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3 

 
 

「2014『碑誌、文獻與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

紀要 
 
 
 
 

陳中龍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前  言 

學術研究奠基於資料、方法與理論三者的結合，在近代看似各自獨

立的三個學門──碑誌、文獻與考古，均是學術研究中重要的資料來源，

對於學術的推展具有絕對性的力量。然而三者寬廣豐沛的數量，由量變

而質變，不再只是資料元素，每一類均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方法論，成為

有系統的學術科門。為推展碑誌、文獻與考古同為「資料本質」的學術

研究，透過結合三方面的研究者，共同進行學術研討，由相互的交流，

融合三個領域的研究理論與方法，達到科際整合的目的。2014 年 12 月

27 和 28 日兩天，由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臺中朝陽科技大學通

識學院及嘉義財團法人松山教育事務基金會共同主辦：「2014 碑誌、文

獻與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了臺灣、大陸、韓國、越南、美國及德

國的學者，共同討論資料在學術研究中的角色、使用的方法以及如何建

構理論等問題。在兩天緊湊而豐富的研討中，對於資料的解讀與使用有

了更深的理解，不但宣讀論文的學者感到獲益良多，對於學術界亦有不

少助益之處，故特於此紀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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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議內容 

研討會假中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辦理之，採取「主題演講」、「論文

發表」及「小組（綜合）討論」的方式進行，目的在於先以主題演講建

立討論主軸，再由各自的論文宣讀發揮精華，最後綜合彼此的意見而建

構方法及理論基礎，達到碑誌、文獻與考古資料間的整合。其中第一天

（27 日）的會議由中正大學吳志揚校長親臨致辭嘉勉，顯示校方對於此

次會議的重視，再由朝陽科技大學通識學院徐志輝院長及中正大學歷史學

系暨研究所楊維真主任致辭，二者都對本次會議賦予極高的期待與祝福。 

（一）第一天（27 日）的議程及內容 

1. 主題演講 

主題演講由朝陽科技大學通識學院耿慧玲教授主人，首先邀請中正

大學榮譽教授毛漢光先生演講〈從史料到解釋〉。毛教授是國內外著名的

歷史學家，他提出目前的歷史學研究，不能再停留於傅斯年創議的「史

學即史料學」階段，史學的發展應該從史料進展到史料的解釋，再昇華

至史學理論的境界，讓「歷史」研究變成「歷史學」研究。在這個昇華

的過程中，必須將資料科學化處理，因此研究方法的運用格外重要，只

是歸納法容易讓人陷入資料的無窮考證中，必須謹慎使用。由資料的科

學化處理到進入歷史解釋，進而提昇至歷史理論的模式，才是未來歷史

應該重視的方向。 

其次邀請法鼓佛學院榮譽教授謝清俊先生演講〈從資訊到史料〉。謝

教授是國內首位將傳統文獻電子化的科技人，在人文學研究中佔有重要

地位。他認為歷史情境產生於史料，從資訊觀點來看傳統史料的來源，

主要有文字的記載（在圖書館裡）和器物之考證（在博物館及田野中），

在傳統的時代，研究工具主要是紙筆。但在數位時代，這些都產生了革

命性的變化，新的表現系統和媒介層出不窮、花樣百出，而且可以表達

文字不易表達的內容，可惜的是釋義學的發展，呈現了「純以科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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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人文問題方式」的不足，而必須建立人機共構的系統、是開放系統、

並且在電腦中應先有有效的表達情境(context representation)。 

2. 論文發表 

第一場次由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楊維真先生主

持，共有 4 位發表人，(1) 是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王承文教授發表的〈中

古嶺南南部沿海甯氏家族的淵源與身分認同──以隋唐欽州甯氏碑刻為

中心的考察〉。文中指出「溪洞豪族」在中古嶺南地區占有重要地位，但

苦於資料不足而所知甚少，可喜的是民國初年出土了隋代的「寧越郡欽

江縣正議大夫之碑」和唐代的「刺史甯道務墓誌」兩碑，碑文記載的欽

州甯氏家族對於理解「溪洞豪族」的歷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文中除了對

碑文再行考證外，也探討「溪洞豪族」的興起過程，揭示中古時期環北部

灣區域的開發與社會變遷，對於中古嶺南地區的研究提供一種新的取向。 

(2) 韓國交通大學中文系暨東 ASIA 研究所的朴英綠教授，發表〈有

關元代白話碑、蒙文和直譯體公牘形式的思考〉一文。朴教授長期關注

中韓間的簡札課題，研究成果豐碩並得到學界的認同，此文也屬其「元

代公牘的形式特徵研究」之一。文中指出元代的公牘形式結構很複雜，

例如公牘的寫作主題是皇帝或者官員，都會直接影響公牘的具體解釋，

他歸納出白話碑、蒙文旨書和元代公牘的特徵有三點，1) 旨書的開頭套

話，按發令人的身分而有區別。2) 白話碑的公牘和紙質公牘的書寫形式

不同。3)《高麗史》中的兩道蒙文公牘是皇帝的聖旨，或起碼是皇族的

旨書。這三點結論對於簡札研究具有重要指標的意義。 

(3)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學院耿慧玲教授發表〈越南北使與中越關係初

考──以丁黎朝為例〉一文。耿教授長期關注越南歷史的研究，力著於

越南的漢碑考釋與著錄，本文以丁黎朝為例，盡羅中越文獻中越南的北

使記載，發現丁朝的北使使臣大多為牙校，表現出丁朝權力結構與地方

勢力的密切結合。這種現象直到前黎朝都是如此，其政權的地方性相當

明顯，待至李朝開辦科舉之後，北使使臣多由科舉出身者擔任，至後黎

朝及阮朝的使臣，已盡為科舉出身之儒臣，其間的轉變相當明顯，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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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4)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朱振宏副教授發表〈敦煌寫本 S.2078V 習字

文〈史大奈碑〉再研究〉一文。朱教授主要從事中古時期北疆問題的研

究，本文利用敦煌寫本來補充史籍對史大奈的缺載，例如寫本釐清了史

大奈的出身及其世系，也說明何以史大奈最先歸附李淵集團，同時也可

進一步思考李淵與東突厥的關係。史大奈曾被李淵冊拜上柱國，封康國

公；唐太宗也曾授予右翊衛將軍，這都是以前所不知道的。本文可作為新

史料補充傳統文獻之範例，也讓我們對史大奈的生平事蹟有更全面的瞭解。 

第二場次由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李

慶新教授主持，共有 4 篇論文發表。(1) 是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周

曉薇教授發表〈流寓周隋的南朝士人交往圖卷──新出隋開皇八年〈朱

幹墓誌〉箋證〉。文中指出吳郡錢塘朱氏是南朝齊梁間的文學世家，但其

後裔進入北周後竟不見於史載，〈朱幹墓誌〉的出土正好可以補充史籍的

缺錄，同時說明朱氏一族在周隋政治與文化圈的生活軌跡，進一步推演

出周隋統治雖短，但在文化理念上有其一致性，即充分利用南朝士人，

建立以南朝文化為主的新文化體系，這項發現對於周隋的政治史研究具

有重要價值。 

(2) 雲南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李道和教授發表〈古代墓銘讖言故事初

探〉。李教授長期從事古代文獻研究，本文以讖言故事為題，蒐羅文本數

量近 70 例，李教授逐一說明、解釋，堪為鴻文。文中發現讖言的時間從

先秦到清代都有，墓誌一項則多集中於北齊隋唐，地域則遍佈中國南北，

集中在豫、晉、浙、贛諸地。墓銘讖言的內涵豐富，其產生與古代地理

的環境變遷、數有前定的命數觀、護墓安魂的社會心理及占卜的術數文

化都有關係。讖言與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李教授的論文為我們提供

一個理解讖言內容與發展的最佳管道。 
(3)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學院陳中龍副教授（即本人）發表〈漢代的「送

徒」──以刑徒磚誌為中心〉。刑徒磚是指刑徒在勞役場所死亡後，下葬

時順道陪葬的墓誌，裡面記載了刑徒的基本資料。本文利用目前出土的

刑徒磚誌約 1,300 餘方，統計並分析漢代的送徒情況及其範圍，目的在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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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刑徒提供國家勞動力的貢獻。若以漢魏洛陽故城為例，根據刑徒磚誌的

記載得知，調往故城的刑徒絕大多數來自於鄰近洛陽的郡治，且大部分在

洛陽的東邊和南邊。結合文獻的記載分析，後漢雖然將徙邊作為減罪的優

待，但刑徒的調動距離卻相當遙遠，甚至有從帝國的東邊調往極西的例子。 

(4) 美國賓州大學古代史博士研究生吳靖遠先生發表〈〈艾格斯塔決

議〉(IGI311)的定年問題〉。本文討論的是西元前五世紀的〈艾格斯塔決

議〉碑文定年問題，從十九世紀開始字母定年法一直被作為判斷此碑年

代的重要方式，然後利用碑文中第三行雅典執政姓名的殘存字母再做精

確定年；隨著二十世紀中葉《雅典貢銀清冊》計畫的執行，又提供了雅

典執政姓名以外的一種定年方法。但 1990 年 Mortimer  Chambers et al.

發表了攝像成果，成功挑戰文字定年的權威性，使得此碑的定年問題再

次成為開放性的議題。本文最足以表現新科技應用於歷史研究的重要

性，甚至可以推翻學界公認已久的定論。 
第三場次由韓國交通大學中文系暨東 ASIA 研究所所長朴英綠教授

主持，共發表 4 篇論文。 (1)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施維禮

（Wolfgang Schwabe，德國）助理教授發表〈先秦哲學中對人的情感之

反省與理論化──從《莊子》與《荀子》談起〉。本文先分析《莊子》與

《荀子》對情感的敘述與評價，接著探討兩書如何對情感提出比較理論

性的說明，以及情感敘述與理論化之間的張力問題。結果發現兩書多著

重在情感的個面向描述，對於理論說明的部分少有涉及，但這又是在先

秦古籍中，對人的內在比較全面敘述的著作了。 

(2) 浙江省佛教協會《浙江佛教》編輯李保陽先生發表〈呂集義及其

校勘〈半塘詞稿〉述略──王鵬運詞集研究系列之三〉。王鵬運(1840-1904)

是晚清的重要詞人，目前所見詞集有七個抄本，呂集義(1910-1980)為其

中之一。李保陽先生多年來從事王鵬運詞集的研究，本文指出呂集義抄

本是比較有特色的一種，裡面記載了呂集義本人和其他傳藏者獨到的閱

讀體驗，但抄本也製造了許多新的竄亂，所以該本是一個優劣互見的版

本。本文提供一個民國時代以來傳鈔晚清文集的例子，彌足珍貴。 

(3) 西安碑林博物館樊波研究員發表〈陝西蒙元碑刻的分類及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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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碑林博物館現藏蒙元碑刻約有 400 餘種，但對其研究者卻相當有

限，本文對陝西蒙元碑刻進行梳理分類和初步研究，勾勒出陝西蒙元碑

刻的基本脈絡。按碑刻性質將其分為官方文告碑、功德碑、宗教碑、儒

學碑、墓碑、墓誌、地圖線刻等，其中墓誌類有 60 餘種，多為學者未曾

著錄，內容包含地名、官制、家族世系、漢軍世侯等，如有耶律禿花家

族、劉黑馬家族及田雄家族等，這些都是相當珍貴的一手資料，對於元

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線索，同時也展現了碑林博物館豐富的館藏內容。 
(4)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韓）尹昭晶、潘牧天兩位博士生

共同發表〈略論朝鮮時代《朱子語錄》註解書的學術價值〉。朝鮮學者研

讀《朱子語錄》所作注釋的彙編主要有鄭瀁《語錄解》和南二星《語錄

解》兩種，裡面收錄了一千多個《朱子語錄》中的口語俗語，對於近代

漢語詞彙研究有很高的價值，本文中舉出了不少例子加以說明，都是前

所未見。註解書中也保留了部分李滉和柳希春語錄訓解的內容，從中可

見到兩人對於朱子學的漢學功底與思想內容，因此對於註解書的研究，

亦能促進東亞朱子學研究的進程，是相當值得深入的議題。 

3. 小組討論 

本日的小組討論分為兩個場地，一是「文獻組」，由南華大學文學系

鄭阿財教授主持，討論主題是：「文獻與學術研究」。鄭教授是國內外著

名的敦煌學專家，更精熟於傳統文獻的內容，會中引領學者針對文獻的

種類、考證、分析作出說明與解釋，學者不斷提出自己的意見，在相互

的激盪中，文獻在學術研究的角色也更加清晰了。 

另一個是「碑誌組」，由西安碑林博物館王其禕研究員主持，討論主

題是：「碑誌考古與史學研究」。王教授是碑林博物館的資深研究員，對

於碑誌相當精熟，且有獨到見解，在他的引導下，小組成員針對碑誌的

種類、性質及內容提出各自的見解。另外，現代科技與人文學研究的關

係，也成為小組的討論議題，多位學者都寄望於現代科技能加強參與人

文學研究的領域，讓未來的學術研究更加科學化。 

本日的學術議程在小組討論中結束，不過學者間的交流卻延續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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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晚宴中安排有現場的書法揮毫與古琴演奏兩項高潮，先由毛漢光、

王其禕與馬馳三位教授展現書法技藝，在學者的邀約下，三位教授無私

的獻出墨寶，足見三人的豁達熱情性格。另外搭配黃永明老師的古琴彈

奏，在「琹硯相歡」（王其禕教授書）的氣份中，達到了彼此交流的目的。 

（二）第二天（28 日）的議程及內容 

1. 主題演講 

第二天的「主題演講」由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林冠群教授主持，首

先邀請西安碑林博物館王其禕研究員演講〈新見隋仁壽元年《柳機墓誌》

考釋──兼為梳理西眷柳氏主支世系及其初入關中擠身「郡姓」之情

形〉。王教授對於碑誌研究相當精熟，本文以新發現的隋代〈柳機墓誌〉

為基礎，考察其世系並以此補備西眷柳氏初入關中，擠身「郡姓」的過

程，結果發現西眷柳氏的主支柳僧習諸子，由其定著到「新貫」，並以族

群的勢力累世居葬於長安，乃始於西魏北周而興盛於隋唐；且西眷柳氏

對於地方勢力的放棄以及中央化的程度，都要比東眷更早更徹底。這是

一個重大的發現，為政治社會史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其次邀請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張伯偉教授演講〈明清之際書籍

環流與朝鮮女性詩文──以《蘭雪軒集》的編輯出版為中心〉。張教授從

書籍環流的視角出發，將書籍與文學史相結合，討論朝鮮的女性詩文《蘭

雪軒集》的出版問題，指出許筠(1569-1618)將朝鮮的女性創作從「私密」

帶到「公眾」的過程。《蘭雪軒集》在朝鮮出版，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來

臨，女性創作從此衝出閨門，走向公眾，並影響了十八世紀中葉開始，

女性的文學自覺、性別意識和不朽觀念，女性生前自編文集的行為也是

受了《蘭雪軒集》的影響。這對朝鮮的文學史的理解有很大的貢獻。 

2. 論文發表 

第四場次論文發表由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王承文教授主持，共有 4
篇論文。(1)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李慶新研究員發表

〈從海康莫氏宗祠中之碑銘看明代莫氏家族（初稿）〉。文中指出雷州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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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社之黎郭村與東嶺村是當地大族莫氏的世居之地，兩地皆建有宗祠，

在東嶺村宗祠內藏有明清到民國時期的十餘方碑刻，本文以這些碑刻為

主要材料，研究雷州莫氏的來源、興起及其家族組織、莫氏與地方社會

的關係。得知莫氏是從福建莆田遷入雷州，從明代中期以後開始有功名

出現，遂建立大小宗祠，但卻因明清之際的粵西戰亂而逐漸衰落。 

    (2)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李明副研究員發表〈論唐代的「毀墓」――以

唐昭容上官氏墓為例〉。文中指出毀墓是一種有悖倫常的行為，但背後卻

隱藏著複雜且深刻的政治鬥爭和心理威嚇的因素，從武則天開始，當權

者就利用毀墓的極端方法來展現權力鬥爭的結果。文中具體的描繪了唐

昭容上官氏（上官婉兒）墓遭到毀墓的證據，並以考古資料佐證毀墓在

唐代確實出現的諸多案例，這讓在場的學者感到相當的新穎，對於李教

授的研究表達了肯定與支持的態度。 

(3)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劉振維副教授發表〈董仲舒《春秋繁

露》引《孟》、《荀》考及其哲學蘊義〉。劉教授長期關注《春秋繁露》的

課題，本文先從《春秋繁露》引用《孟子》與《荀子》的條數及內容分

析，認為《春秋繁露》引述《孟子》文本之處的闡述要高於《荀子》。其

次從師承來看，透過與董仲舒同時代的學者如韓嬰、江公的辯論，亦可

反證董仲舒與荀子無直接關係。再從齊學「尚經術」魯學「尚禮義」的

地域文化論之，又證董仲舒思想較趨近於齊學孟子一系，且就理論宗旨

言，除人性議題外，《春秋繁露》論述的觀點與孟子十分貼近。根據多方

面的考察，董仲舒《春秋繁露》承續的應是孟子學一系。本文立論清晰

且詳細，對於理解《春秋繁露》的思想根源有很大的幫助。 

(4)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湯佩津副教授發表〈從《粵西金石略》仁

宗朝的刻文看中越邊地開發〉。文中指出宋代仁宗朝因長期對廣南西路的

消極治理，卻又碰上交趾的崛起遭到蠶食鯨吞，仁宗面對粵西的騷動到

底是要積極治理還是安邊弭兵，再再考驗著仁宗的智慧。從《粵西金石略》

所見的仁宗朝碑刻分析，邊地大臣採取了較為積極的治理策略，例如李師

中在粵地疏導河道，開墾荒地，治理百姓有成，這在〈勸農事文〉中可以

得到證明。本文利用碑刻說明中越的邊地開發問題，頗可與文獻互相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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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次由西安碑林博物館王其禕研究員主持，共發表 4 篇論文。

(1) 西安碑林博物館賀華副研究員發表〈唐李楷墓誌略考〉。西安碑林博

物館館藏豐富，本文以 2007 年入藏博物館的一方唐永徽六年(655)墓誌

──〈李楷墓誌〉為研究對象，透過墓誌內容得知，李楷是唐初開國元

勳李靖胞弟李客師之子，在唐代透過蔭任制度而入仕為官，太宗時曾一

起出征遼東，這些都可以補充史籍的闕漏。隴西丹陽房李氏的家族興起

與發展，落籍長安之後的情形，以及獨自形成家族塋域的過程，也可透

過這方墓誌來理解，對於李氏家族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資料。 

(2) 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曾賢熙副教授發表〈唐代筆記小說中之飲

茶文化與茶器〉。本文以唐代筆記小說為史料基礎，探討當時的飲茶文化

與茶器的種類，指出飲茶流行於僧俗和士大夫之間，茶的功用可作為餐

食、飲用、餽贈、禮佛，以及文人雅士間的交流媒介。飲茶風氣的普及

導致茶的交易量漸增，從德宗開始對茶進行課稅，成了政府的重要財源。

飲茶的普及也促使各種物質文明提升到藝術文化的層次，例如 1987 年在

法門寺地宮出土的茶器，採金銀色搭配吉祥圖案，施作、用料與器形設

計，都能反映出晚唐時期高超的工藝水平。 

(3)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系郭玉茹助理教授發表〈漢傳佛教瑜珈焰口的

版本探討〉。郭教授是國內著名的二胡演奏家，本文從《紅樓夢》中延請

禪僧行香，放焰口之事說起，從佛教典籍的目錄著手，配合房山石經及

敦煌文獻的佛教經典，討論自唐代以來流傳至今的十一種不同版本的《瑜

珈焰口》。認為唐代譯著的有「實叉本」、「不空本」、「水法本」三種，宋

代有「軌儀本」、「緣由本」、「不動本」三種，元代有「失譯本」一種，

明代有「祩宏本」一種，清代有「法藏本」、「寂暹本」、「德基本」三種。

「德基本」又是目前海峽兩岸通行的版本。文中考證精確，對於版本的

釐清有重要貢獻。 
(4) 國立中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張盈馨發表〈以巴什拉

詩意哲學之觀法分析《工作與時日》對火之想像〉。本文旨在探討古希臘

赫西俄德（Hesiod, active between 750 and 650 B.C.）《工作與時日》(Works 

and Days)中關於火的想像，使用的方法是當代法國哲學家巴什拉(Ga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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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helard,1884-1962)詩意哲學(unephilosophie du poétique)之觀法(view- 
Structure)。指出巴什拉的貢獻在於關注人應該以一種詩意地存在世界，

並且具體的指出何謂詩意、何謂詩意像的問題，但此法之原初意象實已

偏離人性之情感，相較而言，古希臘人更是以人性的角度觀看世界，發

展其世界圖像及價值觀。 

第六場次由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朱振宏副教授主持，共有 4 篇論

文發表。(1)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劉怡青發表〈從《文心

雕龍》看碑、銘之別〉。本文以南朝蕭齊劉勰的《文心雕龍》為主，蒐羅

上古以來對於碑、銘的論述史料，解釋兩者之間的差異性何在。發現《文

心雕龍》對於碑、銘的理解，乃承續後漢蔡邕以來的說法，而蔡邕所處

的時代，又是碑、銘逐漸分流之時，其後到南朝梁時，隨著作者的增加

以及碑、銘文體功能的融合、轉化，至劉勰的《文心雕龍》時，已經可

以確立出碑、銘之間的差異性，只是對於碑、銘如何融合、轉化及確立

的過程，必須再深入討論。 

(2)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徐筱妍發表〈從清代碑誌看

臺灣彰化縣的社會樣貌〉。清代彰化縣的範圍包含今日的臺中市、南投縣

和雲林縣北部，北以大甲溪為界，南臨虎尾溪，目前的彰化縣是其中的

一部分而已，但卻是當時臺灣中部漢人開墾與活動的主要區域，時有「一

府、二鹿、三艋舺、四寶斗」之俗諺，藉此可窺見其繁榮景象。本文蒐

羅了 85 方有關彰化縣記載的碑誌，對於內容進行分類與說明，目的在藉

此呈現清代時期彰化縣的社會樣貌。由於碑誌內容表現出多元、豐富且

精采的社會紀錄，讓人對於清代彰化縣的社會樣貌有了新的理解。 

(3)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語言學博士生張允欣發表〈尋找口語中的文獻

──諺語中的文化資訊〉。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現存的語言當中

有一半以上在本世紀末將會消失，其中多數語言正好就是沒有書寫傳統

的語言，一旦這些語言消失，依賴語言存在的口語文化也將消失殆盡，

這個警訊需要受到重視，許多學者正在為弱勢語言留下紀錄，本文正是

基於這樣的使命感而作。它深入討論華語、英語、約魯巴語以及艾也瑞

語四種語言的諺語，利用其中具有各語言社群特有的事物來討論四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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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文化背景，說明如何利用口語傳統來輔助對於沒有書寫系統的語言

的研究。這對於中國史研究者來說，是一篇相當新穎且具吸引力的論文。 

(4)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碩士生潘青皇發表〈黎朝升龍進士題名碑初

探〉。潘同學從越南胡志明市到中正大學研修，為學態度認真，熟悉中文

文獻且語言表達通暢。本文以黎朝升龍進士題名碑為題，討論進士題名

碑的刊刻狀況、立碑的目的以及碑刻的藝術價值，對於越南最重要的文

化遺產研究，具有開創性的意義。進士碑作為物質文化的載體，不僅是

越南黎朝重視人才教育的標誌，也是研究越南藝術史不可缺少的資料，

文中又指出越南進士題名碑的造形、刊刻形式和中國碑刻的差異性，這

對於中越碑誌的比較研究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3. 綜合討論與會議總結 

本日的綜合討論由耿慧玲教授主持，會中除了表達對於參加這次會

議的專家學者的感謝之意外，也再次對主辦單位及工作人員的辛勞表達

謝意，當然耿教授也對會議的內容發表了個人的寶貴意見。參加的學者

中有毛漢光、王其禕、李道和、王承文、李慶新、朴英綠及張伯偉諸位

教授，提供了個人對這次會議的感想與建議，會中的討論相當熱烈。至

於這次會議的總結，就由本人執行。本人在會中將發表的論文區分為兩

大類說明，今甚感其不足之處，且將第二天的「主題論述」誤為論文發

表，因此特別再撰此文說明之。 

二、主要的貢獻 

綜合此次會議的內容，計有 2 場「主題演講」，4 位教授主講；6 場

次的論文發表，共有 25 位學者 24 篇論文，就篇數上來講，相當的豐富。

所有論文中，有關中國歷史的 20 篇，外國的 6 篇（越南 2、希臘 1、朝

鮮 2、法國 1），中國歷史中屬於隋唐以前的 13 篇，唐以後的 7 篇。就討

論的主題分類而論，有關碑刻的 14 篇，文獻 11 篇，考古的 1 篇，可見

本次會議多集中在碑刻與文獻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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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碑刻的部分而言，有偏重碑刻墓誌本身的考訂，強調碑刻史料價

值者，其例如〈地不愛寶──新出隋代墓誌銘舉要〉、〈唐李楷墓誌略考〉

與〈〈艾格斯塔決議〉(IGI311)的定年問題〉等。亦有從碑刻資料入手，

擴大並延伸研究主題者，其例如〈越南北使與中越關係初考〉、〈中古嶺

南南部沿海甯氏家族的淵源與身分認〉與〈從海康莫氏宗祠中之碑刻看

明後期粵西宗族與地方社會〉等。就文獻的部分而言，有偏重文獻本身

的考訂者，其例如〈漢傳佛教瑜珈焰口的版本探討〉、〈略論朝鮮時代《朱

子語錄》註解書的學術價值〉與〈敦煌寫本 S.2078V 習字文〈史大奈碑〉

再研究〉等，亦有透過文獻而延伸研究議題者，其例如〈古代碑銘讖緯

故事初探〉、〈先秦哲學中對人的情感之反省與理論化〉、〈董仲舒《春秋

繁露》引《孟》、《荀》考及其哲學蘊義〉等。 

本學術研討會的目的在將碑誌、文獻與考古三種資料作結合，希望

以此奠定學術研究的資料基礎，進而引發學者朝向建立研究方法與理論

的方向前進，讓未來的學術研究更加科學化。綜觀此次研討會的內容，

大概達到以下四點目標，1. 揭示史料作為學術研究的基礎，肯定史料的

多元性特色，其中的碑誌、文獻與考古三類，更是學術研究的基礎資料。

2. 資訊科技在學術研究扮演的角色應受到更大的重視，但要如何與人文

學研究建立關係以及建立哪種關係，都應有更深入的討論。3. 域外漢學

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本研討會中對於越南及朝鮮漢學的研究已經突顯

這個課題。4. 對於中國嶺南的研究，藉由碑誌的內容可延伸出更多的研

究取向，例如家族在嶺南的發展及其社會意義，都可從碑誌中找到寶貴

的資料。以上四點是本次研討會的主要貢獻，期許個人未來都能秉持這

些目標向前進。最後，在此再對這次研討會中辛勤付出的所有人表達感

謝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