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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師易得 人師難求
追憶中研院近史所創所人郭廷以先生

▓陳三井

引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

處）創設於1955年2月，轉眼間已將屆

一甲子。撫今追昔，感慨萬千，令人低

迴。今天的近史所，擁有新研究大樓一

棟，輔以藏書豐富的專業圖書館暨深具

特色的檔案館，可謂設備齊全，研究條

件海內外稱羨，其結果真是繁花似錦，

碩果纍纍，前程無可限量。這一切都是

歷任所長和全體同仁慘澹經營、心血努

力的成果，但何嘗不也是當年郭廷以

（量宇）先生創所時高瞻遠矚，實事求

是，忍辱負重，辛勤開拓所奠下的基

礎。

郭廷以先生（1904-1975），河南

省舞陽縣人，東南大學（前身為南京高

師，後改名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在

大陸時期先後執教於清華大學、河南大

學、中央政治學校、中央大學，來台後

主要任教於師範大學（曾兼任文學院院

長），於1955年出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籌備處主任，1965年4月近史所獲

准正式設所，出任首任所長，直至1970

年6月辭職，前後在任約十五年。

不拘門戶 培育人才

創所伊始，除研究計畫之擬訂，檔

案資料之徵集和編纂，口述歷史訪問之

展開外，亦積極進行研究人員之羅致和

訓練。

人才之羅致，除高階所謂「一等

公」之張貴永、陶振譽、胡秋原、楊紹

震四人與中階之王聿均、李毓澍、黃嘉

謨所謂「二等公」，在此不論外，其羅

致人才之方式大致有兩個管道：

一是他在台灣師大所教過的學生，

主要名單如下：呂實強、陸寶千、王爾

敏、李國祁、鄧汝言、李作華、李恩

涵、張朋園、兀冰峯、張玉法、陳三

井、林明德、黃福慶、陳存恭、魏秀

梅、林泉、林忠勝等。

二是台大、政大等校畢業生，主

要名單如下：呂士朋、賀凌虛、王樹
▲郭廷以先生。 

槐、王璽、李念萱、劉鳳翰、趙中孚、

夏沛然、謝文孫、胡耀恆、吳章銓、魏

廷朝、陶英惠、馬天綱、郭正昭、史靜

波、許大川、李本唐、張俊宏、藍旭

男、賈廷詩等人。

雙方旗鼓相當，無分軒輊。

郭先生用人，海納百川，最大的

長處是沒有門戶之見，一視同仁。他在

《日記殘稿》中自剖：「處世立身之

道，決不播弄是非，更不揭人隱私，在

學術上亦無門戶之見。」師大畢業生，

都是他精挑細選，擇優引進來的。非師

大的學生，不是學術界朋友介紹的，便

是有通家之好的外省第二代，像許大川

是教育廳前廳長許恪士的兒子，李本唐

是警備總部前副總司令李立柏的兒子，

夏沛然則是青年黨領袖夏濤聲的兒子，

謝文孫為前外交部長沈昌煥的外甥。

在那個留洋學生尚未大批鮭魚返

鄉的年代，史學界的人才比較缺乏，培

養人才的搖籃只有台大、師大兩校。郭

先生很愛才，對台大學生、碩士論文寫

《唐代農民問題》的吳章銓頗為賞識，

日記中說：「台大學生吳章銓有意入近

史所工作，氣質頗佳，確為一好學之

士，允之。」

郭先生訓練人才，方法很簡單，就

是先從熟識材料，整理檔案著手，這是

史學入門的基本功夫。參加口述訪問工

作也是一種歷練。最枯燥無趣的大概就

是在剪報室擔任剪報工作。

等到能做專題研究，寫專刊，又是

另一種境界。郭先生對專刊水準的要求

極為嚴格，批閱十分認真仔細，管控品

質把關的工作絕不馬虎。可以說，近史

所前三十序號的專刊，大概都經過他的

一改再改，千錘百鍊。幾本蜚聲中外，

備受同行稱道的專刊，更不能抹煞郭先

生嘔心嚦心的辛勞。在《日記殘稿》中

透露對李毓澍的《外蒙古撤治問題》，

大改其稿，他在前後近一個月中，有

十一次提到為李毓澍君改稿，且不無感

慨的一再表示，該稿「材資取捨，及文

字本身，均有問題」，「導言之部欠

▲1964年6月20日，郭廷以與同仁合影。左起：王樹槐、蘇雲峰、王萍、王家儉、黃嘉謨、
    史靜波、劉子健、劉鳳翰、郭廷以、張存武、張朋園、李本唐、陳三井、李念萱、陳存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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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兄推崇他是個好丈夫、好父親、好老

師，的確當之無愧！個人以為，郭先生

也是一位能處處為人設想的好長官，我

在另一篇文章中曾感觸良深的說：「當

你在異鄉孤軍奮鬥，精神極端苦悶，經

濟也不是完全沒有壓力，正在徬徨無助

的時候，有一個人適時地（來信）做出

了承諾和保證，伸出了有力的援手，那

種振奮和感激是筆墨難以形容的。」

看書：無論在家或於旅遊，郭先

生都經常看書，有手不釋卷的習慣。

他到美國參觀大學圖書館或拜訪友人

時，都會順手借閱幾本新書或過去難

得一見的著作。職是之故，他與友人談

話，才會特別記下「張國燾頗能幹，惟

不讀書」，「李大釗不讀書」等談話。

同樣的，他也留下蔡尚思的《蔡元培之

學術思想傳記》，「失之蕪雜」；《吳

鐵城回憶錄》，「無何特殊資料，敘事

且多錯誤」；沈雲龍的《現代政治人物

述評》，「尚可讀，惟夾敘夾議，終不

免有若干成見。至於取材，無甚新穎

處」；重讀何應欽的《八年抗戰之經

過》，「益感其取材不廣，且多舛誤

之處」；吳廷燮的《合肥段公年譜初

稿》，「極簡陋，取捨毫無準則」；閱

《張國燾回憶錄》，「甚有趣」，「得

一新認識」，惟「第二章失之繁瑣，且

多誤」；閱陶菊隱的《北洋軍閥統治時

期史話》，「無何新材料」；閱唐德剛

《1844-1860中美外交關係》（哥大博

士論文），「常有小誤，惟其分析馬沙

利、麥蓮使華一段史事，頗有所見」等

簡短評語。

寫日記：郭先生亦有每天寫日記

的習慣，他自書言行，乃是為了備忘而

非供他人閱讀。可惜日記不全，中間斷

缺，而成殘稿。閱郭先生日記，仍覺稍

嫌簡短，有時一日僅一行，殊不過癮，

而且有時寫到精彩處，戛然而止。例

如，他聽趙元任夫人談徐志摩韻事，兼

及羅志希（家倫）、俞大維、傅孟真、

金岳霖等留歐軼事遺聞，又如聽胡適道

及陳獨秀頗好色，又說馬寅初之好色，

尤過於陳等，往往無下文，大概就是秉

持「不撥弄是非，不揭人隱私」的處世

立身之道吧！

郭先生日記中記載得最詳細的，是

與蔣廷黻在紐約帝國大廈的一次談話，

長篇大論有飯前十一項，飯後亦十一項

的記略，十分精彩，亦涉及本所早期的

發展，因篇幅所限，在此不能全引。他

對蔣大使甚為推崇，說「今日談話，發

現蔣先生論事著實，條目井然，不作偏

激之言。」當時胡適、楊西崑亦在座，

▲《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 

妥，文字亦不甚乾淨」，又說：「甚感

吃力，文字表達技術實太差」，最後才

如釋重負的說：「改稿完畢，仍不能令

人滿意」。

據郭師母私下回憶，郭先生深夜看

稿，看到一肚子氣時，常常把書稿往地

板上一摔，待翌晨醒來再揀起，某些專

刊便是在摔摔復揀揀中磨練出來的。

某位自我感覺良好，自恃文筆不

差的研究人員，為了規避郭先生審稿，

曾趁其出國期間先斬後奏，私將自己書

稿付梓，且頗以此為得計。然審視其

專刊，在論述中外關係時，滿紙陳腔

套語，充斥「處心積慮」、「惡毒策

略」、「詭計狡謀」、「翻雲覆雨」等

不合史學規範的情緒性字眼，徒自減損

其學術價值。

慈父 益友 人師的形塑

對郭先生一生志業的認識，透過已

出版的《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郭

廷以先生書信選》、《走過憂患的歲月

─近史所的故事》、《郭廷以先生門生

故舊憶往錄》等書，仍覺意猶未盡，直

到《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的問世，才

多少彌補了一些缺憾。

透過《日記殘稿》，我們發現郭先

生除教書、開會、吃飯應酬並偶爾打個

家庭式消遣性的橋牌之外，每天或經常

必做的三件事是：

寫信：與前輩學者一樣，他勤於

寫信。在台北時，給在美留學的兒子寫

信；出國在外則給太太寫信，給留在大

陸任教北京師大的長女郭蒨蒨去信，詢

問近況，家書不輟。在外旅遊，接得家

書，極為慰愉。家書之外，也給朋友、

同僚、學生寫信，很多同仁都收到過他

用郵簡寫的親筆信。張朋園學長收穫最

大，達五十封之多。從這個角度看，朋

▲民國47年參與海防檔編輯工作同仁，前排右起：黃嘉謨、王聿均、李毓澍。
  後排右起：鄧汝言、李國祁、呂實強、王爾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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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請余發言，不便多所批評，僅就余

對秦漢史之整個看法略作表示。

1957.12.13

上 午 參 加 遠 東 所 討 論 會 ， 梅 谷

（Franz Michael）講中共鳴放問題，甚淺

顯！

1957.12.16

與羅榮邦先生（燕大畢業，華大遠

東所講師）談美國漢學界情況。據云空

虛異常，大都一知半解，中國書根本不

能閱讀，而於近代中國尤乏了解，即為

文著書，執教大學，放言高論。

1958.01.15

出席秦漢史大綱討論會，該大綱固

欠妥，而發言者又多於此一時代歷史少

所了解。

1958.01.21

出席近代史討論會，討論「張謇」

論文，余曾發言，有所補述，其除蕭公

權先生外，其他發言多不切題。

1958.04.09

中午應黎文生（Joseph Levenson）教

授宴，Levenson為費正清學生，曾授梁啟

超之思想，毀譽不一，惟其人尚不失讀

書人氣氛。

1958.04.11

晤李卓民先生，談加大關於近代中

國史研究計畫，似頗空洞。又與Frankel

談中古中國史研究計畫，規模甚小。

期待年譜早問世

郭先生個性嚴肅、內斂、木訥寡

言，不是一位口若懸河、辯才無礙的名

嘴型大師，他的長處在勤懇治學，他流

傳下來的著作，比起若干一代史學大

師，並不遜色，絕無汗顏之處。

郭先生治學範圍甚廣，除中國近

代、現代史外，舉凡西洋史、中國通

史、中西交通史、西域史、中國古代

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均曾講授，著

述中亦一再觸及。畢生著述不下數百萬

言，除廣為學界所參考之《太平天國史

事日誌》、《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清

季）》、《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等工具

書外，主要還有以下數種：

1.《近代中國史》（上下二冊，長

沙商務印書館，1940-1941）

2.《台灣史事概說》（台北：正中

書局，1954）

3.《俄帝侵略中國簡史》（台北：

正中書局，1954）

4.《郭嵩燾先生年譜》（台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

5.《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

大學，1975）。另有曉園出版社1994年

▲張朋園著《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  
台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 

郭先生對於胡適批評「張曉峯（其昀，

時任教育部長）為一神經病、瘋子，處

處想以南高、東大、中大為主，打擊北

大及胡適之，專與台灣大學為難，以錢

思亮不肯受其支配，張故意抬高政大、

交大，壓制台大。清華梅月涵（貽琦）

亦飽受其欺凌」等語，認為胡先生不免

有過分之處。

透視美國的近代中國史學

郭先生沒有出洋留過學，但可以

閱讀英文著作，亦略識法文。但他絕不

崇洋，幾次到美國參訪，與美國學者交

往，不卑不亢，不失中國傳統知識分子

的本色。

以他的專長和所學看美國新興起的

漢學或近代中國史學研究，頗有一得之

卓見，茲引數則如下：

1957.11.17

訪蕭公權先生，商談工作計畫及

美人對於中國史研究之得失，始感美人

喜駕立論，不肯按部就班做去。尤喜立

異，而史實則並不如此。

1957.11.26

與施友忠先生閒話，論中西學人研

究漢學態度，中國學人如培根所謂螞蟻

式，西方學人則近乎蜘蛛式，如均能如

蜜蜂式，則善矣。西人頗能提出問題，

肯思考，但結論則不無可商議。

1957.12.06

參加華盛頓大學遠東所討論會，商

Wittfogel所擬秦漢史大綱，章節失之支

離，標題大多欠妥。衛德明（Wilthelm）

▲民國50年，蔣廷黻訪問近史所。右起：王聿均、張貴永、郭廷以、蔣廷黻、胡適、李濟、 
胡秋原、李毓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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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掉下石頭
地上砸出太湖
俄羅斯隕災啟示錄

▓柯博文

2013年2月15日，就在漫漫春節假

期行將結束之際，一顆小隕石砸到俄羅

斯中部烏拉山區，把車里亞賓斯克市

（Chelyabinsk）炸得亂七八糟，1200人受

傷。台灣的電視台正苦於長假，無新聞

炒作，這個天降奇材乃成為熱門話題，

但八卦居多。

太湖起源揭密

無論中西方，歷史上關於隕石的紀

錄，可說汗牛充棟，世界最早而可信的

紀錄，出現於中國《竹書紀年》之《晉

紀》：「隕石於宋五」，而《春秋左氏

傳．僖公十六年（西元前644年）》也載

有：「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

五。」與《紀年》同。

談到隕石，不能不先說「太湖撞擊

事件」。

大約一萬年前，一顆直徑約一公里

的巨石，自東北往西南方向墜落，砸到

今天無錫市西南側，形成一個直徑約50

公里的大坑，再經過長江河水的沖刷，

乃形成今天的太湖。

太湖由於形狀特殊，其起源長久以

來就是地質學家討論的話題。1990年，

南京大學大地海洋科學系的傅成義、俞

錦標等教授，在《中國地理學報》發表

論文「太湖三山島擊變岩的發現及其意

義」，推論太湖是由隕石撞擊而形成，

但是證據尚不充足，學界對此存疑。

到了2009年，南京大學的王鶴年、

謝志東、錢漢東等三位教授，在長期研

究分析後，確證在太湖沉積淤泥中發現

的各種岩石樣本，保留了明顯的衝擊濺

射特徵，顯示其的確為隕石撞擊而成。

分析沉積淤泥的年代，科學家推

測這顆隕石掉落的時間，也符合太湖的

▲太湖鳥瞰圖。

版。

6.《近代中國的變局》（台北：聯

經公司，1987）

而有關紀錄郭先生生平志業的資

料，除上述之口述訪問紀錄、書信選、

門生故舊回憶及日記殘稿等外，值得一

提的尚有：

1.張朋園，《郭廷以、費正清、韋

慕庭─台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80，

1997）

2.王爾敏，《廿世紀非主流史學與

史家》（廣西師大出版社，2007）

3.李金強，〈南港學派的創始者─

─郭廷以的生平志業及其弟子〉，收入

李金強主編，《世變中的史學》（廣西

師大出版社，2010）

因時間所限，尚不及細查，當仍有

頗多可資參考之資料，恕不備舉。

走筆至此，本人想強調的是，由於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8月）的出版，加

上前述各項資料的彙整，深信近代史研

究所覓人主編一冊《郭廷以先生年譜》

的時機已經成熟，藉此一方面可以紀念

艱辛創所、為所奉獻達15年之久的郭廷

以先生，若三年內可以完稿付印成書，

則另一方面復可慶祝近史所成立一甲

子，兩美並舉，何樂而不為？（作者為

本會理事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5年4月正

式設所，首任所長郭廷以先生，歷任所

長：梁敬錞先生、王聿均先生、呂實強

先生、張玉法先生、陳三井先生、呂芳

上先生、陳永發先生，現任所長黃克武

先生。上圖為該所圖書館，典藏無數近

代歷史文件史料。右圖為圖書館會議

室，是舉辦學術研討會的重地。 

無錫

蘇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