出反對意見，毛澤

東即發動了反右傾鬥爭將他趕下臺。一直到 1961 年大躍進的惡果

已不可控制，劉少奇才用「策略性撤退」的方式結束，但他們深

知大躍進其實失敗了。第三篇〈毀滅〉，討論大躍進在農業、工業、

自然等各方面，對當時中國破壞的程度。第四篇〈求生百態〉，

記錄官員幹部、黎民百姓在無視個人需求的年代如何用卑劣手段

生存。第五篇〈弱勢群體〉，則論述小孩老人婦女的困難處境。

第六篇〈死因〉，談論大躍進中的死亡人口。

龐同學提到，這本書有兩大特點。一為連結上層的政治鬥爭

與下層階級的困境，在過去的研究中，往往將這兩者分開討論。

二則是書中 95% 的內容引用自中共自己的檔案。馮客試圖讓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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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說話，展現中共不停強逼人民勞動，運用政治武器打擊異己

的歷史。

而大躍進運動的設計，參考了蘇聯的計劃經濟。中共號稱工

農政權，但其實很多幹部根本不清楚當時中國農業的發展。在那

樣的局勢下，不勞動者便沒飯吃，小孩和老人便成為了絕對的弱

勢；女性甚至為了食物出賣自己的身體，被幹部侵犯等等。大躍

進所期許的天堂，卻換來了毀滅的地獄，在此書中，馮客也反問

了當時中國人在道德與生存間的掙扎。

關於那場運動究竟死了多少人，馮客認為是 4500 萬人。在此

篇書介中，林明波同學引用了日本導演北野武評價 311 地震的話：

「這次震災不能籠統概括為死了兩萬人這一件事，而是死了一個

人這件事，發生了兩萬件。」 我們除了要反思這條不科學不民主

的發展路線，也要思考這些死去的人民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意義。

他們只是一個死亡數字而已嗎？就馮客的觀點而言，他認為大躍

進是導致文化大革命的主因。

在龐志豪同學的代宣讀結束後，臺大歷史系二年級生王郁婷

同學提出一個問題：該書將毛澤東發起大躍進的原因完全歸給與

史達林的會面，這種論述會否太過簡單？代宣讀的龐同學認為，

如果以歷史追求多元思考的概念下，馮客這種論述確實有偏頗之

處，但他覺得此書的重點並不在此，因此就整體而言是沒有錯的。

四、 結語

在結束了第五場發表會的問答之後，第 38 期《史繹》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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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熱烈的掌聲中，圓滿落幕。我們期待，《史繹》能夠代代傳

承下去，受到更多人的關注、支持，成為專業的華人世界大學生

歷史學術論文發表平臺，也能有更多人投入到《史繹》的編寫之

中。

現在，第 39 期《史繹》也已開始徵稿。投稿《史繹》，對於

大學生而言是一個相當好的練習機會。《史繹》收錄優秀的學生

論文、作業觀摩與書介，且採行雙匿名審查制，所有的文章皆會

受到該領域最優秀學者的審核。自第 39 期《史繹》發表會開始，

往後每期的《史繹》皆會在出版前舉行發表會。發表會讓作者報

告自己寫作過程、學術成長，除了作者統整自己的心得、經驗，

也希望將這寶貴的經驗分享給聽眾。投稿《史繹》，是將來有志

於從事學術研究的大學生，一次極好的機會。

對於《史繹》的未來規劃，第 39 期《史繹》編委會仍會致力

於將《史繹》打造成「華文世界大學生的學術刊物」。我們的徵

稿對象，不限臺大歷史系大學生，而擴及到華文世界。全年徵稿、

隨到隨審。《史繹》除了延續自身悠久的歷史傳統，也希望帶動

華文世界大學生的史學研究。

第 39 期《史繹》徵求兩種學術文章：（1）學術論文與（2）

書介。此外，若有任何與學術相關的文章（如作業觀摩、史料研

讀等），也歡迎來稿。第 39 期《史繹》編輯委員會誠摯地向各位

同學徵稿，若有任何疑問，亦隨時歡迎與我們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