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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群專訪：
劉維開教授談社群運作及青年學者培育
採訪／李宛芝　撰文／李宛芝

　　學術研究群業務為本中心期許學者能以具原創性或前瞻性的議題，促成團隊研究

交流、挖掘多元視野，特別鼓勵跨領域的學術研究主題，希望能進一步深化研究能

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於2017年起，已擔任過三次學術研究群召集

人，執行表現出色，本次特別邀請劉教授分享研究群的執行過程與心得。

緣起

　　在研究群成立之前，劉教授與當時多為各大學歷史所博、碩士研究生的研究群多

數成員，於2006年開始一起參與《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讀書會。此讀書會

一路從2006年到2016年，整整進行10年，閱讀完整套84本的《事略稿本》。藉由讀

書會，有些成員的研究因此有所改變，有些則於讀書會中找到發展方向，並進入學術

界工作。10年讀書會的運作，讓劉教授深感定期的交流討論，對與會學者及學生來

說，具有莫大助益。在事略稿本讀書會結束前，以政大歷史系博、碩士班學生為主，

並在其他幾位他校歷史所研究生的共同參與之下，於2015年自發性地成立了「中國

近現代史讀書會」。當時這個讀書會的成立，主要是希望結合政大及國內各系所研究

民國史的青年學者，以共同研討史料及交流為目的，並且在幾位資深學者的帶領之

下，藉此形成一個以青年世代為主的研究群體。除了每月定期的讀書會外，當時每年

也固定舉辦民國史相關的工作坊，提供民國史研究學者對話交流的平臺。在工作坊之

後，考量到碩士生需要的是研究方向及方法的引領，而博士生以上的成員，則是需要

更多外界的學術刺激與交流資源。當時的成員中，有博士班學生、有博士後研究人

員、也有已經在大學或研究機關任職，因為《事略稿本》讀書會所展現的效益，大家

都很贊同固定聚會交流討論，也希望另外成立一個研究群體。

　　恰好此時劉教授看到人社中心的學術研究群業務，在與讀書會的成員討論後，決

定以「近代中國與東亞」作為這個研究群的研究主軸，並在劉教授的帶領下，開始研

究群的運作。

　　之所以選擇近代中國及東亞地區，主要是研究群成員的研究領域多為中國近現代

史，但若僅侷限在中國近現代史，範圍又過於狹窄。因此劉教授思考除了近代中國

外，可以將範圍擴及到東亞地區。東亞地區在此時期，不論東南亞或東北亞，多為殖

民地。而近代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與這些地方的關係具有複雜且多元的樣貌。

如此，不僅可以處理近代以來非常重要的中、日關係，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國與朝鮮、

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等地區之間的互動關聯，形成一個近代以來大區域史範圍的研究

探討。

執行

　　研究群運作過程中，劉教授與主要協助研究群事務的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楊善

堯博士候選人，一致認為如何讓研究團體維持常態化運作是一大挑戰，因為過去看過

很多學術單位組成研究群體或讀書會之類的研讀組織，最後都因為無法維持常態化運

作導致無疾而終。劉教授及楊博士也提出研究群目前的兩點作法：

　　一、設立明確的研究方向。劉教授認為，如果研究議題過於發散，就還是每位成

員各自處理各自的研究，無法凝聚成員的向心力。因此研究群最初就設定以近代中國

及東亞作為主軸，並從1920年代開始，每年循序漸進的往前推進至1930年代、1940

年代、1950年代等，並加入相關檔案共同研討等方式。如此設定研究方向不僅讓研

究群成員每年有既定目標，同時也拓展研究群成員的研究視野與縱深。例如有成員本

來的研究主題並不在研究群預計討論的時間跨度中，在參與研究群後接觸到不同年代

相關議題，因而將研究年代橫跨到更長的時間脈絡中。亦有成員本來的研究僅聚焦在

某一領域，如思想史，在參與聚會接觸到其他成員的研究領域，如政治、軍事、經濟

等面向後，因而將自身的研究主題拓展或跨越到其他的領域之中。

　　二、研究群每年都會固定舉辦研討會。此一發想來自於在研究群開始前所舉辦的

民國史相關議題工作坊，當時除了國內學者外，也開始邀請許多當時在臺灣的日本及

中國大陸青年學者前來交流。不論是日常的每月例會或是年度的工作坊由於討論熱烈

成效很好，因此國內、外的與會學者，都很期望往後能定期舉辦這樣相關議題的研討

性活動。緣此，劉教授就想到可以將研究群的討論與研討會結合，讓研究群成員每個

月固定交流聚會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研討會上發表。此一運作模式，劉教授都與成員

們戲稱這是「以戰養戰」。因為每個月參與討論例會，對撰寫完博士論文的博士來

說，提供了能夠持續鑽研相關研究的動力與撰寫論文的機會。雖然與原本的研究主題

可能不盡相同，但透過研究群及研討會的一系列產出，讓青年學者可以將一整年的研

究成果投稿到學術期刊，或提交研討會發表，增加了他們的學術產能。

　　透過上述兩種做法，研究群於每年年底討論後，定下隔年的研究主題與方針，就

會讓每位成員申報下一年度欲研究的題目，而此題目通常就會成為下一年度舉辦年度

研討會時的發表成果。藉此方式，不僅可以凝聚向心力，也能讓成員自由選擇自己專

長或有興趣的研究議題，也不會過度造成每位成員在研究上的負擔。持續運作至今已

將近5年，這些運作方法著實讓研究群施行的成效良好。雖然中間有一年未獲人社中

心補助，但因為研究群有明確的目標跟方向，因此每位成員仍願意繼續參與與耕耘這

塊大家堅持至今的成果。目前研究群除寒、暑假期間暫停聚會外，每年固定會有九至

十次的定期例會，每次出席也都維持一定人數參與討論，無法出席的成員，因為研究

群已建立一個機制，會請每次報告成員事先將報告資料在開會前提出並寄給大家，因

此無法出席的成員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知悉每次例會的討論進度。

　　劉教授認為近十多年來，事略稿本讀書會的成功，為民國史領域樹立了一個良好

的研習典範，研究群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繼續耕耘，有了非常好的參考基礎。而到了研

究群階段就更為開放，讓每位成員可以依研究興趣進行不同的嘗試。透過訂立議題、

固定成果發表等方式，讓成員都理解到固定聚會之後就是成果產出，同時，匯集成為

專書。目前幾次會議的研究成果，如192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已經在2018年出版，

1930年代會議的成果正在編輯當中，194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則正在進行收稿審查

作業中。

匯集

　　此外，劉教授也談到，當初希望成立研究群還有另一個想法，就是希望匯集更廣

泛的學術網絡能量。目前民國史的研究學者，大多為政大歷史系系友，在全國多所各

大專院校的歷史相關系所任教，因此劉教授首先希望能透過此人際網絡，建立校際之

間的學術交流，將有意一起研討的青年學者匯集在一起，織就更密集的學術網絡。

　　除此之外，在與各國學者交流後，劉教授觀察到來自日本及中國大陸的與會人員

中，與研究群成員差不多世代的青年學者亦為數不少，且都有相關的學術團隊。因

此，透過不同國家地區的群體交流如日本方面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的研究室，每年的

研討會都會請川島真教授推薦優秀的青年學者前來臺灣參與會議；又或是與北京的中

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合作，每年都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學者來

臺參與研究群的研討會。而讓臺灣的青年學者與其他各國同樣領域的優秀人才一起同

臺發表交流，更是一種良性的學術刺激。

　　在2015年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因為中國大陸積極推動有關抗戰史的研究，而相

關的學術單位，如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等，就以

舉辦青年論壇邀集中國大陸各大學研究抗戰史的青年學者參加，形成抗戰史的研究風

潮，幾年下來，成果斐然。當時中國大陸舉辦青年論壇的幾個主辦單位，亦希望能廣

邀各國相關的研究學者參與。但當時在與臺灣方面進行聯繫時，發現並沒有較適合的

對口聯繫單位。後來研究群成員中有幾位當時以個人身份前去與會，在與會過程中，

也發現到中國大陸舉辦這類史學青年論壇的參與者，除了研究領域外，世代都很接

近，因此營造出能量相對強的學術網絡，但臺灣對於這部分的經營則較少，殊為可

惜。因此研究群的形成，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此的刺激，希望可以在臺灣的學術界中

也串起一個強而有力的青年團隊，成為與其他國家地區相關學術界交流的對口平臺。

　　因此，每年固定一次的研討會中，除了研究群成員外，劉教授也會邀請國外的青

年學者參與，希望可以讓臺灣的青年學者，將學術網絡及人脈視野拓展到國外。目前

研究群與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的許多青年學者，已經建立起固定的聯繫網絡，日本、香

港也都有合作往來的學者。近一兩年亦開始聯繫東南亞國家的學者，希望可以串起更

綿密的學術網絡。劉教授也希望現在積極培養的這批青年學者，在未來幾年成為中生

代學者後，也可以如此往復，持續培育下一代的研究人才。

展望

　　劉教授亦提到另一個在執行過程中較難解決的問題，就是後進的新血逐漸減少。

研究群運作至今，參與成員雖然隨著畢業或是工作調動的關係，有些人無法定期參

與，但基本上每年還是維持著穩定成長的態勢，成員人數約在15至20位左右。但近

幾年新進的史學博士研究生，人數上已逐年減少，以民國史為研究領域的人則更是不

多，劉教授亦對此現象感到擔憂。研究群體新血人數來源的萎縮，部分也反映出目前

少子化帶來的高教環境危機。劉教授以政大歷史系為例，目前每年博士班的招收名額

僅有4位，其中來就讀的人中，也不一定會從事民國史的研究。而且高等教育的就業

員額，也因為學生人數縮減而減少，就業環境的問題，成為影響了碩士攻讀博士學位

的意願。在此情況下，研究人才的接續問題，確實是相關單位或主事者迫切需要認真

思考且提出因應方針。

　　雖有此隱憂，但劉教授對於學術研究群的運作，仍是有相當信心。劉教授也分

享，研究群因為運作成果頗佳，加上每年的研討會交流者眾，有很多來自日本、美

國、中國等國家的學者，因此慕名而來參與聚會。這些學者都會趁著來臺訪問的時

間，積極參與研究群聚會。若是遇到來訪學者的研究主題跟研究群相關，研究群也會

主動邀請對方擔任研究群講員，前來舉辦相關專題演講進行學術分享，形成良好的循

環。

　　研究群對內，有目標導向、具向心力，每年也有固定的研究成果產出。持續運

作。對參與的成員而言，可以擴大研究領域及延展思考角度，而成果累積的時間越

長，學術能量也越強。研究群對外，也積極與國內、外學者聯繫，建立學術網絡。畢

竟研究民國史，與日本與中國大陸兩地的學者往來亦是必然，了解各國的研究進展並

適當交流，才能知己知彼，掌握主動的話語權。劉教授最後也總結，研究群的個人成

就了這個團體，有亮眼的成果，而研究群也提供個人發表交流的舞臺跟機會。雖然劉

教授已於2020年8月退休，未來研究群將交棒給成員中的青年學者，但劉教授也表示

還是會固定參與聚會，持續努力培育新一代的史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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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群業務為本中心期許學者能以具原創性或前瞻性的議題，促成團隊研究

交流、挖掘多元視野，特別鼓勵跨領域的學術研究主題，希望能進一步深化研究能

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於2017年起，已擔任過三次學術研究群召集

人，執行表現出色，本次特別邀請劉教授分享研究群的執行過程與心得。

緣起

　　在研究群成立之前，劉教授與當時多為各大學歷史所博、碩士研究生的研究群多

數成員，於2006年開始一起參與《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讀書會。此讀書會

一路從2006年到2016年，整整進行10年，閱讀完整套84本的《事略稿本》。藉由讀

書會，有些成員的研究因此有所改變，有些則於讀書會中找到發展方向，並進入學術

界工作。10年讀書會的運作，讓劉教授深感定期的交流討論，對與會學者及學生來

說，具有莫大助益。在事略稿本讀書會結束前，以政大歷史系博、碩士班學生為主，

並在其他幾位他校歷史所研究生的共同參與之下，於2015年自發性地成立了「中國

近現代史讀書會」。當時這個讀書會的成立，主要是希望結合政大及國內各系所研究

民國史的青年學者，以共同研討史料及交流為目的，並且在幾位資深學者的帶領之

下，藉此形成一個以青年世代為主的研究群體。除了每月定期的讀書會外，當時每年

也固定舉辦民國史相關的工作坊，提供民國史研究學者對話交流的平臺。在工作坊之

後，考量到碩士生需要的是研究方向及方法的引領，而博士生以上的成員，則是需要

更多外界的學術刺激與交流資源。當時的成員中，有博士班學生、有博士後研究人

員、也有已經在大學或研究機關任職，因為《事略稿本》讀書會所展現的效益，大家

都很贊同固定聚會交流討論，也希望另外成立一個研究群體。

　　恰好此時劉教授看到人社中心的學術研究群業務，在與讀書會的成員討論後，決

定以「近代中國與東亞」作為這個研究群的研究主軸，並在劉教授的帶領下，開始研

究群的運作。

　　之所以選擇近代中國及東亞地區，主要是研究群成員的研究領域多為中國近現代

史，但若僅侷限在中國近現代史，範圍又過於狹窄。因此劉教授思考除了近代中國

外，可以將範圍擴及到東亞地區。東亞地區在此時期，不論東南亞或東北亞，多為殖

民地。而近代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與這些地方的關係具有複雜且多元的樣貌。

如此，不僅可以處理近代以來非常重要的中、日關係，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國與朝鮮、

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等地區之間的互動關聯，形成一個近代以來大區域史範圍的研究

探討。

執行

　　研究群運作過程中，劉教授與主要協助研究群事務的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楊善

堯博士候選人，一致認為如何讓研究團體維持常態化運作是一大挑戰，因為過去看過

很多學術單位組成研究群體或讀書會之類的研讀組織，最後都因為無法維持常態化運

作導致無疾而終。劉教授及楊博士也提出研究群目前的兩點作法：

　　一、設立明確的研究方向。劉教授認為，如果研究議題過於發散，就還是每位成

員各自處理各自的研究，無法凝聚成員的向心力。因此研究群最初就設定以近代中國

及東亞作為主軸，並從1920年代開始，每年循序漸進的往前推進至1930年代、1940

年代、1950年代等，並加入相關檔案共同研討等方式。如此設定研究方向不僅讓研

究群成員每年有既定目標，同時也拓展研究群成員的研究視野與縱深。例如有成員本

來的研究主題並不在研究群預計討論的時間跨度中，在參與研究群後接觸到不同年代

相關議題，因而將研究年代橫跨到更長的時間脈絡中。亦有成員本來的研究僅聚焦在

某一領域，如思想史，在參與聚會接觸到其他成員的研究領域，如政治、軍事、經濟

等面向後，因而將自身的研究主題拓展或跨越到其他的領域之中。

　　二、研究群每年都會固定舉辦研討會。此一發想來自於在研究群開始前所舉辦的

民國史相關議題工作坊，當時除了國內學者外，也開始邀請許多當時在臺灣的日本及

中國大陸青年學者前來交流。不論是日常的每月例會或是年度的工作坊由於討論熱烈

成效很好，因此國內、外的與會學者，都很期望往後能定期舉辦這樣相關議題的研討

性活動。緣此，劉教授就想到可以將研究群的討論與研討會結合，讓研究群成員每個

月固定交流聚會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研討會上發表。此一運作模式，劉教授都與成員

們戲稱這是「以戰養戰」。因為每個月參與討論例會，對撰寫完博士論文的博士來

說，提供了能夠持續鑽研相關研究的動力與撰寫論文的機會。雖然與原本的研究主題

可能不盡相同，但透過研究群及研討會的一系列產出，讓青年學者可以將一整年的研

究成果投稿到學術期刊，或提交研討會發表，增加了他們的學術產能。

　　透過上述兩種做法，研究群於每年年底討論後，定下隔年的研究主題與方針，就

會讓每位成員申報下一年度欲研究的題目，而此題目通常就會成為下一年度舉辦年度

研討會時的發表成果。藉此方式，不僅可以凝聚向心力，也能讓成員自由選擇自己專

長或有興趣的研究議題，也不會過度造成每位成員在研究上的負擔。持續運作至今已

將近5年，這些運作方法著實讓研究群施行的成效良好。雖然中間有一年未獲人社中

心補助，但因為研究群有明確的目標跟方向，因此每位成員仍願意繼續參與與耕耘這

塊大家堅持至今的成果。目前研究群除寒、暑假期間暫停聚會外，每年固定會有九至

十次的定期例會，每次出席也都維持一定人數參與討論，無法出席的成員，因為研究

群已建立一個機制，會請每次報告成員事先將報告資料在開會前提出並寄給大家，因

此無法出席的成員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知悉每次例會的討論進度。

　　劉教授認為近十多年來，事略稿本讀書會的成功，為民國史領域樹立了一個良好

的研習典範，研究群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繼續耕耘，有了非常好的參考基礎。而到了研

究群階段就更為開放，讓每位成員可以依研究興趣進行不同的嘗試。透過訂立議題、

固定成果發表等方式，讓成員都理解到固定聚會之後就是成果產出，同時，匯集成為

專書。目前幾次會議的研究成果，如192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已經在2018年出版，

1930年代會議的成果正在編輯當中，194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則正在進行收稿審查

作業中。

匯集

　　此外，劉教授也談到，當初希望成立研究群還有另一個想法，就是希望匯集更廣

泛的學術網絡能量。目前民國史的研究學者，大多為政大歷史系系友，在全國多所各

大專院校的歷史相關系所任教，因此劉教授首先希望能透過此人際網絡，建立校際之

間的學術交流，將有意一起研討的青年學者匯集在一起，織就更密集的學術網絡。

　　除此之外，在與各國學者交流後，劉教授觀察到來自日本及中國大陸的與會人員

中，與研究群成員差不多世代的青年學者亦為數不少，且都有相關的學術團隊。因

此，透過不同國家地區的群體交流如日本方面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的研究室，每年的

研討會都會請川島真教授推薦優秀的青年學者前來臺灣參與會議；又或是與北京的中

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合作，每年都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學者來

臺參與研究群的研討會。而讓臺灣的青年學者與其他各國同樣領域的優秀人才一起同

臺發表交流，更是一種良性的學術刺激。

　　在2015年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因為中國大陸積極推動有關抗戰史的研究，而相

關的學術單位，如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等，就以

舉辦青年論壇邀集中國大陸各大學研究抗戰史的青年學者參加，形成抗戰史的研究風

潮，幾年下來，成果斐然。當時中國大陸舉辦青年論壇的幾個主辦單位，亦希望能廣

邀各國相關的研究學者參與。但當時在與臺灣方面進行聯繫時，發現並沒有較適合的

對口聯繫單位。後來研究群成員中有幾位當時以個人身份前去與會，在與會過程中，

也發現到中國大陸舉辦這類史學青年論壇的參與者，除了研究領域外，世代都很接

近，因此營造出能量相對強的學術網絡，但臺灣對於這部分的經營則較少，殊為可

惜。因此研究群的形成，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此的刺激，希望可以在臺灣的學術界中

也串起一個強而有力的青年團隊，成為與其他國家地區相關學術界交流的對口平臺。

　　因此，每年固定一次的研討會中，除了研究群成員外，劉教授也會邀請國外的青

年學者參與，希望可以讓臺灣的青年學者，將學術網絡及人脈視野拓展到國外。目前

研究群與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的許多青年學者，已經建立起固定的聯繫網絡，日本、香

港也都有合作往來的學者。近一兩年亦開始聯繫東南亞國家的學者，希望可以串起更

綿密的學術網絡。劉教授也希望現在積極培養的這批青年學者，在未來幾年成為中生

代學者後，也可以如此往復，持續培育下一代的研究人才。

展望

　　劉教授亦提到另一個在執行過程中較難解決的問題，就是後進的新血逐漸減少。

研究群運作至今，參與成員雖然隨著畢業或是工作調動的關係，有些人無法定期參

與，但基本上每年還是維持著穩定成長的態勢，成員人數約在15至20位左右。但近

幾年新進的史學博士研究生，人數上已逐年減少，以民國史為研究領域的人則更是不

多，劉教授亦對此現象感到擔憂。研究群體新血人數來源的萎縮，部分也反映出目前

少子化帶來的高教環境危機。劉教授以政大歷史系為例，目前每年博士班的招收名額

僅有4位，其中來就讀的人中，也不一定會從事民國史的研究。而且高等教育的就業

員額，也因為學生人數縮減而減少，就業環境的問題，成為影響了碩士攻讀博士學位

的意願。在此情況下，研究人才的接續問題，確實是相關單位或主事者迫切需要認真

思考且提出因應方針。

　　雖有此隱憂，但劉教授對於學術研究群的運作，仍是有相當信心。劉教授也分

享，研究群因為運作成果頗佳，加上每年的研討會交流者眾，有很多來自日本、美

國、中國等國家的學者，因此慕名而來參與聚會。這些學者都會趁著來臺訪問的時

間，積極參與研究群聚會。若是遇到來訪學者的研究主題跟研究群相關，研究群也會

主動邀請對方擔任研究群講員，前來舉辦相關專題演講進行學術分享，形成良好的循

環。

　　研究群對內，有目標導向、具向心力，每年也有固定的研究成果產出。持續運

作。對參與的成員而言，可以擴大研究領域及延展思考角度，而成果累積的時間越

長，學術能量也越強。研究群對外，也積極與國內、外學者聯繫，建立學術網絡。畢

竟研究民國史，與日本與中國大陸兩地的學者往來亦是必然，了解各國的研究進展並

適當交流，才能知己知彼，掌握主動的話語權。劉教授最後也總結，研究群的個人成

就了這個團體，有亮眼的成果，而研究群也提供個人發表交流的舞臺跟機會。雖然劉

教授已於2020年8月退休，未來研究群將交棒給成員中的青年學者，但劉教授也表示

還是會固定參與聚會，持續努力培育新一代的史學研究者。



人物專訪

people

3

　　學術研究群業務為本中心期許學者能以具原創性或前瞻性的議題，促成團隊研究

交流、挖掘多元視野，特別鼓勵跨領域的學術研究主題，希望能進一步深化研究能

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於2017年起，已擔任過三次學術研究群召集

人，執行表現出色，本次特別邀請劉教授分享研究群的執行過程與心得。

緣起

　　在研究群成立之前，劉教授與當時多為各大學歷史所博、碩士研究生的研究群多

數成員，於2006年開始一起參與《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讀書會。此讀書會

一路從2006年到2016年，整整進行10年，閱讀完整套84本的《事略稿本》。藉由讀

書會，有些成員的研究因此有所改變，有些則於讀書會中找到發展方向，並進入學術

界工作。10年讀書會的運作，讓劉教授深感定期的交流討論，對與會學者及學生來

說，具有莫大助益。在事略稿本讀書會結束前，以政大歷史系博、碩士班學生為主，

並在其他幾位他校歷史所研究生的共同參與之下，於2015年自發性地成立了「中國

近現代史讀書會」。當時這個讀書會的成立，主要是希望結合政大及國內各系所研究

民國史的青年學者，以共同研討史料及交流為目的，並且在幾位資深學者的帶領之

下，藉此形成一個以青年世代為主的研究群體。除了每月定期的讀書會外，當時每年

也固定舉辦民國史相關的工作坊，提供民國史研究學者對話交流的平臺。在工作坊之

後，考量到碩士生需要的是研究方向及方法的引領，而博士生以上的成員，則是需要

更多外界的學術刺激與交流資源。當時的成員中，有博士班學生、有博士後研究人

員、也有已經在大學或研究機關任職，因為《事略稿本》讀書會所展現的效益，大家

都很贊同固定聚會交流討論，也希望另外成立一個研究群體。

　　恰好此時劉教授看到人社中心的學術研究群業務，在與讀書會的成員討論後，決

定以「近代中國與東亞」作為這個研究群的研究主軸，並在劉教授的帶領下，開始研

究群的運作。

　　之所以選擇近代中國及東亞地區，主要是研究群成員的研究領域多為中國近現代

史，但若僅侷限在中國近現代史，範圍又過於狹窄。因此劉教授思考除了近代中國

外，可以將範圍擴及到東亞地區。東亞地區在此時期，不論東南亞或東北亞，多為殖

民地。而近代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與這些地方的關係具有複雜且多元的樣貌。

如此，不僅可以處理近代以來非常重要的中、日關係，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國與朝鮮、

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等地區之間的互動關聯，形成一個近代以來大區域史範圍的研究

探討。

執行

　　研究群運作過程中，劉教授與主要協助研究群事務的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楊善

堯博士候選人，一致認為如何讓研究團體維持常態化運作是一大挑戰，因為過去看過

很多學術單位組成研究群體或讀書會之類的研讀組織，最後都因為無法維持常態化運

作導致無疾而終。劉教授及楊博士也提出研究群目前的兩點作法：

　　一、設立明確的研究方向。劉教授認為，如果研究議題過於發散，就還是每位成

員各自處理各自的研究，無法凝聚成員的向心力。因此研究群最初就設定以近代中國

及東亞作為主軸，並從1920年代開始，每年循序漸進的往前推進至1930年代、1940

年代、1950年代等，並加入相關檔案共同研討等方式。如此設定研究方向不僅讓研

究群成員每年有既定目標，同時也拓展研究群成員的研究視野與縱深。例如有成員本

來的研究主題並不在研究群預計討論的時間跨度中，在參與研究群後接觸到不同年代

相關議題，因而將研究年代橫跨到更長的時間脈絡中。亦有成員本來的研究僅聚焦在

某一領域，如思想史，在參與聚會接觸到其他成員的研究領域，如政治、軍事、經濟

等面向後，因而將自身的研究主題拓展或跨越到其他的領域之中。

　　二、研究群每年都會固定舉辦研討會。此一發想來自於在研究群開始前所舉辦的

民國史相關議題工作坊，當時除了國內學者外，也開始邀請許多當時在臺灣的日本及

中國大陸青年學者前來交流。不論是日常的每月例會或是年度的工作坊由於討論熱烈

成效很好，因此國內、外的與會學者，都很期望往後能定期舉辦這樣相關議題的研討

性活動。緣此，劉教授就想到可以將研究群的討論與研討會結合，讓研究群成員每個

月固定交流聚會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研討會上發表。此一運作模式，劉教授都與成員

們戲稱這是「以戰養戰」。因為每個月參與討論例會，對撰寫完博士論文的博士來

說，提供了能夠持續鑽研相關研究的動力與撰寫論文的機會。雖然與原本的研究主題

可能不盡相同，但透過研究群及研討會的一系列產出，讓青年學者可以將一整年的研

究成果投稿到學術期刊，或提交研討會發表，增加了他們的學術產能。

　　透過上述兩種做法，研究群於每年年底討論後，定下隔年的研究主題與方針，就

會讓每位成員申報下一年度欲研究的題目，而此題目通常就會成為下一年度舉辦年度

研討會時的發表成果。藉此方式，不僅可以凝聚向心力，也能讓成員自由選擇自己專

長或有興趣的研究議題，也不會過度造成每位成員在研究上的負擔。持續運作至今已

將近5年，這些運作方法著實讓研究群施行的成效良好。雖然中間有一年未獲人社中

心補助，但因為研究群有明確的目標跟方向，因此每位成員仍願意繼續參與與耕耘這

塊大家堅持至今的成果。目前研究群除寒、暑假期間暫停聚會外，每年固定會有九至

十次的定期例會，每次出席也都維持一定人數參與討論，無法出席的成員，因為研究

群已建立一個機制，會請每次報告成員事先將報告資料在開會前提出並寄給大家，因

此無法出席的成員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知悉每次例會的討論進度。

　　劉教授認為近十多年來，事略稿本讀書會的成功，為民國史領域樹立了一個良好

的研習典範，研究群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繼續耕耘，有了非常好的參考基礎。而到了研

究群階段就更為開放，讓每位成員可以依研究興趣進行不同的嘗試。透過訂立議題、

固定成果發表等方式，讓成員都理解到固定聚會之後就是成果產出，同時，匯集成為

專書。目前幾次會議的研究成果，如192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已經在2018年出版，

1930年代會議的成果正在編輯當中，194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則正在進行收稿審查

作業中。

匯集

　　此外，劉教授也談到，當初希望成立研究群還有另一個想法，就是希望匯集更廣

泛的學術網絡能量。目前民國史的研究學者，大多為政大歷史系系友，在全國多所各

大專院校的歷史相關系所任教，因此劉教授首先希望能透過此人際網絡，建立校際之

間的學術交流，將有意一起研討的青年學者匯集在一起，織就更密集的學術網絡。

　　除此之外，在與各國學者交流後，劉教授觀察到來自日本及中國大陸的與會人員

中，與研究群成員差不多世代的青年學者亦為數不少，且都有相關的學術團隊。因

此，透過不同國家地區的群體交流如日本方面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的研究室，每年的

研討會都會請川島真教授推薦優秀的青年學者前來臺灣參與會議；又或是與北京的中

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合作，每年都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學者來

臺參與研究群的研討會。而讓臺灣的青年學者與其他各國同樣領域的優秀人才一起同

臺發表交流，更是一種良性的學術刺激。

　　在2015年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因為中國大陸積極推動有關抗戰史的研究，而相

關的學術單位，如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等，就以

舉辦青年論壇邀集中國大陸各大學研究抗戰史的青年學者參加，形成抗戰史的研究風

潮，幾年下來，成果斐然。當時中國大陸舉辦青年論壇的幾個主辦單位，亦希望能廣

邀各國相關的研究學者參與。但當時在與臺灣方面進行聯繫時，發現並沒有較適合的

對口聯繫單位。後來研究群成員中有幾位當時以個人身份前去與會，在與會過程中，

也發現到中國大陸舉辦這類史學青年論壇的參與者，除了研究領域外，世代都很接

近，因此營造出能量相對強的學術網絡，但臺灣對於這部分的經營則較少，殊為可

惜。因此研究群的形成，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此的刺激，希望可以在臺灣的學術界中

也串起一個強而有力的青年團隊，成為與其他國家地區相關學術界交流的對口平臺。

　　因此，每年固定一次的研討會中，除了研究群成員外，劉教授也會邀請國外的青

年學者參與，希望可以讓臺灣的青年學者，將學術網絡及人脈視野拓展到國外。目前

研究群與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的許多青年學者，已經建立起固定的聯繫網絡，日本、香

港也都有合作往來的學者。近一兩年亦開始聯繫東南亞國家的學者，希望可以串起更

綿密的學術網絡。劉教授也希望現在積極培養的這批青年學者，在未來幾年成為中生

代學者後，也可以如此往復，持續培育下一代的研究人才。

展望

　　劉教授亦提到另一個在執行過程中較難解決的問題，就是後進的新血逐漸減少。

研究群運作至今，參與成員雖然隨著畢業或是工作調動的關係，有些人無法定期參

與，但基本上每年還是維持著穩定成長的態勢，成員人數約在15至20位左右。但近

幾年新進的史學博士研究生，人數上已逐年減少，以民國史為研究領域的人則更是不

多，劉教授亦對此現象感到擔憂。研究群體新血人數來源的萎縮，部分也反映出目前

少子化帶來的高教環境危機。劉教授以政大歷史系為例，目前每年博士班的招收名額

僅有4位，其中來就讀的人中，也不一定會從事民國史的研究。而且高等教育的就業

員額，也因為學生人數縮減而減少，就業環境的問題，成為影響了碩士攻讀博士學位

的意願。在此情況下，研究人才的接續問題，確實是相關單位或主事者迫切需要認真

思考且提出因應方針。

　　雖有此隱憂，但劉教授對於學術研究群的運作，仍是有相當信心。劉教授也分

享，研究群因為運作成果頗佳，加上每年的研討會交流者眾，有很多來自日本、美

國、中國等國家的學者，因此慕名而來參與聚會。這些學者都會趁著來臺訪問的時

間，積極參與研究群聚會。若是遇到來訪學者的研究主題跟研究群相關，研究群也會

主動邀請對方擔任研究群講員，前來舉辦相關專題演講進行學術分享，形成良好的循

環。

　　研究群對內，有目標導向、具向心力，每年也有固定的研究成果產出。持續運

作。對參與的成員而言，可以擴大研究領域及延展思考角度，而成果累積的時間越

長，學術能量也越強。研究群對外，也積極與國內、外學者聯繫，建立學術網絡。畢

竟研究民國史，與日本與中國大陸兩地的學者往來亦是必然，了解各國的研究進展並

適當交流，才能知己知彼，掌握主動的話語權。劉教授最後也總結，研究群的個人成

就了這個團體，有亮眼的成果，而研究群也提供個人發表交流的舞臺跟機會。雖然劉

教授已於2020年8月退休，未來研究群將交棒給成員中的青年學者，但劉教授也表示

還是會固定參與聚會，持續努力培育新一代的史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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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群業務為本中心期許學者能以具原創性或前瞻性的議題，促成團隊研究

交流、挖掘多元視野，特別鼓勵跨領域的學術研究主題，希望能進一步深化研究能

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於2017年起，已擔任過三次學術研究群召集

人，執行表現出色，本次特別邀請劉教授分享研究群的執行過程與心得。

緣起

　　在研究群成立之前，劉教授與當時多為各大學歷史所博、碩士研究生的研究群多

數成員，於2006年開始一起參與《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讀書會。此讀書會

一路從2006年到2016年，整整進行10年，閱讀完整套84本的《事略稿本》。藉由讀

書會，有些成員的研究因此有所改變，有些則於讀書會中找到發展方向，並進入學術

界工作。10年讀書會的運作，讓劉教授深感定期的交流討論，對與會學者及學生來

說，具有莫大助益。在事略稿本讀書會結束前，以政大歷史系博、碩士班學生為主，

並在其他幾位他校歷史所研究生的共同參與之下，於2015年自發性地成立了「中國

近現代史讀書會」。當時這個讀書會的成立，主要是希望結合政大及國內各系所研究

民國史的青年學者，以共同研討史料及交流為目的，並且在幾位資深學者的帶領之

下，藉此形成一個以青年世代為主的研究群體。除了每月定期的讀書會外，當時每年

也固定舉辦民國史相關的工作坊，提供民國史研究學者對話交流的平臺。在工作坊之

後，考量到碩士生需要的是研究方向及方法的引領，而博士生以上的成員，則是需要

更多外界的學術刺激與交流資源。當時的成員中，有博士班學生、有博士後研究人

員、也有已經在大學或研究機關任職，因為《事略稿本》讀書會所展現的效益，大家

都很贊同固定聚會交流討論，也希望另外成立一個研究群體。

　　恰好此時劉教授看到人社中心的學術研究群業務，在與讀書會的成員討論後，決

定以「近代中國與東亞」作為這個研究群的研究主軸，並在劉教授的帶領下，開始研

究群的運作。

　　之所以選擇近代中國及東亞地區，主要是研究群成員的研究領域多為中國近現代

史，但若僅侷限在中國近現代史，範圍又過於狹窄。因此劉教授思考除了近代中國

外，可以將範圍擴及到東亞地區。東亞地區在此時期，不論東南亞或東北亞，多為殖

民地。而近代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與這些地方的關係具有複雜且多元的樣貌。

如此，不僅可以處理近代以來非常重要的中、日關係，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國與朝鮮、

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等地區之間的互動關聯，形成一個近代以來大區域史範圍的研究

探討。

執行

　　研究群運作過程中，劉教授與主要協助研究群事務的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楊善

堯博士候選人，一致認為如何讓研究團體維持常態化運作是一大挑戰，因為過去看過

很多學術單位組成研究群體或讀書會之類的研讀組織，最後都因為無法維持常態化運

作導致無疾而終。劉教授及楊博士也提出研究群目前的兩點作法：

　　一、設立明確的研究方向。劉教授認為，如果研究議題過於發散，就還是每位成

員各自處理各自的研究，無法凝聚成員的向心力。因此研究群最初就設定以近代中國

及東亞作為主軸，並從1920年代開始，每年循序漸進的往前推進至1930年代、1940

年代、1950年代等，並加入相關檔案共同研討等方式。如此設定研究方向不僅讓研

究群成員每年有既定目標，同時也拓展研究群成員的研究視野與縱深。例如有成員本

來的研究主題並不在研究群預計討論的時間跨度中，在參與研究群後接觸到不同年代

相關議題，因而將研究年代橫跨到更長的時間脈絡中。亦有成員本來的研究僅聚焦在

某一領域，如思想史，在參與聚會接觸到其他成員的研究領域，如政治、軍事、經濟

等面向後，因而將自身的研究主題拓展或跨越到其他的領域之中。

　　二、研究群每年都會固定舉辦研討會。此一發想來自於在研究群開始前所舉辦的

民國史相關議題工作坊，當時除了國內學者外，也開始邀請許多當時在臺灣的日本及

中國大陸青年學者前來交流。不論是日常的每月例會或是年度的工作坊由於討論熱烈

成效很好，因此國內、外的與會學者，都很期望往後能定期舉辦這樣相關議題的研討

性活動。緣此，劉教授就想到可以將研究群的討論與研討會結合，讓研究群成員每個

月固定交流聚會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研討會上發表。此一運作模式，劉教授都與成員

們戲稱這是「以戰養戰」。因為每個月參與討論例會，對撰寫完博士論文的博士來

說，提供了能夠持續鑽研相關研究的動力與撰寫論文的機會。雖然與原本的研究主題

可能不盡相同，但透過研究群及研討會的一系列產出，讓青年學者可以將一整年的研

究成果投稿到學術期刊，或提交研討會發表，增加了他們的學術產能。

　　透過上述兩種做法，研究群於每年年底討論後，定下隔年的研究主題與方針，就

會讓每位成員申報下一年度欲研究的題目，而此題目通常就會成為下一年度舉辦年度

研討會時的發表成果。藉此方式，不僅可以凝聚向心力，也能讓成員自由選擇自己專

長或有興趣的研究議題，也不會過度造成每位成員在研究上的負擔。持續運作至今已

將近5年，這些運作方法著實讓研究群施行的成效良好。雖然中間有一年未獲人社中

心補助，但因為研究群有明確的目標跟方向，因此每位成員仍願意繼續參與與耕耘這

塊大家堅持至今的成果。目前研究群除寒、暑假期間暫停聚會外，每年固定會有九至

十次的定期例會，每次出席也都維持一定人數參與討論，無法出席的成員，因為研究

群已建立一個機制，會請每次報告成員事先將報告資料在開會前提出並寄給大家，因

此無法出席的成員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知悉每次例會的討論進度。

　　劉教授認為近十多年來，事略稿本讀書會的成功，為民國史領域樹立了一個良好

的研習典範，研究群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繼續耕耘，有了非常好的參考基礎。而到了研

究群階段就更為開放，讓每位成員可以依研究興趣進行不同的嘗試。透過訂立議題、

固定成果發表等方式，讓成員都理解到固定聚會之後就是成果產出，同時，匯集成為

專書。目前幾次會議的研究成果，如192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已經在2018年出版，

1930年代會議的成果正在編輯當中，194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則正在進行收稿審查

作業中。

匯集

　　此外，劉教授也談到，當初希望成立研究群還有另一個想法，就是希望匯集更廣

泛的學術網絡能量。目前民國史的研究學者，大多為政大歷史系系友，在全國多所各

大專院校的歷史相關系所任教，因此劉教授首先希望能透過此人際網絡，建立校際之

間的學術交流，將有意一起研討的青年學者匯集在一起，織就更密集的學術網絡。

　　除此之外，在與各國學者交流後，劉教授觀察到來自日本及中國大陸的與會人員

中，與研究群成員差不多世代的青年學者亦為數不少，且都有相關的學術團隊。因

此，透過不同國家地區的群體交流如日本方面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的研究室，每年的

研討會都會請川島真教授推薦優秀的青年學者前來臺灣參與會議；又或是與北京的中

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合作，每年都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學者來

臺參與研究群的研討會。而讓臺灣的青年學者與其他各國同樣領域的優秀人才一起同

臺發表交流，更是一種良性的學術刺激。

　　在2015年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因為中國大陸積極推動有關抗戰史的研究，而相

關的學術單位，如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等，就以

舉辦青年論壇邀集中國大陸各大學研究抗戰史的青年學者參加，形成抗戰史的研究風

潮，幾年下來，成果斐然。當時中國大陸舉辦青年論壇的幾個主辦單位，亦希望能廣

邀各國相關的研究學者參與。但當時在與臺灣方面進行聯繫時，發現並沒有較適合的

對口聯繫單位。後來研究群成員中有幾位當時以個人身份前去與會，在與會過程中，

也發現到中國大陸舉辦這類史學青年論壇的參與者，除了研究領域外，世代都很接

近，因此營造出能量相對強的學術網絡，但臺灣對於這部分的經營則較少，殊為可

惜。因此研究群的形成，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此的刺激，希望可以在臺灣的學術界中

也串起一個強而有力的青年團隊，成為與其他國家地區相關學術界交流的對口平臺。

　　因此，每年固定一次的研討會中，除了研究群成員外，劉教授也會邀請國外的青

年學者參與，希望可以讓臺灣的青年學者，將學術網絡及人脈視野拓展到國外。目前

研究群與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的許多青年學者，已經建立起固定的聯繫網絡，日本、香

港也都有合作往來的學者。近一兩年亦開始聯繫東南亞國家的學者，希望可以串起更

綿密的學術網絡。劉教授也希望現在積極培養的這批青年學者，在未來幾年成為中生

代學者後，也可以如此往復，持續培育下一代的研究人才。

展望

　　劉教授亦提到另一個在執行過程中較難解決的問題，就是後進的新血逐漸減少。

研究群運作至今，參與成員雖然隨著畢業或是工作調動的關係，有些人無法定期參

與，但基本上每年還是維持著穩定成長的態勢，成員人數約在15至20位左右。但近

幾年新進的史學博士研究生，人數上已逐年減少，以民國史為研究領域的人則更是不

多，劉教授亦對此現象感到擔憂。研究群體新血人數來源的萎縮，部分也反映出目前

少子化帶來的高教環境危機。劉教授以政大歷史系為例，目前每年博士班的招收名額

僅有4位，其中來就讀的人中，也不一定會從事民國史的研究。而且高等教育的就業

員額，也因為學生人數縮減而減少，就業環境的問題，成為影響了碩士攻讀博士學位

的意願。在此情況下，研究人才的接續問題，確實是相關單位或主事者迫切需要認真

思考且提出因應方針。

　　雖有此隱憂，但劉教授對於學術研究群的運作，仍是有相當信心。劉教授也分

享，研究群因為運作成果頗佳，加上每年的研討會交流者眾，有很多來自日本、美

國、中國等國家的學者，因此慕名而來參與聚會。這些學者都會趁著來臺訪問的時

間，積極參與研究群聚會。若是遇到來訪學者的研究主題跟研究群相關，研究群也會

主動邀請對方擔任研究群講員，前來舉辦相關專題演講進行學術分享，形成良好的循

環。

　　研究群對內，有目標導向、具向心力，每年也有固定的研究成果產出。持續運

作。對參與的成員而言，可以擴大研究領域及延展思考角度，而成果累積的時間越

長，學術能量也越強。研究群對外，也積極與國內、外學者聯繫，建立學術網絡。畢

竟研究民國史，與日本與中國大陸兩地的學者往來亦是必然，了解各國的研究進展並

適當交流，才能知己知彼，掌握主動的話語權。劉教授最後也總結，研究群的個人成

就了這個團體，有亮眼的成果，而研究群也提供個人發表交流的舞臺跟機會。雖然劉

教授已於2020年8月退休，未來研究群將交棒給成員中的青年學者，但劉教授也表示

還是會固定參與聚會，持續努力培育新一代的史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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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群業務為本中心期許學者能以具原創性或前瞻性的議題，促成團隊研究

交流、挖掘多元視野，特別鼓勵跨領域的學術研究主題，希望能進一步深化研究能

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於2017年起，已擔任過三次學術研究群召集

人，執行表現出色，本次特別邀請劉教授分享研究群的執行過程與心得。

緣起

　　在研究群成立之前，劉教授與當時多為各大學歷史所博、碩士研究生的研究群多

數成員，於2006年開始一起參與《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讀書會。此讀書會

一路從2006年到2016年，整整進行10年，閱讀完整套84本的《事略稿本》。藉由讀

書會，有些成員的研究因此有所改變，有些則於讀書會中找到發展方向，並進入學術

界工作。10年讀書會的運作，讓劉教授深感定期的交流討論，對與會學者及學生來

說，具有莫大助益。在事略稿本讀書會結束前，以政大歷史系博、碩士班學生為主，

並在其他幾位他校歷史所研究生的共同參與之下，於2015年自發性地成立了「中國

近現代史讀書會」。當時這個讀書會的成立，主要是希望結合政大及國內各系所研究

民國史的青年學者，以共同研討史料及交流為目的，並且在幾位資深學者的帶領之

下，藉此形成一個以青年世代為主的研究群體。除了每月定期的讀書會外，當時每年

也固定舉辦民國史相關的工作坊，提供民國史研究學者對話交流的平臺。在工作坊之

後，考量到碩士生需要的是研究方向及方法的引領，而博士生以上的成員，則是需要

更多外界的學術刺激與交流資源。當時的成員中，有博士班學生、有博士後研究人

員、也有已經在大學或研究機關任職，因為《事略稿本》讀書會所展現的效益，大家

都很贊同固定聚會交流討論，也希望另外成立一個研究群體。

　　恰好此時劉教授看到人社中心的學術研究群業務，在與讀書會的成員討論後，決

定以「近代中國與東亞」作為這個研究群的研究主軸，並在劉教授的帶領下，開始研

究群的運作。

　　之所以選擇近代中國及東亞地區，主要是研究群成員的研究領域多為中國近現代

史，但若僅侷限在中國近現代史，範圍又過於狹窄。因此劉教授思考除了近代中國

外，可以將範圍擴及到東亞地區。東亞地區在此時期，不論東南亞或東北亞，多為殖

民地。而近代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與這些地方的關係具有複雜且多元的樣貌。

如此，不僅可以處理近代以來非常重要的中、日關係，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國與朝鮮、

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等地區之間的互動關聯，形成一個近代以來大區域史範圍的研究

探討。

執行

　　研究群運作過程中，劉教授與主要協助研究群事務的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楊善

堯博士候選人，一致認為如何讓研究團體維持常態化運作是一大挑戰，因為過去看過

很多學術單位組成研究群體或讀書會之類的研讀組織，最後都因為無法維持常態化運

作導致無疾而終。劉教授及楊博士也提出研究群目前的兩點作法：

　　一、設立明確的研究方向。劉教授認為，如果研究議題過於發散，就還是每位成

員各自處理各自的研究，無法凝聚成員的向心力。因此研究群最初就設定以近代中國

及東亞作為主軸，並從1920年代開始，每年循序漸進的往前推進至1930年代、1940

年代、1950年代等，並加入相關檔案共同研討等方式。如此設定研究方向不僅讓研

究群成員每年有既定目標，同時也拓展研究群成員的研究視野與縱深。例如有成員本

來的研究主題並不在研究群預計討論的時間跨度中，在參與研究群後接觸到不同年代

相關議題，因而將研究年代橫跨到更長的時間脈絡中。亦有成員本來的研究僅聚焦在

某一領域，如思想史，在參與聚會接觸到其他成員的研究領域，如政治、軍事、經濟

等面向後，因而將自身的研究主題拓展或跨越到其他的領域之中。

　　二、研究群每年都會固定舉辦研討會。此一發想來自於在研究群開始前所舉辦的

民國史相關議題工作坊，當時除了國內學者外，也開始邀請許多當時在臺灣的日本及

中國大陸青年學者前來交流。不論是日常的每月例會或是年度的工作坊由於討論熱烈

成效很好，因此國內、外的與會學者，都很期望往後能定期舉辦這樣相關議題的研討

性活動。緣此，劉教授就想到可以將研究群的討論與研討會結合，讓研究群成員每個

月固定交流聚會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研討會上發表。此一運作模式，劉教授都與成員

們戲稱這是「以戰養戰」。因為每個月參與討論例會，對撰寫完博士論文的博士來

說，提供了能夠持續鑽研相關研究的動力與撰寫論文的機會。雖然與原本的研究主題

可能不盡相同，但透過研究群及研討會的一系列產出，讓青年學者可以將一整年的研

究成果投稿到學術期刊，或提交研討會發表，增加了他們的學術產能。

　　透過上述兩種做法，研究群於每年年底討論後，定下隔年的研究主題與方針，就

會讓每位成員申報下一年度欲研究的題目，而此題目通常就會成為下一年度舉辦年度

研討會時的發表成果。藉此方式，不僅可以凝聚向心力，也能讓成員自由選擇自己專

長或有興趣的研究議題，也不會過度造成每位成員在研究上的負擔。持續運作至今已

將近5年，這些運作方法著實讓研究群施行的成效良好。雖然中間有一年未獲人社中

心補助，但因為研究群有明確的目標跟方向，因此每位成員仍願意繼續參與與耕耘這

塊大家堅持至今的成果。目前研究群除寒、暑假期間暫停聚會外，每年固定會有九至

十次的定期例會，每次出席也都維持一定人數參與討論，無法出席的成員，因為研究

群已建立一個機制，會請每次報告成員事先將報告資料在開會前提出並寄給大家，因

此無法出席的成員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知悉每次例會的討論進度。

　　劉教授認為近十多年來，事略稿本讀書會的成功，為民國史領域樹立了一個良好

的研習典範，研究群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繼續耕耘，有了非常好的參考基礎。而到了研

究群階段就更為開放，讓每位成員可以依研究興趣進行不同的嘗試。透過訂立議題、

固定成果發表等方式，讓成員都理解到固定聚會之後就是成果產出，同時，匯集成為

專書。目前幾次會議的研究成果，如192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已經在2018年出版，

1930年代會議的成果正在編輯當中，194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則正在進行收稿審查

作業中。

匯集

　　此外，劉教授也談到，當初希望成立研究群還有另一個想法，就是希望匯集更廣

泛的學術網絡能量。目前民國史的研究學者，大多為政大歷史系系友，在全國多所各

大專院校的歷史相關系所任教，因此劉教授首先希望能透過此人際網絡，建立校際之

間的學術交流，將有意一起研討的青年學者匯集在一起，織就更密集的學術網絡。

　　除此之外，在與各國學者交流後，劉教授觀察到來自日本及中國大陸的與會人員

中，與研究群成員差不多世代的青年學者亦為數不少，且都有相關的學術團隊。因

此，透過不同國家地區的群體交流如日本方面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的研究室，每年的

研討會都會請川島真教授推薦優秀的青年學者前來臺灣參與會議；又或是與北京的中

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合作，每年都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學者來

臺參與研究群的研討會。而讓臺灣的青年學者與其他各國同樣領域的優秀人才一起同

臺發表交流，更是一種良性的學術刺激。

　　在2015年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因為中國大陸積極推動有關抗戰史的研究，而相

關的學術單位，如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等，就以

舉辦青年論壇邀集中國大陸各大學研究抗戰史的青年學者參加，形成抗戰史的研究風

潮，幾年下來，成果斐然。當時中國大陸舉辦青年論壇的幾個主辦單位，亦希望能廣

邀各國相關的研究學者參與。但當時在與臺灣方面進行聯繫時，發現並沒有較適合的

對口聯繫單位。後來研究群成員中有幾位當時以個人身份前去與會，在與會過程中，

也發現到中國大陸舉辦這類史學青年論壇的參與者，除了研究領域外，世代都很接

近，因此營造出能量相對強的學術網絡，但臺灣對於這部分的經營則較少，殊為可

惜。因此研究群的形成，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此的刺激，希望可以在臺灣的學術界中

也串起一個強而有力的青年團隊，成為與其他國家地區相關學術界交流的對口平臺。

　　因此，每年固定一次的研討會中，除了研究群成員外，劉教授也會邀請國外的青

年學者參與，希望可以讓臺灣的青年學者，將學術網絡及人脈視野拓展到國外。目前

研究群與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的許多青年學者，已經建立起固定的聯繫網絡，日本、香

港也都有合作往來的學者。近一兩年亦開始聯繫東南亞國家的學者，希望可以串起更

綿密的學術網絡。劉教授也希望現在積極培養的這批青年學者，在未來幾年成為中生

代學者後，也可以如此往復，持續培育下一代的研究人才。

展望

　　劉教授亦提到另一個在執行過程中較難解決的問題，就是後進的新血逐漸減少。

研究群運作至今，參與成員雖然隨著畢業或是工作調動的關係，有些人無法定期參

與，但基本上每年還是維持著穩定成長的態勢，成員人數約在15至20位左右。但近

幾年新進的史學博士研究生，人數上已逐年減少，以民國史為研究領域的人則更是不

多，劉教授亦對此現象感到擔憂。研究群體新血人數來源的萎縮，部分也反映出目前

少子化帶來的高教環境危機。劉教授以政大歷史系為例，目前每年博士班的招收名額

僅有4位，其中來就讀的人中，也不一定會從事民國史的研究。而且高等教育的就業

員額，也因為學生人數縮減而減少，就業環境的問題，成為影響了碩士攻讀博士學位

的意願。在此情況下，研究人才的接續問題，確實是相關單位或主事者迫切需要認真

思考且提出因應方針。

　　雖有此隱憂，但劉教授對於學術研究群的運作，仍是有相當信心。劉教授也分

享，研究群因為運作成果頗佳，加上每年的研討會交流者眾，有很多來自日本、美

國、中國等國家的學者，因此慕名而來參與聚會。這些學者都會趁著來臺訪問的時

間，積極參與研究群聚會。若是遇到來訪學者的研究主題跟研究群相關，研究群也會

主動邀請對方擔任研究群講員，前來舉辦相關專題演講進行學術分享，形成良好的循

環。

　　研究群對內，有目標導向、具向心力，每年也有固定的研究成果產出。持續運

作。對參與的成員而言，可以擴大研究領域及延展思考角度，而成果累積的時間越

長，學術能量也越強。研究群對外，也積極與國內、外學者聯繫，建立學術網絡。畢

竟研究民國史，與日本與中國大陸兩地的學者往來亦是必然，了解各國的研究進展並

適當交流，才能知己知彼，掌握主動的話語權。劉教授最後也總結，研究群的個人成

就了這個團體，有亮眼的成果，而研究群也提供個人發表交流的舞臺跟機會。雖然劉

教授已於2020年8月退休，未來研究群將交棒給成員中的青年學者，但劉教授也表示

還是會固定參與聚會，持續努力培育新一代的史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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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群業務為本中心期許學者能以具原創性或前瞻性的議題，促成團隊研究

交流、挖掘多元視野，特別鼓勵跨領域的學術研究主題，希望能進一步深化研究能

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於2017年起，已擔任過三次學術研究群召集

人，執行表現出色，本次特別邀請劉教授分享研究群的執行過程與心得。

緣起

　　在研究群成立之前，劉教授與當時多為各大學歷史所博、碩士研究生的研究群多

數成員，於2006年開始一起參與《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讀書會。此讀書會

一路從2006年到2016年，整整進行10年，閱讀完整套84本的《事略稿本》。藉由讀

書會，有些成員的研究因此有所改變，有些則於讀書會中找到發展方向，並進入學術

界工作。10年讀書會的運作，讓劉教授深感定期的交流討論，對與會學者及學生來

說，具有莫大助益。在事略稿本讀書會結束前，以政大歷史系博、碩士班學生為主，

並在其他幾位他校歷史所研究生的共同參與之下，於2015年自發性地成立了「中國

近現代史讀書會」。當時這個讀書會的成立，主要是希望結合政大及國內各系所研究

民國史的青年學者，以共同研討史料及交流為目的，並且在幾位資深學者的帶領之

下，藉此形成一個以青年世代為主的研究群體。除了每月定期的讀書會外，當時每年

也固定舉辦民國史相關的工作坊，提供民國史研究學者對話交流的平臺。在工作坊之

後，考量到碩士生需要的是研究方向及方法的引領，而博士生以上的成員，則是需要

更多外界的學術刺激與交流資源。當時的成員中，有博士班學生、有博士後研究人

員、也有已經在大學或研究機關任職，因為《事略稿本》讀書會所展現的效益，大家

都很贊同固定聚會交流討論，也希望另外成立一個研究群體。

　　恰好此時劉教授看到人社中心的學術研究群業務，在與讀書會的成員討論後，決

定以「近代中國與東亞」作為這個研究群的研究主軸，並在劉教授的帶領下，開始研

究群的運作。

　　之所以選擇近代中國及東亞地區，主要是研究群成員的研究領域多為中國近現代

史，但若僅侷限在中國近現代史，範圍又過於狹窄。因此劉教授思考除了近代中國

外，可以將範圍擴及到東亞地區。東亞地區在此時期，不論東南亞或東北亞，多為殖

民地。而近代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與這些地方的關係具有複雜且多元的樣貌。

如此，不僅可以處理近代以來非常重要的中、日關係，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國與朝鮮、

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等地區之間的互動關聯，形成一個近代以來大區域史範圍的研究

探討。

執行

　　研究群運作過程中，劉教授與主要協助研究群事務的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楊善

堯博士候選人，一致認為如何讓研究團體維持常態化運作是一大挑戰，因為過去看過

很多學術單位組成研究群體或讀書會之類的研讀組織，最後都因為無法維持常態化運

作導致無疾而終。劉教授及楊博士也提出研究群目前的兩點作法：

　　一、設立明確的研究方向。劉教授認為，如果研究議題過於發散，就還是每位成

員各自處理各自的研究，無法凝聚成員的向心力。因此研究群最初就設定以近代中國

及東亞作為主軸，並從1920年代開始，每年循序漸進的往前推進至1930年代、1940

年代、1950年代等，並加入相關檔案共同研討等方式。如此設定研究方向不僅讓研

究群成員每年有既定目標，同時也拓展研究群成員的研究視野與縱深。例如有成員本

來的研究主題並不在研究群預計討論的時間跨度中，在參與研究群後接觸到不同年代

相關議題，因而將研究年代橫跨到更長的時間脈絡中。亦有成員本來的研究僅聚焦在

某一領域，如思想史，在參與聚會接觸到其他成員的研究領域，如政治、軍事、經濟

等面向後，因而將自身的研究主題拓展或跨越到其他的領域之中。

　　二、研究群每年都會固定舉辦研討會。此一發想來自於在研究群開始前所舉辦的

民國史相關議題工作坊，當時除了國內學者外，也開始邀請許多當時在臺灣的日本及

中國大陸青年學者前來交流。不論是日常的每月例會或是年度的工作坊由於討論熱烈

成效很好，因此國內、外的與會學者，都很期望往後能定期舉辦這樣相關議題的研討

性活動。緣此，劉教授就想到可以將研究群的討論與研討會結合，讓研究群成員每個

月固定交流聚會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研討會上發表。此一運作模式，劉教授都與成員

們戲稱這是「以戰養戰」。因為每個月參與討論例會，對撰寫完博士論文的博士來

說，提供了能夠持續鑽研相關研究的動力與撰寫論文的機會。雖然與原本的研究主題

可能不盡相同，但透過研究群及研討會的一系列產出，讓青年學者可以將一整年的研

究成果投稿到學術期刊，或提交研討會發表，增加了他們的學術產能。

　　透過上述兩種做法，研究群於每年年底討論後，定下隔年的研究主題與方針，就

會讓每位成員申報下一年度欲研究的題目，而此題目通常就會成為下一年度舉辦年度

研討會時的發表成果。藉此方式，不僅可以凝聚向心力，也能讓成員自由選擇自己專

長或有興趣的研究議題，也不會過度造成每位成員在研究上的負擔。持續運作至今已

將近5年，這些運作方法著實讓研究群施行的成效良好。雖然中間有一年未獲人社中

心補助，但因為研究群有明確的目標跟方向，因此每位成員仍願意繼續參與與耕耘這

塊大家堅持至今的成果。目前研究群除寒、暑假期間暫停聚會外，每年固定會有九至

十次的定期例會，每次出席也都維持一定人數參與討論，無法出席的成員，因為研究

群已建立一個機制，會請每次報告成員事先將報告資料在開會前提出並寄給大家，因

此無法出席的成員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知悉每次例會的討論進度。

　　劉教授認為近十多年來，事略稿本讀書會的成功，為民國史領域樹立了一個良好

的研習典範，研究群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繼續耕耘，有了非常好的參考基礎。而到了研

究群階段就更為開放，讓每位成員可以依研究興趣進行不同的嘗試。透過訂立議題、

固定成果發表等方式，讓成員都理解到固定聚會之後就是成果產出，同時，匯集成為

專書。目前幾次會議的研究成果，如192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已經在2018年出版，

1930年代會議的成果正在編輯當中，194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則正在進行收稿審查

作業中。

匯集

　　此外，劉教授也談到，當初希望成立研究群還有另一個想法，就是希望匯集更廣

泛的學術網絡能量。目前民國史的研究學者，大多為政大歷史系系友，在全國多所各

大專院校的歷史相關系所任教，因此劉教授首先希望能透過此人際網絡，建立校際之

間的學術交流，將有意一起研討的青年學者匯集在一起，織就更密集的學術網絡。

　　除此之外，在與各國學者交流後，劉教授觀察到來自日本及中國大陸的與會人員

中，與研究群成員差不多世代的青年學者亦為數不少，且都有相關的學術團隊。因

此，透過不同國家地區的群體交流如日本方面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的研究室，每年的

研討會都會請川島真教授推薦優秀的青年學者前來臺灣參與會議；又或是與北京的中

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合作，每年都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學者來

臺參與研究群的研討會。而讓臺灣的青年學者與其他各國同樣領域的優秀人才一起同

臺發表交流，更是一種良性的學術刺激。

　　在2015年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因為中國大陸積極推動有關抗戰史的研究，而相

關的學術單位，如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等，就以

舉辦青年論壇邀集中國大陸各大學研究抗戰史的青年學者參加，形成抗戰史的研究風

潮，幾年下來，成果斐然。當時中國大陸舉辦青年論壇的幾個主辦單位，亦希望能廣

邀各國相關的研究學者參與。但當時在與臺灣方面進行聯繫時，發現並沒有較適合的

對口聯繫單位。後來研究群成員中有幾位當時以個人身份前去與會，在與會過程中，

也發現到中國大陸舉辦這類史學青年論壇的參與者，除了研究領域外，世代都很接

近，因此營造出能量相對強的學術網絡，但臺灣對於這部分的經營則較少，殊為可

惜。因此研究群的形成，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此的刺激，希望可以在臺灣的學術界中

也串起一個強而有力的青年團隊，成為與其他國家地區相關學術界交流的對口平臺。

　　因此，每年固定一次的研討會中，除了研究群成員外，劉教授也會邀請國外的青

年學者參與，希望可以讓臺灣的青年學者，將學術網絡及人脈視野拓展到國外。目前

研究群與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的許多青年學者，已經建立起固定的聯繫網絡，日本、香

港也都有合作往來的學者。近一兩年亦開始聯繫東南亞國家的學者，希望可以串起更

綿密的學術網絡。劉教授也希望現在積極培養的這批青年學者，在未來幾年成為中生

代學者後，也可以如此往復，持續培育下一代的研究人才。

展望

　　劉教授亦提到另一個在執行過程中較難解決的問題，就是後進的新血逐漸減少。

研究群運作至今，參與成員雖然隨著畢業或是工作調動的關係，有些人無法定期參

與，但基本上每年還是維持著穩定成長的態勢，成員人數約在15至20位左右。但近

幾年新進的史學博士研究生，人數上已逐年減少，以民國史為研究領域的人則更是不

多，劉教授亦對此現象感到擔憂。研究群體新血人數來源的萎縮，部分也反映出目前

少子化帶來的高教環境危機。劉教授以政大歷史系為例，目前每年博士班的招收名額

僅有4位，其中來就讀的人中，也不一定會從事民國史的研究。而且高等教育的就業

員額，也因為學生人數縮減而減少，就業環境的問題，成為影響了碩士攻讀博士學位

的意願。在此情況下，研究人才的接續問題，確實是相關單位或主事者迫切需要認真

思考且提出因應方針。

　　雖有此隱憂，但劉教授對於學術研究群的運作，仍是有相當信心。劉教授也分

享，研究群因為運作成果頗佳，加上每年的研討會交流者眾，有很多來自日本、美

國、中國等國家的學者，因此慕名而來參與聚會。這些學者都會趁著來臺訪問的時

間，積極參與研究群聚會。若是遇到來訪學者的研究主題跟研究群相關，研究群也會

主動邀請對方擔任研究群講員，前來舉辦相關專題演講進行學術分享，形成良好的循

環。

　　研究群對內，有目標導向、具向心力，每年也有固定的研究成果產出。持續運

作。對參與的成員而言，可以擴大研究領域及延展思考角度，而成果累積的時間越

長，學術能量也越強。研究群對外，也積極與國內、外學者聯繫，建立學術網絡。畢

竟研究民國史，與日本與中國大陸兩地的學者往來亦是必然，了解各國的研究進展並

適當交流，才能知己知彼，掌握主動的話語權。劉教授最後也總結，研究群的個人成

就了這個團體，有亮眼的成果，而研究群也提供個人發表交流的舞臺跟機會。雖然劉

教授已於2020年8月退休，未來研究群將交棒給成員中的青年學者，但劉教授也表示

還是會固定參與聚會，持續努力培育新一代的史學研究者。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申請受理時間：每年3月、8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