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維錚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 ※

臺灣研究生視野中的朱維錚先生：
朱維錚先生與臺灣學術研究關係初探
楊晋龍 *

一、前

言

歷史的不確定因素，導致臺灣在清朝就割讓給日本，雖在二戰後短暫回歸母
國，但一九四九年起又因國共政治鬥爭的關係，再次與大陸隔絕了近半個世紀。大
陸更因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使得傳統學術的研究舉步維艱。這段期間兩岸的
學術交流，雖然通過香港與書籍的盜印，以及少部分特殊單位與人物的流傳 1，保持
些許部分的交流關係，不至於完全中斷，但由於缺乏真正學術交流的管道，加上兩
岸意識形態的差異，雖然臺灣在傳統學術的研究上，承襲著大陸渡臺第一代學者們
的學問，但兩岸在這段期間的學術研究，基本上確實是處於各自發展的階段。直至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臺灣開放民眾至大陸探親，大陸學者的學術書籍，透過非正式管
道逐漸進入臺灣。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漢學研究中心」也正式成立，開放研究生研
讀大陸書籍，同時各大學圖書館也開始購買典藏大陸學者的學術專書。雖然設定許
多嚴苛的借閱條件，例如「漢學研究中心」設定借閱的數量；筆者就讀的臺灣大學
規定借閱大陸書籍，需要通過：指導教授、所長或系主任、學院院長、圖書館主任
等的簽章同意，但無論如何，卻也確實打破了兩岸學術隔絕的不良情況。尤其一九
九一年以後，由於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吳宏一老師 (1943-) 的幕後支

* 楊晋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1

學術單位如中研院等學術機構；情報單位，如國安局等機構；還有到香港或新加坡交流的學者，
例如高明老師；以及國民黨的黨政核心人士，如俞大綱等，均有購置典藏大陸學者書籍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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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以及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同人的同心協助 2，任職於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的
林慶彰先生 (1948-) 進口了大量的大陸學術專書公開販售；其後香港的學峰書局、
藝林書局等也在臺灣販售大陸學者的學術專書；還有臺灣許多書局和單幫客也利用
各種管道，進口販售大陸出版的書籍。同時臺灣學者也可以參加大陸舉辦的學術會
議，也能邀請大陸學者來臺參加學術會議，於是大陸與臺灣的學術交流，在這樣的
形勢下，終於進入一個較為正常發展的互動關係。臺灣研究生的學位論文也開始擺
脫以往的禁忌，正式徵引大陸學者的學術著作，進入各自的學位論文之中。大陸學
者的學術研究成果，因而也就逐漸進入臺灣研究生的視野，同時也在不知不覺間影
響了臺灣研究生學術研究的思考與判斷，無形中對臺灣的學術研究環境產生了影
響。此種影響雖然無法量化舉證，但從學者的學術論著與研究生學位論文徵引為說
的情況，應該足以成為具有實證性價值的有效證明。
學術交流的重心不外「人」與「書」，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成立籌備處以
來，就相當注重學術交流。除重視典藏學者的學術專著外，同時也非常重視與世界
各地重要學者間的交流。自一九九〇年開始就經常邀請國內外具備專業學術重要地
位的專家學者到所演講，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就邀請了朱維錚先生 (1936-2012) 到
所演講。朱先生的演講討論了周予同先生 (1898-1939) 的經學史研究，以及朱先生
對周先生經學史研究意見的補充說明。筆者聽講時認真做了筆記，對朱先生演講時
表現的學術觀點甚為欽佩，於是參考助理蕭開元同學的錄音檔，整理成文後發表 3，
從而開始和朱先生有所來往。朱先生不幸於二〇一二年逝世，至今將屆滿十週年，
朱先生的高足史應勇教授 (1965-) 希望透過相識後輩對朱先生的認知與崇仰之情，
以表達對朱先生的哀思懷念與紀念之至意，筆者以為史教授此心意甚佳，因而設計
寫作此文，以應史教授對朱先生的哀思崇敬之意。
朱維錚先生祖籍江蘇無錫。一九六〇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隨即留校任
教，從助教至教授，從未離開復旦大學。朱先生的學問師承陳守實 (1893-1974) 與
周予同等兩先生，研究領域主要在中國文化史、思想史和經學史等範圍，除《走
出中世紀》、《音調未定的傳統》、《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中國經學史十
2

由於購買的書籍數量太多，因此借用了同人的名字買書，當時新聞局還特地派了一位科長到中研
院確認，筆者也因此被找去問話。

3

楊晋龍、蕭開元整理：〈朱維錚教授談近代經學史研究相關問題〉，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0 卷
第 2 期（2000 年 6 月），頁 13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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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重讀近代史》、《近代學術導論》、《帝制中國初期的儒術》等重要學術專著
外，還主持整理、編選和校注過甚多重要典籍，從而可見朱先生對學術與文化的關
注及用心。根據大陸「CNKI 中國知網」收錄的研究成果，自一九八六年至二〇二
一年，涉及朱先生的文章總共有五十七筆：碩士論文一篇 4、單篇論文四十八篇、年
鑑二篇、報紙報導六篇 5。諸文所述重心，大致都在報導探討朱先生的學問與學術成
就，本文的寫作重心則與前述諸文有別，準備探討分析朱先生的學術傳播與影響。
本文以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前二十年的臺灣研究生學位論文為對象，探討臺
灣的研究生具名徵引朱維錚先生的論著與編校等專著的實情 6，以便考察分析臺灣研
究生接受朱先生的學術，以及利用朱先生論著與編注諸書的實況，用以了解朱先生
和臺灣學術研究的關係，以及朱先生對臺灣學術研究的助益。本文主要是借用「臺
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收錄的學位論文 7，搜尋其中使用到涉及朱先生的論著
與編校諸書的論文，進行統整、歸類與分析，以便取得研究設計所欲獲得的答案。
研究進行的程序與重點，包括：1. 歸納統計臺灣研究生學位論文徵引朱先生編著的
實況；2. 分析臺灣研究生對朱先生編著的接受或批評的表現；3. 統計辨明朱先生那
些編著受到臺灣研究生的關注及其可能原因；4. 透過徵引的分析，以說明朱先生對
臺灣學術界的助益等幾個方面的表現。最終則希望本文研究的成果，可以對涉及兩
岸學術交流、朱先生學術傳播等相關研究者，提供部分有效且可信的客觀學術答
案。由於本文僅以研究生的學位論文為探討的對象，並不包括：學術會議論文、單
篇論文、論文集、學術專書等；再者，本文探討研究的重心是朱維錚先生這位「學
者」而非「書籍」，故而排除不具名徵引的資料，研究所得僅是局部答案，並非全

4

張紅占：《朱維錚的經學史研究》（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史碩士論文，2015 年）。

5

「CNKI 中國知網」，網址：https://www.cnki.net/，檢索日期：2022 年 4 月 1 日。

6

這主要是針對朱先生編校諸書的徵引統計而設，若是徵引者僅列原書作者，例如：梁台根：
《梁
啟超道德主義思想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 年），徵引《訄書初刻
本、重訂本》及《劉師培辛亥前文選》，均僅標章太炎與劉師培之名；陳伯适：
《惠棟易學研究》
（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年）僅標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完全不
提朱先生編校之類。顯示徵引者並不關注編輯者，亦即刻意忽視朱先生，就徵引者本意而論，自
然是拒絕接受朱先生。本文研究的重心主要在於「主動選擇接受」，因而將此類「忽視者」排除
在外。

7

「 臺 灣 博 碩 士 論 文 知 識 加 值 系 統 」， 網 址：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
ccd=3LkXjm/login?jstimes=1&loadingjs=1&o=dwebmge&ssoauth=1&cache=165115237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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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性答案，欲表本文研究之實，是以論文標題乃稱「初探」。

二、學位論文徵引考實
臺灣的研究生書寫學位論文，固然從一九八七年開始，就可以正式徵引大陸學
者的論著，但由於當時政治氣氛依然處於較為敏感的時刻，以及能夠進入臺灣的大
陸學者書籍相當有限，臺灣學者徵引大陸書籍的情況因此並不普遍。必須等到一九
九一年五月臺灣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以及較多的大陸書籍進口，尤其一九九二
年九月立法院通過並公布實施《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後，學者閱讀大陸書籍的權
限因而獲得全面性的開放。此後，研究生方才有機會閱讀到較多大陸學者的書籍，
徵引大陸學者研究成果進入學位論文的情況，自然也就因此而越來越普遍。朱維錚
先生的論著與編校諸書，正是在這個大趨勢下，正式進入臺灣研究生的視野 8。
臺灣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徵引朱先生論著與編校諸書始自一九九九年，此後一直
到二十一世紀的現在，年年均有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徵引，自一九九九年至二〇二〇
年實際徵引的情況如下：
一九九九年共有十四篇學位論文徵引，其中博士論文四篇，徵引的書籍：「論
著類」有《走出中世紀》
；「編校類」有《章太炎選集》、《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
（2 篇）等書。碩士論文十篇，徵引的書籍：「論著類」有《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
史論》、《音調未定的傳統》等；「編校類」有《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訄書初刻
本、重訂本》、《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8 篇）等書 9。
二〇〇〇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十六篇，博士論文三篇，徵引的「論著類」有
〈中國經學與中國文化〉；「編校類」有《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2 篇）等。碩
8

由於相關的資訊，至今缺乏有效的研究成果，以上所言，僅是筆者個人的觀察所得，這方面的實
情，還需要更詳實地進行研究。

9

1999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4 篇：李建民（阮芝生）、林登昱（李威熊、莊
雅州）、黃順益（鮑國順）、林文琪（張永雋）等。碩士論文 10 篇：張凌勳（王爾敏）、竺靜華
（葉國良）、黃端陽（王更生）、黃智信（林慶彰）、馬耘（丁原植）、林佩儒（劉又銘）、蔡月
禎（岑溢成）、楊瑞嘉（黃忠慎）、楊兆貴（陳啟雲）、左鴻熙（王爾敏）等。「（）」括弧內即為
指導教授大名。
「《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
（2 篇）
」，表示有 2 篇論文徵引，未標明者表示僅有 1
篇論文徵引。且由於部分學位論文的徵引超過 1 部書，徵引的書籍和學位論文數量，因此並不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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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論文十三篇，徵引的「編校類」有《弢園文新編》、《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
紀》、《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3 篇）10、《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10 篇）等 11。
二〇〇一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二十二篇，博士論文七篇，徵引的「論著類」
有《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3 篇）、
《走出中世紀》、
〈清學史：漢學與反漢
學的一頁〉、〈重評新學偽經考〉、〈梁啟超和《清代學術概論》〉等。「編校類」有
《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2 篇）、《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周予同經學史
《弢園文新編》、
《章太
論著選集》
（4 篇）、
《新學偽經考》、
《康有為大同論二種》12、
炎選集》。碩士論文十五篇，徵引的「論著類」有《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
（3 篇）、《走出中世紀》、〈中國經學的近代行程〉、〈清學史：漢學與反漢學的一
頁〉、〈府兵制度化時期西魏北周社會的特殊矛盾及其解決：兼論府兵的淵源和性
質〉；「編校類」有《新學偽經考》、《劉師培辛亥前文選》、《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
集》（8 篇）、《訄書初刻本、重訂本》、
《弢園文新編》、《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
紀》，以及《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2 篇）等 13。
二〇〇二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十七篇，博士論文三篇，徵引的「編校類」有
《書目答問二種》、《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3 篇）。碩士論文十四篇，徵引的
「論著類」有《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2 篇）、〈中國經學與中國文化〉、
〈「乾嘉史學」：方法與爭論〉、〈晚清漢學：排荀與尊荀〉等；「編校類」有《周予
10

《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收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與《清代學術概論》兩書，無論徵引其中
任何一部，均歸入《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以下皆同。

11

2000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3 篇：陳玉台（應裕康）、蔡長林（夏長樸、何澤
恆、洪國樑）、蘇國禎（康自立）等。碩士論文 13 篇：邱白麗（周彥文）、黃國禎（劉文起）、
張穩蘋（林慶彰）、伍純嫺（許端容）、謝美裕（蒲慕州）、魏君滿（蕭振邦）、黃坤農（李豐
楙）、陳志修（李時銘）、謝振賢（逯耀東、張元）、申國福（鮑國順）、李國璽（高懷民）、姜
贊洙（呂凱）、簡毅銘（陳郁夫）等。

12

《康有為大同論二種》收錄《大同書》和《實理公法全書》等兩書，無論徵引其中任何一部，均
歸入《康有為大同論二種》，以下皆同。

13

2001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7 篇：李順民（莊吉發）、許華峰（岑溢成）、劉
龍心（杜維運）、王玉華（陳福濱）、詹海雲（黃錦鋐）、丁亞傑（李威熊）、陳以愛（逯耀東）
等。碩士論文 15 篇：繆敦閔（林慶彰）、黃寶珠（胡楚生）、李玉璽（黃源盛）、羅雅純（袁保
新）、歐修梅（黃復山）、張博成（林慶彰）、林耀椿（林慶彰）、陳仕侗（劉兆祐）、李盈萱

（劉兆祐）、楊翠玲（劉文起）、柯雅藍（許錟輝）、陳景黼（胡萬川）、周黃美惠（李進益）、古
怡青（高明士）、歐毅（王汎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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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經學史論著選集》
（5 篇）、
《漢學師承記（外二種）
》14、
《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
《康有為大同論二種》、《基督教與近代文化》、《新學偽經考》、《劉師培辛亥前文
選》、《維新舊夢錄：戊戌前百年中國的「自改革」運動》、《郭嵩燾等使西記六
種》、《弢園文新編》等 15。
二〇〇三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十七篇，博士論文四篇，徵引的「論著類」有
《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3 篇）、〈君子夢：晚清的「自改革」思潮〉；「編校
類」有《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2 篇）、《康有為大同論二種》（2 篇）、《新學偽
經考》、《康有為卷》、《弢園文新編》等。碩士論文十三篇，徵引的「論著類」有
《壺裏春秋》、《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4 篇）、《中國經學史十講》、〈關於
清末的民族主義〉
；「編校類」有《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
集》（6 篇）、《利瑪竇中文著譯集》、《基督教與近代文化》、《章太炎選集》等 16。
二〇〇四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十九篇，博士論文六篇，徵引的「論著類」有
《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
；「編校類」有《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周予同經
學史論著選集》、《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萬國公報文選》、《章太炎選
集》、《康有為大同論二種》等。碩士論文十三篇，徵引的「論著類」有《求索真
文明：晚清學術史論》（2 篇）、《壺裏春秋》、《中國經學史十講》、〈君子夢：晚清
的「自改革」思潮〉、〈十八世紀中國的漢學和西學〉
；「編校類」有《未完成的革
命：戊戌百年紀》（2 篇）、《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7 篇）、《梁啟超論清學史二
種》、《利瑪竇中文著譯集》、《訄書初刻本、重訂本》等 17。
14

《漢學師承記（外二種）》收錄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方東樹《漢
學商兌》等 3 書，無論徵引其中任何一部，均歸入《漢學師承記（外二種）
》，以下皆同。

15

2002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3 篇：洪春音（陳鴻森）、廖雲仙（陳鴻森）、劉
振維（張永儁、傅佩榮）等。碩士論文 14 篇：吳建慶（劉又銘）、林儀莊（陳兆南）、王麗雅

（宋建華）、陳模楷（鄭純媛）、李文欽（施正權）、蔡琳堂（周彥文）、何佳燁（賴芳伶）、林思
慧（黃俊傑）、崔泰勳（夏長樸）、林倉億（洪萬生）、胡文欽（徐漢昌）、邱培超（岑溢成）、
楊淑玲（陳昌明）、郭明中（余文堂）等。
16

2003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4 篇：賴溫如（李威熊）、陳廣芬（王金淩）、高
美芸（周虎林）、陳文采（林慶彰）等。碩士論文 13 篇：龐靜儀（陳麗桂）、夏鄉（許錟輝）、
葉毅均（陳華、王汎森）、于明華（黃俊傑、林啟屏）、黃建邦（林文彬）、陳碩文（唐翼明）、
蔡翔任（謝大寧）、李智平（魏元珪）、楊雅婷（張永雋）、魏怡昱（李朝津）、黃世豪（應裕
康）、李仁淵（王汎森）、盧宣妃（王正華）等。

17

2004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6 篇：孫致文（岑溢成）、劉德明（岑溢成）、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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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五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二十二篇，博士論文十篇，徵引的「論著類」
有《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3 篇）、《中國經學史十講》（2 篇）；「編校類」
有《康有為卷》、《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8 篇）、《新學偽經考》、《章太炎選
集》、《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馬相伯集》等。碩士論文十二篇，徵引的「論著
類」有《中國經學史十講》（4 篇）、《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
《音調未定的
傳統》、〈康有為和朱一新〉
；「編校類」有《劉師培辛亥前文選》、《周予同經學史
論著選集》（5 篇）、《利瑪竇中文著譯集》（2 篇）、《章太炎選集》等 18。
二〇〇六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二十五篇，博士論文九篇，徵引的「論著類」
有《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清學史：漢學與反漢學的一頁〉
；「編校類」
有《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6 篇）、《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2 篇）、《新學偽經
考》、《康有為卷》、《馬相伯集》等。碩士論文十六篇，徵引的「論著類」有《中
國經學史十講》、《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5 篇）、〈清末的民族主義〉；「編
校類」有《康有為大同論二種》（2 篇）、《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2 篇）、《利瑪
《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
（5 篇）、
《未完成的革
竇中文著譯集》、
《書目答問二種》19、
命：戊戌百年紀》、《維新舊夢錄：戊戌前百年中國的「自改革」運動》（3 篇）、
《訄書初刻本、重訂本》等 20。

秀美（李瑞騰）、曹美秀（夏長樸）、呂文翠（劉紀蕙、陳平原）、王樾（吳哲夫、袁保新）等。
碩士論文 13 篇：劉紹鈴（黃錦樹）、侯建州（陳昌明、江建俊）、朱生亦（雷家驥、李紀祥）、
何銘鴻（林慶彰）、何淑蘋（孫劍秋）、林讌如（吳智和）、黎明昌（羅獨修）、陳春福（王俊
彥）、皮國立（呂芳上、張哲嘉）、吳惠雯（林麗月）、林麗娟（陳萬益）、郭寶文（夏長樸）、
簡瓊瑩（古國順）等。
18

2005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10 篇：黃翠芬（莊雅州）、陳惠美（劉兆祐）、
張政偉（黃忠慎）、梁台根（周昌龍）、林文華（蔡崇名）、謝昆恭（葉達雄）、李建福（尤信
雄）、楊志遠（雷家驥）、謝玉玲（劉文起）、林志宏（古偉瀛、王汎森）等。碩士論文 12 篇：
賴芳暉（岑溢成）、田信蓉（鮑國順）、廖育菁（陳金木）、薛裕民（宋鼎宗）、莊友貴（莊雅
州）、余施霖（吳哲夫）、吳士煇（李時銘）、李韋民（游志誠）、林惟仁（林啟屏）、烏惟揚

（黃進興）、鄭雯馨（葉國良）、傅莉雯（鄭吉雄）等。
19
20

因《輶軒語》附於《書目答問二種》內，故不單列《輶軒語》，直接歸為《書目答問二種》。
2006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9 篇：葉純芳（林慶彰）、方俠文（夏長樸）、
陳惠齡（何淑貞、李奭學）、何麗霞（康士林）、郭永吉（朱曉海、李學勤）、林勝彩（鍾彩
鈞）、林俞學（徐漢昌）、陳伯适（呂凱）、吳悅禎（林慶彰）等。碩士論文 16 篇：余政道（鮑
國順）、劉康威（林慶彰）、彭憶濟（賴澤涵）、許聖和（王文進）、張志惠（黃進興）、馮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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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七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二十六篇，博士論文五篇，徵引的「論著
類」有《走出中世紀》、〈晚清的六種使西記〉、〈晚清思想史中的民族主義〉
；「編
校類」有《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2 篇）等。碩士論文二十一篇，徵引的「論
著類」有《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走出中世紀》、《中國經學史十講》、
〈《論語》結集脞說〉、〈清學史：漢學與反漢學的一頁〉、〈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
序〉；「編校類」有《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6 篇）、《 利 瑪竇中文著譯集》（6
篇）、《孔子家語》、《訄書初刻本、重訂本》、《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等 21。
二〇〇八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二十七篇，博士論文十三篇，徵引的「論著
類」有《中國經學史十講》、《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3 篇）、《走出中世
紀》、〈在晚清思想界的黃宗羲〉
；「編校類」有《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5 篇）、
《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2 篇）、《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等。碩士論文十四
篇，徵引的「論著類」有《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3 篇）、《中國經學史十
講》（3 篇）、《音調未定的傳統》；「編校類」有《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2 篇）、
《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4 篇）、《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利瑪竇中文
著譯集》、《康有為大同論二種》、《章太炎選集》、《書目答問二種》等 22。

（王遠義）、施玉雯（沈冬）、陸淑慧（張哲郎）、曾如君（劉文起）、唐屹軒（彭明輝）、鄭世芸
（周彥文）、許正蕾（趙中偉）、范玉女（何廣棪）、楊淨雯（王金凌）、詹永裕（魏仲佑）、黃雅
琦（周虎林）等。
21

2007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5 篇：簡瑞銓（林慶彰）、陳室如（李威熊、王年
双）、簡素琤（劉紀蕙）、陳明彪（王財貴、賴貴三）、羅雅純（袁保新）等。碩士論文 21 篇：
陳幸永（鮑國順）、陳宜均（黃忠慎）、雷中行（黃克武、黃敏枝）、王君萍（劉文起）、黃聖修

（李紀祥）、蔡敏璿（林安梧）、李健輝（徐光台）、施泳忠（黃忠天）、蔡淑菁（李奭學）、林保
全（林礽乾）、程和欽（洪萬生）、鍾秀瓏（洪萬生）、陳盈瑞（林啟屏）、張秋香（陳逢源）、
陳志峰（張寶三）、林易澄（黃進興）、許惠琪（夏長樸）、邱偉雲（康義勇）、徐瑋琳（林平
和）、林明生（柯金虎）、任祖泰（林慶彰）等。
22

2008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13 篇：張鴻愷（蔡崇名）、許松源（張元）、吳
德育（王金凌）、王靈康（何信全）、黃麗娟（江建俊、唐亦男）、李慈恩（岑溢成）、高荻華

（夏長樸）、簡澤峰（黃忠慎）、李黃昌岳（莊萬壽）、呂湘瑜（王令樾）、黃莘瑜（柯慶明）、
蕭敏如（夏長樸）、趙世瑋（鍾彩鈞）等。碩士論文 14 篇：曾銘璋（蔡崇名）、趙銘豐（何廣
棪、姜廣輝）、陳冠閔（殷善培）、江昭蓉（蔣秋華、黃復山）、劉芳真（蘇梅芳）、張雅惠（宋
德喜）、賴惠中（林正珍）、陳建守（張瑞德）、劉馥賢（林麗江）、陳群分（鄭卜五）、楊淑君
（蔡英俊）、林雅婷（莊耀郎）、黃崇凱（王遠義）、段又瑄（藍文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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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九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二十七篇，博士論文十篇，徵引的「論著類」
有《中國經學史十講》（2 篇）、
《走出中世紀》、
《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2
篇）、〈劉師培：一個「不變」與「善變」的人物〉、〈辜鴻銘生平及其它非考證〉；
「編校類」有《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6 篇）、《劉師培辛亥前文選》、《利瑪竇
中文著譯集》、《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
（2 篇）、《東塾讀書記（外一種）》等。碩
士論文十七篇，徵引的「論著類」有《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中國經學
史十講》（7 篇）、《走出中世紀》、〈清學史：王韜與天下一道論〉、〈班昭考〉
；「編
校類」有《利瑪竇中文著譯集》、《書目答問二種》、《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5
篇）、
《新學偽經考》
（2 篇）、
《康有為大同論二種》、
《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等 23。
二〇一〇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二十三篇，博士論文四篇，徵引的「論著類」
有《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馬一浮在一九三九：葉聖陶所見復性書院創
業史〉；「編校類」有《利瑪竇中文著譯集》、《書目答問二種》、《周予同經學史論
著選集》等。碩士論文十九篇，徵引的「論著類」有《中國經學史十講》（5 篇）、
《馬相伯傳略》、《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走出中世紀》（2 篇）；「編校
類」有《馬相伯集》（3 篇）、《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3 篇）、《周予同經學史論
著選集》（5 篇）、《弢園文新編》、《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郭嵩燾等使西記六
種》等 24。
二〇一一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三十一篇，博士論文九篇，徵引的「論著類」
有《中國經學史十講》、〈劉師培：一個「不變」與「善變」的人物〉；「編校類」
23

2009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10 篇：諸葛俊元（王金凌）、宋惠如（張壽安）、
賴金旺（柯淑齡）、竺靜華（葉國良）、陳雅雯（林金泉）、簡毅銘（賴貴三）、張曉芬（莊雅
州）、范麗梅（黃沛榮、周鳳五）、朱介國（張健）、林心欣（徐漢昌、鮑國順）等。碩士論文
17 篇：王聖友（胡楚生）、金芙安（陳慧宏）、何威萱（鍾彩鈞）、謝威宇（劉貴傑）、吳怡青

（林慶彰）、藍渝堅（林平和）、洪楷萱（楊晋龍）、劉芝慶（黃俊傑）、李茂輝（郭應哲）、蘇玉
櫻（莊兵）、許嘉哲（鄭卜五）、吳威志（李金鴦）、賴璟宜（黃忠天）、方彥傑（彭明輝）、吳
玫瑤（林素珍）、柯混瀚（陳怡良）、游薏雙（陳鴻森）等。
24

2010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4 篇：林熙強（張漢良）、高明一（傅申）、鄭淑
娟（戴瑞坤、李威熊）、商瑈（張麗珠）等。碩士論文 19 篇：李侑儒（邱仲麟）、施佩吟（陳
方中）、柯思慧（尹章義）、洪博昇（洪國樑）、胡凱閔（汪惠娟）、高智偉（鍾宗憲）、張聯成

（柯金虎）、陳韋縉（祝平次）、陳殷宜（車行健）、陳詩雯（古偉瀛）、陳顥哲（蔡長林）、黃文
彥（張永儁）、黃昭雅（蔣秋華、黃復山）、黃珮瑜（蔡崇名）、葉致均（楊晋龍）、董家興（楊
晋龍）、廖珮君（蘇梅芳）、劉正遠（劉文起）、蔡玉惠（楊晋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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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劉師培辛亥前文選》、《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5 篇）、《訄書初刻本、重訂
本》、《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等。碩士論文二十二篇，徵引的「論著類」有《中
國經學史十講》（2 篇）、《走出中世紀》、《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馬相伯
傳略》、〈何謂「人文精神」〉、〈《論語》結集脞說〉、〈晚清思想史中的民族主義〉
；
「編校類」有《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3 篇）、《新學偽經考》、《利瑪竇中文著
譯集》（6 篇）、《訄書初刻本、重訂本》、《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2 篇）、《未完
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2 篇）、《馬相伯集》等 25。
二〇一二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十九篇，博士論文六篇，徵引的「論著類」
有《中國經學史十講》、《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晚清思想史中的民族主
義〉
；「編校類」有《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3 篇）、《訄書初刻本、重訂本》、
《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等。碩士論文十三篇，徵引的「論著類」有《中國
經學史十講》、《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音調未定的傳統》、〈班昭考〉
；
「編校類」有《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2 篇）、《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
（3 篇）、
《章太炎全集》、《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2 篇）、《章太炎選集》等 26。
二〇一三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四十篇，博士論文二十一篇，徵引的「論著
類」有《中國經學史十講》（4 篇）、《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2 篇）、《音
調未定的傳統》、〈《論語》結集脞說〉、〈府兵制度化時期西魏北周社會的特殊矛
盾及其解決：兼論府兵的淵源和性質〉、
〈論「三通」〉
；「編校類」有《周予同經學
25

2011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9 篇：安井伸介（陳思賢、林俊宏）、姜龍翔（蔡
根祥）、洪銘吉（李威熊）、張博成（林慶彰）、郭寶文（夏長樸）、陳韋銓（鄭卜五）、樊鳳
玉（謝大寧）、蔡琳堂（周彥文）、羅卓文（黃沛榮）等。碩士論文 22 篇：艾立德（胡平生）、
吳雯雯（黃忠慎）、李居美（劉振維）、沈依安（李紀祥）、林佳瑜（柯明傑）、林彥廷（林慶
彰）、林雅淳（陳鴻森）、邱建智（甘懷真）、施惠媚（張清榮）、莊心恬（王芝芝）、許慈珍

（陳鴻森）、郭冠猷（曾肅良、曾永寬）、陳勇維（蔣秋華）、陳映竹（潘鳳娟）、陸韻雯（邱珮
萱）、傅揚（陳弱水）、曾東元（鄭卜五）、劉芳境（黃俊威）、蔡至哲（古偉瀛）、謝弟庭（陳
鴻森）、簡宏逸（韓可龍、潘鳳娟）、蘇愛嵐（周愚文）等。
26

2012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6 篇：朱浩毅（李紀祥）、李顯裕（王汎森）、黃
宏昭（朱元鴻）、劉英華（張雙英）、謝淑熙（林慶彰、賴貴三）、吳慧貞（李威熊、陳金木）
等。碩士論文 13 篇：朱宇文（江乾益）、邱建綸（林慶彰）、侯京吾（陳熙遠、馬雅貞）、許淑
媛（吳振漢）、陳永順（鄭卜五）、陳麗華（康世昌）、黃又慧（林文欽）、劉唐芬（吳龍雲）、
蔡佩育（龔顯宗）、簡均儒（鄭吉雄）、蘇柏誠（林安梧、胡其德）、蘇郁芸（吳彩娥）、蘇琬鈞

（林慶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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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論著選集》（8 篇）、《周予同經學史論》（3 篇）、《章太炎全集》、《康有為大同
論二種》、《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2 篇）、《維新舊夢錄：戊戌前百年中國的「自
改革」運動》、《孔子、孔聖和朱熹》、《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等。碩士論文十九
篇，徵引的「論著類」有《走出中世紀》（2 篇）、《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
（3 篇）、《中國經學史十講》（3 篇）、《重讀近代史》、〈何謂「人文精神」〉、〈十八
世紀中國的漢學與西學〉、〈關於晚年章太炎〉
；「編校類」有《周予同經學史論》
（4 篇）、《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2 篇）、《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利瑪竇中
文著譯集》（2 篇）、《訄書初刻本、重訂本》、《書目答問二種》、《章太炎全集》（3
篇）、《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等 27。
二〇一四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二十篇，博士論文六篇，徵引的「論著類」有
《走出中世紀》、《中國經學史十講》、《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
；「編校類」有
《周予同經學史論》、《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訄書初刻本、重訂本》、《新學
偽經考》、《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等。碩士論文十四篇，徵引的「論著類」有《中
國經學史十講》（3 篇）、《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
《走出中世紀》
；「編校
類」有《 利 瑪竇中文著譯集》（3 篇）、《周予同經學史論》（2 篇）、《梁啟超論清
學史二種》（3 篇）、《書目答問二種》、《康有為大同論二種》、《孔子、孔聖和朱
熹》、《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等 28。
27

2013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21 篇：王家泠（何澤恆）、王博玄（何澤恆）、
朱生亦（李紀祥）、林俞佑（李威熊、陶玉璞）、林健群（蔡英俊）、林惟仁（林啟屏）、林裕
學（簡光明、林晉士）、邱偉雲（林啟屏）、姜義泰（張素卿）、胡勝源（陳登武）、唐屹軒（彭
明輝）、翁燕玲（顏崑陽）、許育龍（蔣秋華、何澤恆）、郭芳如（杜保瑞）、陳維浩（傅佩
榮）、廖育菁（董金裕）、劉怡君（董金裕、黃源盛）、劉學倫（潘美月、楊祖漢）、鍾哲宇（蔡
信發）、魏綵瑩（朱鴻、李紀祥）、蘇俊鴻（洪萬生、左台益）等。碩士論文 19 篇：王玲（沈
秋雄）、李佳玲（高榮禧）、李盈慧（洪國樑）、施昱丞（閻鴻中）、張冠茹（楊濟襄）、梁慧美

（劉小鈴）、莊士杰（陳逢源）、陳烜泓（呂芳上）、湯雅雯（洪國樑）、黃英傑（陳鴻森、張素
卿）、黃慈恩（田富美）、黃資芳（韓可龍、潘鳳娟）、楊子葳（李卓穎、蘇精）、楊吉源（王國
良）、楊舒淵（林義正）、詹宜穎（陳逢源）、廖俊裕（陳淼和、陳秋媛）、趙婕妤（孫致文）、
藍振弘（吳根明）等。
28

2014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6 篇：歐修梅（楊雅惠）、洪靖婷（林文欽）、
黃智明（林慶彰）、莊坤成（劉文強）、黃世豪（劉兆祐）、李佩師（游秀雲）等。碩士論文 14
篇：林如隆（高桂惠）、蔡鳳玉（柯金虎）、沈政傑（黃忠慎）、劉俊甫（林安梧、賴賢宗）、黃
琬柔（劉龍心）、連惟怡（黃錦樹）、張育愷（楊雅惠）、劉欣韋（陳逢源）、楊淨惠（楊濟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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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五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二十七篇，博士論文十五篇，徵引的「論著
類」有《中國經學史十講》（3 篇）、《走出中世紀二集》（2 篇）、〈馬一浮在一九
三九：葉聖陶所見復性書院創業史〉、〈熊十力和馬一浮：新儒家與文化專制主義
者〉；「編校類」有《利瑪竇中文著譯集》（5 篇）、《劉師培辛亥前文選》、《周予同
經學史論著選集》（5 篇）、《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周予同經學史論》、《中
國經學史講義（外二種）》（2 篇）、《孔子、孔聖和朱熹》、《群經通論》、《康有為
大同論二種》等。碩士論文十二篇，徵引的「論著類」有《中國經學史十講》、
〈史官與官史：韓、柳的史官辯〉、〈康有為和朱一新〉、〈清學史：漢學與反漢學的
一頁〉；「編校類」有《馬相伯集》（2 篇）、《利瑪竇中文著譯集》（3 篇）、《中國經
學史基本叢書》、《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
《周予同經學史論》、《周予同經學史論
著選集》等 29。
二〇一六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十八篇，博士論文六篇，徵引的「論著類」
有《走出中世紀》、《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從《實理公法全書》到《大
同書》〉、〈君子夢：晚清的「自改革」思潮〉、〈經學史：儒術獨尊的轉折過程〉、
〈失落了的「文藝復興」〉
；「編校類」有《利瑪竇中文著譯集》、《訄書初刻本、重
訂本》、《周予同經學史論》等。碩士論文十二篇，徵引的「論著類」有《中國經
學史十講》（4 篇）、〈何謂「人文精神」〉
；「編校類」有《章太炎全集》、《周予同
經學史論》（2 篇）、《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2 篇）、
《中國經學史基本叢書》、
《馬相伯集》、《中國歷史文選》、《徐光啟全集》、《孔子、孔聖和朱熹》等 30。
黃忠天）、吳政龍（李弘祺）、郭哲驊（陳逢源）、張青美（丁原基）、許愷荷（黃雅莉）、許永
德（王偉勇）等。
29

2015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15 篇：王俊傑（林安梧）、何致和（李奭學）、
李彥儀（沈清松）、李智平（張壽安）、杜欣欣（李奭學）、周欣婷（林麗真）、洪博昇（洪國
樑）、張維玲（梁庚堯）、梁右典（林啟屏）、陳一弘（林啟屏）、陳慧文（劉人鵬）、劉為博

（陳麗桂）、蔡秀卿（劉千美）、鄭宗模（李瑞全）、羅健蔚（葉國良）等。碩士論文 12 篇：王志
浩（林啟屏、王德權）、李啟煌（陳元朋）、范栴綾（曾肅良）、苗琦玉（楊濟襄）、國世愛（李
江）、梁復興（李奭學）、彭莉婷（張雙英、林慶彰）、曾勝雄（羅文玲）、廖威茗（林慶彰）、
蔡政芳（陳以愛）、謝馨緯（宋鼎宗）、龔鈺珽（李紀祥）等。
30

2016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6 篇：王文正（楊雅惠）、林虹秀（康士林）、林
穎鈺（吳展良）、深川真樹（潘小慧）、陳建守（古偉瀛、黃克武）、陳嘉琪（王文進）等。碩士
論文 12 篇：王秋雯（陳逢源）、李洛（黃錦樹）、李淑卿（蔡根祥）、邵吉辰（陳睿宏）、邱嘉
瑩（陳政揚）、施燕萍（李淑萍）、范樂陶（葉海煙）、曾乃芳（陳睿宏）、黃軫愔（伍至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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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七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二十四篇，博士論文十三篇，徵引的「論著
類」有《中國經學史十講》（2 篇）、《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2 篇）、《走
出中世紀二集》（4 篇）、《走出中世紀》（2 篇）、《音調未定的傳統》；「編校類」
有《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3 篇）、《周予同經學史論》
（2 篇）、《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4 篇）、《馬相伯集》、《利瑪竇中文著譯集》、
《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等。碩士論文十一篇，徵引的「論著類」有〈章
太炎與王陽明〉、〈馬一浮在一九三九：葉聖陶所見復性書院創業史〉
；「編校類」
有《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2 篇）、《經學和經學史》、《群經通論》、《訄書初刻
本、重訂本》、《章太炎選集》（2 篇）、
《馬相伯集》、《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3
篇）等 31。
二〇一八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九篇，博士論文四篇，徵引的「論著類」有
〈班昭考〉
；「編校類」有《利瑪竇中文著譯集》、《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2 篇）
等。碩士論文五篇，徵引的「論著類」有《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編校
類」有《康有為卷》、《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
（2 篇）、《章太炎全集》、《中國經學史基本叢書》等 32。
二〇一九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十二篇，博士論文八篇，徵引的「論著類」
有〈清學史：漢學與反漢學的一頁〉；「編校類」有《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
（2 篇）、《徐光啟全集》、《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2 篇）、《利瑪竇中文著譯集》
（2 篇）、《周予同經學史論》等。碩士論文四篇，徵引的「論著類」有《中國經學
史十講》、〈清學史：漢學與反漢學的一頁〉
；「編校類」有《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

趙偉圻（康來新）、鄭良宏（高桂惠、陳翠英）、謝秉憲（劉德明、邴尚白）等。
31

2017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13 篇：邵芊芸（趙中偉）、邱亦縈（王文進）、許
惠琪（夏長樸）、傅凱瑄（李隆獻、鄭吉雄）、黃智信（陳韻）、黃慧芬（宋鼎宗）、葉毅均（張
元、鐘月岑）、黎雅真（鄭卜五）、賴昭君（黃忠慎）、戴子平（蔡信發）、韓承樺（古偉瀛、
黃克武）、簡宏逸（賀安娟）、曾世豪（高桂惠、楊明璋）等。碩士論文 11 篇：吳凱雯（林啟
屏）、李慎謙（張曉生）、柳雨青（鄭毓瑜、高嘉謙）、倪管嬣（劉季倫）、徐珮芬（林佳蓉）、
張芳琪（陳德光）、梁承忠（蔡秉衡）、陳琇芸（馮曉庭）、廖云榛（張書豪）、廖婉伶（王國
良、盧錦堂）、蔣薰誼（林俊宏）等。

32

2018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4 篇：李佩蓉（高桂惠）、陳治維（楊濟襄、張麗
珠）、曾銘璋（羅克洲）、謝元雄（王初慶）等。碩士論文 5 篇：林錫堅（范純武）、馬幸妤（陳
宏銘）、莊茹庭（王怡辰）、陳建志（魏慈德）、黃靖惠（劉又銘）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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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經學與經學史》、《傳世藏書》、《中國經學史基本叢書》等 33。
二〇二〇年徵引的學位論文共有五篇，博士論文一篇，徵引「編校類」有
《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碩士論文四篇，徵引的「編校類」有《周予同經學史
論》、《利瑪竇中文著譯集》（2 篇）、《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等 34。
臺灣的大學研究生自一九九九年至二〇二〇年共二十二年，在學位論文寫作過
程中徵引朱維錚先生的論著，以及朱先生編校諸書的實際表現，如前文所述總計有
四六〇篇，其中博士論文有一六七篇，碩士論文有二九三篇。這些學位論文都出現
有主動徵引朱先生的學術創作或朱先生參與編輯、校訂和注釋的學術專著為說的情
況，博士學位論文與碩士學位論文每年徵引的情況，呈現的實際情況如下表：
學位論文每年徵引篇數表
西元 1999
博士
4
碩士
10
合計
14

2000
3
13
16

2001
7
15
22

2002
3
14
17

2003
4
13
17

2004
6
13
19

2005
10
12
22

2006
9
16
25

2007
5
21
26

2008
13
14
27

2009
10
17
27

西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總計
博士
4
9
6
21
6
15
6
13
4
8
1
167
碩士 19
22
13
19
14
12
12
11
5
4
4
293
合計 23
31
19
40
20
27
18
24
9
12
5
460
從朱先生的論著與編校諸書，自一九九九年以後每年都出現在學位論文的實
際表現，從而可知朱先生在臺灣學術界的盛名。然則臺灣的研究生到底徵引了那些
與朱先生相關的書籍，亦即臺灣的研究生在書寫論文的過程中，到底選擇了那些朱
先生相關的論著，用以協助自己完成論文的書寫呢？下節即依據實際的閱讀考察論
之。
33

2019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8 篇：曾志偉（岑溢成）、馮美慧（高凌霞）、楊
肅毓（鐘月岑）、劉凱玲（賴貴三、釋惠敏）、蔡至哲（張志銘）、簡承禾（宋鼎宗）、關啟匡

（林安梧、楊自平）、於光泰（趙中偉）等。碩士論文 4 篇：王彥翔（洪國樑）、江伊薇（江建
俊）、楊恩源（鄭志明）、謝欣芸（賀廣如）等。
34

2020 年徵引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博士論文 1 篇：莊易耕（林素英、黃忠慎）。碩士論文 4
篇：李冀（劉又銘）、黃文信（陳慧宏）、吳昌峻（陳慧宏）、陳秀美（林葉連）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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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徵引選擇書籍的表現及其意義
朱維錚先生相關的書籍，除朱先生學術研究成果的論著外，還包括朱先生編輯
和校注他人著作的成果。徵引朱先生相關研究成果的四六〇篇臺灣研究生的學位論
文，依據實際的歸納統計，博碩士論文總計徵引了朱先生的個人學術專書八部、單
篇論文三十二篇；另外也徵引了朱先生編輯校注的書籍三十一種。
首先，歸納分析臺灣研究生學位論文徵引朱先生八部學術專著的情況，依據實
際的閱讀統計，實際徵引的表現如以下所述：
徵引朱先生學術專著統計表
徵引的書名

徵引篇數
55
55
20
6
6
2
2
1

《中國經學史十講》
《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
《走出中世紀》
《音調未定的傳統》
《走出中世紀二集》
《馬相伯傳略》
《壺裏春秋》
《重讀近代史》

朱先生的八部學術專著中，《中國經學史十講》、《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
《走出中世紀》、《音調未定的傳統》等四部，博碩士論文均有徵引者。《走出中世
紀二集》僅有博士論文徵引。《馬相伯傳略》、《壺裏春秋》、《重讀近代史》等三
書，僅有碩士論文徵引。臺灣四六〇篇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共有一四七篇徵引朱先
生的學術著作，徵引率約為 37.96%。另外，《中國經學史十講》、《求索真文明：晚
清學術史論》和《走出中世紀》等三部專著，共有一三〇篇學位論文徵引，約佔四
六〇篇論文的 28.26%，雖然徵引的數量與該書出版時間的先後具有關聯性，但應
該也可以大致觀察到此三書確實相當受臺灣研究生的重視，這是臺灣研究生學位論
文實際徵引的情況。
臺灣的研究生的學位論文，除徵引朱先生的學術專著外，同時也有徵引朱先生
單篇學術論文為說者，總共徵引朱先生三十二篇學術論文的實際情況如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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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朱先生單篇學術論文統計表
徵引的篇名
〈清學史：漢學與反漢學的一頁〉
〈《論語》結集脞說〉
〈班昭考〉
〈馬一浮在一九三九：葉聖陶所見復性書院創業史〉
〈晚清思想史中的民族主義〉
〈中國經學與中國文化〉
〈君子夢：晚清的「自改革」思潮〉
〈府兵制度化時期西魏北周社會的特殊矛盾及其解決：兼論府兵的淵
源和性質〉
〈劉師培：一個「不變」與「善變」的人物〉
〈失落了的「文藝復興」〉
〈在晚清思想界的黃宗羲〉
〈重評新學偽經考〉
〈從《實理公法全書》到《大同書》〉
〈晚清的六種使西記〉
〈梁啟超和《清代學術概論》〉
〈辜鴻銘生平及其它非考證〉
〈經學史：儒術獨尊的轉折過程〉
〈熊十力和馬一浮：新儒家與文化專制主義者〉
〈論「三通」〉
〈何謂「人文精神」〉
〈十八世紀中國的漢學和西學〉
〈康有為和朱一新〉
〈晚清漢學：排荀與尊荀〉
〈「乾嘉史學」：方法與爭論〉
〈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序〉
〈中國經學的近代行程〉
〈史官與官史：韓、柳的史官辯〉
〈清末的民族主義〉
〈清學史：王韜與天下一道論〉
〈章太炎與王陽明〉
〈關於清末的民族主義〉
〈關於晚年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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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內的三十二篇論文中，〈清學史：漢學與反漢學的一頁〉至〈府兵制度化時期西
魏北周社會的特殊矛盾及其解決〉等八篇，博碩士論文皆有徵引者；〈劉師培：一
個「不變」與「善變」的人物〉至〈論「三通」〉等十一篇，僅有博士論文徵引；
〈何謂「人文精神」〉至〈關於晚年章太炎〉等十三篇，僅出現在碩士論文。就總體
表現來看，有五十七篇學位論文徵引朱先生的單篇學術論文，約占全部論文篇數四
六〇篇的 12.39%。另外，徵引〈清學史：漢學與反漢學的一頁〉者最多，顯示此
篇較受臺灣研究生的關注。
臺灣研究生學位論文除徵引朱先生學術研究成果為說之外，臺灣的研究生同時
也注意到朱先生編輯、校訂或注釋其他學者的專著，因此，也有不少研究生徵引朱
先生此類編校的書籍，協助書寫完成學位論文，這部分的表現如下表所示：
徵引朱先生編校他人書籍統計表
徵引的書名
《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
《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
《利瑪竇中文著譯集》
《周予同經學史論》
《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
《訄書初刻本、重訂本》
《康有為大同論二種》
《馬相伯集》
《新學偽經考》
《章太炎選集》
《書目答問二種附輶軒語》
《章太炎全集（第三卷）》
《劉師培辛亥前文選》
《弢園文新編》
《維新舊夢錄：戊戌前百年中國的「自改革」運動》
《孔子、孔聖和朱熹》
《康有為卷》
《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
《東塾讀書記（外一種）》
《徐光啟全集》
《群經通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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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4
2
2
1
1
1
1

《中國經學史講義（外二種）》
《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
《萬國公報文選》
《中國經學史基本叢書》
《基督教與近代文化》
《經學和經學史》
《漢學師承記（外二種）》
《中國歷史文選》
《孔子家語》
《傳世藏書》

臺灣研究生的學位論文，總共有四一一篇徵引朱先生編校注釋的三十一種書籍，約
佔四六〇篇論文的 89.35%，可見此類書籍受臺灣研究生重視的實況。《周予同經學
史論著選集》、《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和《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等三種，顯然最
受臺灣研究生的重視。此表內《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至《群經通論》等二十一
種，博碩士論文皆有徵引。《中國經學史講義（外二種）》至《萬國公報文選》等三
種，僅有博士論文徵引。《中國經學史基本叢書》至《傳世藏書》，僅有碩士論文
徵引。其中《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有一五九篇學位論文徵引，占全數四六〇篇
的 34.57%，雖然可能與出版時間較早有關，但也可以大致見到臺灣研究生對該書
關注與重視的程度。
臺灣研究生一九九九至二〇二〇年學位論文徵引朱先生論著及編校諸書的實際
情形如上文所述，從前述實質歸納統計所得的數據，應該可以很明確地觀察到朱先
生的論著和編校諸書，受到臺灣研究生關注及重視的情況。但除此之外，同時也可
以透過徵引的專書與論文，分析臺灣研究生對朱先生學術的認知與眼中的朱先生學
術形象。
首先，若仔細觀察臺灣研究生學位論文徵引的朱先生個人學術專書與單篇論
文，可以很容易發現朱先生這些論著探討的重心，大致集中在二個主要的學術範
圍：一是清代學術及其延伸的議題 35；一是經學史相關的議題 36。從而可以大致推定臺

35

涉及清代學術研究的論著，如：《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清學史：漢學與反漢學的一
頁〉等等。

36

涉及經學史相關研究的論著，如：《中國經學史十講》、
〈中國經學與中國文化〉等等。
•

150

•

臺灣研究生視野中的朱維錚先生

朱維錚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

灣研究生心目中的朱先生，當該是位清代學術的研究學者，同時也是傳統經學史的
研究學者。其次，依據臺灣研究生學位論文徵引的朱先生編校諸書的表現，可以發
現這些書籍文獻主要探討的學術內容，大致可以歸納為三類：一是傳統經學史的
研究文獻 37；二是清代學術的研究文獻 38；三是基督宗教的研究文獻 39。同時，由於朱
先生整理編校諸書之際，幾乎每部書都會附上一篇相當深入精當的「導言」，徵引
這些書籍文獻的研究生，正常情況下當該都會閱讀朱先生所寫的「導言」，經由閱
讀「導言」的過程，自然也就會在無形中認知且承認朱先生在此研究領域的學術地
位。統合臺灣研究生學位論文徵引所有涉及朱先生的論著與文獻，可以大致推論朱
先生在臺灣研究生的心目中，當該是位：清代學術的研究學者、傳統經學史的研究
者、基督宗教學術的研究者，以及提供前述學術領域重要文獻的文獻學家。這是觀
察臺灣的研究生徵引朱先生相關諸書後，經由實際的分析所得的結果，這應該也是
臺灣研究生心目中朱先生的學術形象。
再者，觀察臺灣研究生徵引的朱先生整理的學術研究文獻，可以發現其中的
《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中國歷史文選》、《周予同經學史論》、《經學和經學
史》、《群經通論》、《中國經學史講義（外二種）》、《孔子、孔聖和朱熹》等七種
書籍文獻，都是朱先生整理校訂周予同先生的專著。朱先生師承周予同先生，還當
過周先生的學術研究助理，朱先生花費諸多心血，重新整理校訂周先生的著作，顯
然是有心的刻意為之，同時也因為朱先生的努力與用心，周先生的著作因而能夠更
廣泛地流布，甚至引發臺灣研究生的重視，故而乃能帶來大量學位論文的徵引傳
述。僅就一九九九至二〇二〇年的四六〇篇學位論文，就有一八九篇學位論文徵引
了前述七種周先生的學術著作，占有這些學位論文總數高達 41.09% 的徵引率，這
些都是透過朱先生「有形」的影響而獲得的成果 40。從而可知朱先生除臺灣研究生心

37

涉及傳統經學史研究的文獻，如：《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
《中國經學史基本叢書》、《經學和
經學史》、《孔子、孔聖和朱熹》等等。

38

涉及清代學術的研究文獻，如：《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
《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維新舊
夢錄：戊戌前百年中國的「自改革」運動》等等。

39

涉及基督宗教的研究文獻，如：《利瑪竇中文著譯集》、
《徐光啟全集》、
《馬相伯集》、
《弢園文新
編》、《基督教與近代文化》等等。

40

有些研究生徵引朱先生整理的周予同先生的學術專著，因為僅列出作者周先生的大名，並未舉出
整理校訂者朱先生的名諱，這類無形的影響不列入本文討論的範圍，故曰「有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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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的重要學術形象之外，同時還可以從朱先生刻意選擇用心的角度，觀察到朱先
生隱微呈現的另一個重要形象：不忘「師恩」而盡心盡力發揚「師說」的道德人格
形象。
臺灣研究生一九九九至二〇二〇年的四六〇篇學位論文，徵引朱先生個人論著
和編校諸書共三十九部，單篇論文共三十二篇，分布的情況與呈現的意義，如前文
所述，然則這些徵引的論文，到底和臺灣的那些學術研究相關呢？下文即分析討論
之。

四、學位論文徵引與臺灣的學術研究
臺灣的研究生自一九九九年開始關注朱維錚先生的論著及其編校的諸書，因而
徵引進入各自的學位論文書寫中。然則在這二十二年中總數四六〇篇的學位論文，
到底是屬於那些研究領域的研究生？透過這些研究生所屬的學術研究領域，大致也
就可以了解朱維錚先生對臺灣學術研究影響，主要在那些學術領域的範圍。以下即
歸納統計研究生從屬的研究領域，並以表格示之。
徵引論文研究生所屬學術領域及其篇數與比例表
學術領域

論文篇數

占有比例

中文相關領域

41

319

69.35%

歷史相關領域

42

80

17.39%

哲學相關領域

43

20

4.35%

10

2.17%

7

1.52%

6

1.30%

跨文化研究領域
藝術研究領域

45

政治學相關領域
41

44

46

包括：中文系、國文系、中語系、應用語文系、臺灣語文系、國學研究所、經學研究所、漢語文
化研究所、古典文獻研究所、國際漢學研究所、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漢學應用研究所等。

42
43
44
45
46

包括：歷史系、東亞系等。
包括：哲學系、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等。
包括：跨文化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所、翻譯研究所等。
包括：藝術系、美術系、美勞系等。
包括：政治系、國家發展研究所、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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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研究領域

4

0.87%

宗教學研究領域

3

0.65%

社會學研究領域

3

0.65%

工業工程領域

2

0.43%

建築景觀領域

1

0.22%

法律研究領域

1

0.22%

音樂研究領域

1

0.22%

教育研究領域

1

0.22%

圖書資訊領域

1

0.22%

醫學研究領域

1

0.22%

徵引朱先生相關學術成果的研究生，總共來自十六個學術研究領域，徵引最多的是
中文相關研究領域，占了將近七成的徵引率，這是受到朱先生學術影響最大的學術
領域。其次是歷史相關的研究領域，朱先生為歷史學者，在此領域內具有較高影響
力，應當理所當然。再次是哲學相關研究領域，第四則是跨文化研究領域。這四個
徵引數量最多的研究領域，總共有四二九篇學位論文徵引，占了全數四六〇篇學位
論文的 93.26%，可見這四個研究領域的研究生，乃是徵引朱先生相關學術研究成
果的大宗。由於研究生的學位論文，乃是培養學術研究人才非常重要的階段，要求
自然也不會低於一般的學術論著，故而指導教授與論文口試教師等，不可能容許徵
引與論文領域相悖的論著進入其中。換言之，已經通過口試而獲得學位的論文所徵
引的學術論著，必然是指導教授與口考教師認同或不反對的著作，這類著作當然也
就是該學術領域可以接受的對象。從而可以推測，既然容許培養研究人才的學位論
文徵引，自然也容許其他學術論著的徵引。學術論文的徵引，無論接受贊成或反
對，基本上都可以歸入「接受影響」的範圍，因此研究生所屬的研究領域，自然也
就可以過渡到該研究領域的學術研究。因此，徵引朱先生學術成果的研究生涉及的
學術領域，自然也就可歸入朱先生可能影響的學術研究領域了。
觀察前述徵引的研究生所屬的十六個學術領域，可見朱先生對臺灣學術的影響
範圍，並不局限於文史哲等人文學科的領域，甚至還外溢到社會學、政治學、法律
學、宗教學、教育學、圖書館學，以及藝術、音樂等學術領域。更特別的是，竟然
也影響到數學、工業、建築、醫學等自然科學與工學院等的研究領域。朱先生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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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嘲為「學無專精，雜七雜八」的「雜家」47。從朱先生影響的學術領域來看，朱先
生確實很「雜」，但這個「雜」不是「雜亂無章」的「雜」，而是「多元而廣闊，
不閉錮於一」的「雜」。雖然這些「雜」領域徵引的學位論文數量稀少，但卻可以
證實朱先生的學術成果，確實影響了臺灣人文學之外其他不少的學術研究領域。這
也就是透過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徵引朱先生相關著作，經由實際的分析探討，因而可
以證明的朱先生與臺灣的學術研究，既有專精且又多元的接受與影響的關係。

五、結

論

朱維錚先生的學術論著，以及編校的諸書，自一九九九年開始進入臺灣研究生
的研究視野中，因此乃有研究生徵引朱先生相關的學術專書進入學位論文。實則在
此之前，相關學術研究領域的臺灣研究生，就相當重視朱先生的學術著作與編校諸
書，例如：朱先生編輯的《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一九九八年六月出版，隔年就出
現在學位論文的徵引書目內 48；又如：二〇〇二年出版的《中國經學史十講》，次年
即有研究生徵引入學位論文 49；再如：二〇一〇年編校出版的《周予同經學史論》，
二〇一一年即有研究生在學位論文內徵引 50。除可見大陸學者的著作與臺灣學術研
究交流的迅速外，同時也可以顯示朱先生的學術研究成果與臺灣學術研究確實關係
密切，這個學術關係也就是臺灣學術界接受朱先生，因而受到朱先生學術影響的情
況。
本文透過研究生學位論文徵引朱維錚先生論著與編校諸書的表現，從而探討分
析朱先生學術與臺灣學術研究的關係，經由前述實質性的歸納統整，大致可獲得下
述幾點結果。
首先，由於歷史的不確定因素，導致臺灣與大陸的學術交流隔絕，尤其國共
政治鬥爭之後，敗逃到臺灣的國民黨政府，豎起國共不兩立的旗幟，再加上大陸十
47
48

朱維錚：〈我的書架沒有秘密〉，《南方周末•秘密書架》，2004 年 11 月 4 日。
張凌勳：《長江水域條約三口岸之開放及其商埠之形成》（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9 年）。

49
50

魏怡昱：《王闓運春秋學思想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陳韋銓：《鄭玄《三禮注》引《春秋》經傳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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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兩岸自一九四九年以後，基本上處於學術無法正常交流的情
況。直至一九八七年以後逐漸開放，一九九一年以後形勢越來越正常，兩岸的學術
交流進入比較正常的狀態。朱維錚先生的學術研究成果，乃在此種學術交流形勢之
風潮中，進入臺灣相關學術領域研究生的視野中，因而在各自的學位論文內徵引朱
先生的學術論著或編校朱書。
其次，依據搜尋「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的結果，發現自一九九九年
即有研究生徵引朱先生的學術成果進入學位論文，截至二〇二〇年止，共有博士論
文一六七篇，碩士論文二九三篇，總共四六〇篇的學位論文，徵引朱先生的學術成
果為說。徵引的朱先生學術專書有八部，其中以《中國經學史十講》、《求索真文
明：晚清學術史論》兩書徵引的學位論文篇數最多；單篇論文有三十二篇，〈清學
史：漢學與反漢學的一頁〉的徵引最多。徵引朱先生編校的成果有三十一種書，以
《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等的徵
引篇數最多。
其三，依據臺灣研究生學位論文徵引的朱先生研究成果，觀察朱先生在臺灣研
究生眼中的學術形象，從而獲得朱先生為：清代學術研究、傳統經學史研究、基督
宗教研究與文獻學等學術領域的專家，亦即視朱先生為清代與經學史的研究學者，
同時是重要的文獻學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者。此外，更經由朱先生花費大
量精力整理出版周予同先生的學術專著，從而可見到朱先生不忘師恩，且用心發揚
師說的道德人格，這是朱先生在學術研究領域之外呈現的道德人格。
其四，統合分析徵引朱先生研究成果的研究生隸屬的系所，以考察朱先生對臺
灣學術領域的影響實情，經由實際的歸納發現，研究生來自十六個學術研究領域，
其中以中文、歷史、哲學和跨文化等人文學術領域的關係最為密切，被接受而造成
影響的可能性最大。至於其他社會科學、藝術、音樂，以及數學、工程與景觀等等
非人文學的學術領域，雖然徵引的研究生數量相當稀少，但也可以見到朱先生學術
「外溢」到其他不同學術領域的實際表現，從而也就可以了解朱先生對臺灣學術研
究多元的影響實況。
其五，本文透過實證性的「外部研究」方式，透過歸納研究生學位論文徵引的
表現，進而分析探討朱維錚先生與臺灣學術研究的關係。獲得的研究成果，提供了
朱維錚先生的學術表現、臺灣研究生眼中的朱維錚先生學術形象、朱維錚先生自呈
不忘師恩的道德人格形象，以及朱先生對臺灣學術影響的推測等等，具有實質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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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價值的答案，對於有興趣研究朱先生學術，還有兩岸學術交流等研究者，應該具
有提供部分有效答案的學術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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