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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鴻泰、張月姝＊

前言一、 
圖書設備是文史學門最重要的研究資源，若無差堪使用之圖書設備，則

文史學者不免陷於無米之炊的難為窘境。故可謂，圖書館的藏書質量，基本

上決定一個學校的文史潛能與辦學誠意；甚至，一校一國之文化水準，也多

少反映於此。近年來，大學數量倍增，教育資源相應稀釋化，多數大專院校

之教學研究資源乃有趨減之勢，圖書經費在此情勢下也往往日漸匱乏。國科

會人文處所推動之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對諸多匱乏文史資
源之大學，可謂久旱之甘霖。雖無法雨露均沾，但總是難得的機會。

暨南國際大學設立時間晚，且值國家經濟成長趨緩之際，以致先天不

足，圖書資源甚為拮据，許多重要研究資料無法添購補足。而各系所之購書

經費更一年不如一年，近年來，每年經費扣除訂閱期刊後，只有不到十萬元

的購書經費。原本不足的圖書設備，難以追補所缺，新出之書，也不易購買

齊全。因此，聞知國科會有此典藏計畫，真有天降厚禮之感，系上教師都興

趣濃厚，開始積極籌備爭取此重要資源。幾經討論，審慎評估優劣情勢後，

暨大歷史系擬訂以 「中國史 I：宋—清地域社會史」 為爭取目標。
暨南大學歷史學系自創系所以來，即以明清社會史研究為發展重點之

一，也長期關注地域社會研究的發展。系上不乏相關師資，過去也曾與中文

系合作，得到校方的支持，以明清研究為特色獲得教育部的補助。在此基礎

上，重新整合相關人力，不斷討論，開始進行計畫擬訂、撰寫與書目搜羅、

編輯之工作。最後，在歷史學系李廣健主任、王鴻泰教授、濱島敦俊教授及

中文系楊玉成主任、圖書館吳幼麟館長之合作主導下，終於如願獲得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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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中國史 I：宋—清地域社會史』」 圖書補助計畫。
此圖書計畫為期三年，執行期間為 96年 12月 01日至 99年 11月 30日，

共計有九百萬元的經費，其中圖書購置經費八百二十萬元。對每學年只有數

萬元圖書經費的歷史系來說，這是一筆非常難得，但也相當龐大，以致不易

消化的經費。如何有效運用此得來不易的資源？三年來，這個問題時時刻刻

困擾著歷史系與圖書館。所幸，一切已順利結束。以下，僅就本系所特色與

圖書計畫書單規劃、圖書計畫執行與成果等略加說明。

本系特色與書單規劃二、 
暨大歷史系在此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 中，選擇以 「中國

史 I：宋—清地域社會史」 作為規劃主題，這是大家審慎評估優劣情勢後的選
擇。

暨大歷史學系自創立以來，即以明清研究為重要發展領域。雖創校時間

較晚，但在系上教師的努力與校方的配合下，陸續建購諸多重要的明清基礎

圖書，如 「四庫」 系列叢書，及 《中國方志叢書》、族譜等。而在 「91年教育
部健全發展計畫」 下，本系所與中文系所合作，推動 「明清研究群建置計
畫」，獲得教育部補助 1800萬元，用以購置明清至民國初年的文史哲文獻和
研究專著。這批圖書涉及領域相當廣泛，是文學、社會、歷史、生活等領域

研究的重要基礎資料，因此也更加確立暨大歷史系以 「明清研究」 為重要的發
展特色。這種特色正是我們申請國科會此補助案的優勢，最後能獲得補助，

應是有效利用此種優勢，再加上規劃得當的結果。

明清研究領域中，地域社會史的研究，起步甚早，且至今仍是熱門議

題。1950至 80年代，日本明清史學界，開始重視鄉紳在中國地方社會的支
配作用，以及鄉紳對區域社會經濟史的影響和發展。80年代以來，地域社會
的研究，不論是在理論的建構，還是議題的深度與廣度等方面，都有長足發

展。暨大歷史學系，既以明清為發展重點，自始即相當關注此種研究趨勢，

也積極投入其中。每年申請國科會之補助，聘請華南研究社群之學者來系客

座授課外，也長期與廣州中山大學合作，舉辦客家營，帶領學子實地走訪鄉

村，結合歷史文獻與田野調查。此外，亦鼓勵本系所研究生以地域社會為主

題，撰寫相關的論文。在提出申請時，我們即在計畫書中多所強調暨大歷史

系之根基深厚，且有意更上層樓，終而獲得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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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大歷史系長久致力於地域社會研究的扎根與拓展，故對 「宋—清地域
社會史」堪稱熟悉。然則，地域社會研究所涉及的範圍極為廣泛，單是地域

權力運作的組織便有宗族、宗教、地方精英等不同領域。可見，此主題所需

求之研究圖書實極為廣泛、龐雜，何況求其具有 「前瞻性」，更不能故步自
封，只在既有範圍內搜求。因此，在圖書的規劃上，也面臨難以界定之困 

境，煞費苦心地多所討論後，我們才擬訂初步的圖書建構方針。然而在實際

執行過程中，卻又需不斷調整、修訂購求書單。這個書單的規劃、搜求、購

買的過程，幾乎可說是由大會戰至游擊戰的過程。相應於此，「地域社會」 的
範圍也在此過程中，不斷重新界定或調整可能面向。

由於明清時期的傳世文獻、出版書籍，較宋元時期來得多，又本系所向

來以明清研究作為重要的發展領域，加上本校圖書館既有館藏仍以明清基礎

圖書為主，主、客觀條件的考慮下，此次的書單規劃，乃以明清時期為主。

規劃方針有四：「學術性」、「實用性」、「珍貴性」、「稀有性」。在 「學術性」 的
訴求下，主要採購基礎性之研究資料，如檔案、地方志、文集等。此三種類

型叢書，內容含蓋範圍廣泛，從中央到地方，從制度、經濟到社會層面，足

以符合地域社會研究的需求—由下而上、上與下的不斷對話。同時，檔 

案、地方志、文集也是其他研究議題的基礎圖書。如此，此圖書之運用，便

不再侷限於地域社會研究者，其他研究領域亦能使用和研究，此則可發揮圖

書之最大效用。當然，此處的規劃，也是考量在既有的館藏基礎下，進一步

的擴充，以冀求藏書系列的完整及學術研究的深入。「實用性」 方面，則是研
究領域知識的養成，此部分多採購相關的近人專著，希望藉由專書的閱讀，

啟發學習者進一步地研究，此正與 「學術性」 相輔相成。至於 「珍貴性」、「稀
有性」 也是相對而言，即在 「學術性」 原則之下所採購之叢書，具備該研究領
域之珍貴性質，並對於臺灣各大學圖書館而言，亦有其 「稀有性」。而此，也
符合國科會所期待和要求，即在有限的資源之下，補齊該領域所匱乏之圖

書，並透過校際合作等方式流通全國，發揮圖書資源之最大效用。

要之，我們的規劃乃在 「學術性」、「實用性」、「珍貴性」、「稀有性」 為
原則下，建購書單以檔案、地方志、文集等叢書為主，輔以近人專著。其中

考量書籍出版的數量及使用的普遍性，以明清時期的中文基礎叢書、專著為

主，希望藉此擴充本校之館藏，深化相關系所之研究，進以拓展新的研究視

野，更求其能對臺灣各地之相關研究社群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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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策略與重要成果三、 
地域社會的研究，並非僅限於地方史的爬梳，而是透過對地域社會不同

面向的了解，進以尋求跨地域性之理則，或與之相對話，由此重新探索或還

原歷史之複雜樣貌。此種理解下，地域社會之研究牽涉相當廣泛，因而相關

書籍也甚為龐雜。在考量本系現階段研究、教學之迫切性及國科會之複本要

求下，我們先概略將地域社會史書單的建購，粗分為檔案、地方志、文集與

近人專著等四部分，策略性地安排建購順序。以下擇要說明。

基礎資料是研究的根本，理應優先採購，但在複本率的限制下，許多重

要叢書不得不忍痛割捨。尤其，各執行單位先相競購下，不少出版套書，迅

速列為複本，以致原本有整體性規劃的書單，在實際執行時又不免因應調

整，由此我們也不得不有策略性安排：原則上，無複本之叢書，尤其是新出

版者，列為率先採購，包括檔案、地方志、文集等；至於近人著作方面，則

基本上先採購無複本者。如此，將每一年度的複本率額度留給極為重要，已

無法再割捨之大型複本叢書。至於已被其他大學館藏而列為複本書者，或直

接割愛，或另尋其他經費購買，又或延至下一年度再議。

本圖書計畫，總共購置了 1007種的圖書、4710冊，其中叢書 148種。
以下僅就明清圖書略為介紹。

在 148種叢書中，明清圖書佔 123種。以檔案而言，本校圖書館既已將
館藏圖書偏重明代，加以有清一朝的檔案為數可觀，因此，本計畫乃傾力於

購置清代檔案，如起居冊、硃批奏摺、文武官員之奏摺等，或如區域性之檔

案：《稀見清知縣上呈公文》、《琿春副都統衙門檔》、《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

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中文） 等。本計畫共購買 55種明清檔案，時間
上，跨越明末清初至晚清時期，但以清代為主。空間上，則涉及大江南北，

但多採購東北、西北等地區檔案。近年來，史學界日漸重視東北、西北之研

究，而本校圖書館館藏向以明清江南、華南為重，因此採購這批檔案，不僅

能補充本校圖書館館藏圖書之匱乏與空白，也能在史學界新議題的研究風潮

之下拓展研究新視野。

地方志不僅是地域社會研究必備之基礎圖書，也是其他研究議題的基礎

資料。因本校圖書館已有 《中國方志叢書》，故決議再添購 《地方志人物傳記
資料叢刊》 東北、華北、華東等卷，以及福建師範、華東師範、北京師範、
復旦等大學圖書館館藏稀見方志叢刊、《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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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共計 10種，另有地圖 2種。此外，《中國地方志集成》 可說是地域社會
史研究極為重要的基礎叢書，亦可與本校既有之 《中國方志叢書》 相輔成，
但由於審查委員的建議不購置及複本的問題，唯有忍痛割捨。所幸，在幾經

奔走之下，得以其他經費陸續採購，以維持圖書之完整性。

傳統文人寫作往往不離特定地域之人事物，因此文集亦屬地域社會史研

究之重要資料。本圖書計畫特別著意購買 《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續
編清代稿鈔本》 等文集、文獻共計 58種。以 《清代稿鈔本》 為例，此叢書乃
是影印自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所藏之清代稿本、鈔本，包

括日記、詩文、檔案等類別，內容涉及廣泛，時間跨度長，且大多是首次影

印問世之書，極具重要性。可惜的是，第一輯在出版之際已成為複本書，無

法購置。因此，本計畫僅購得第二輯，即 《續編清代稿鈔本》，至於 《清代稿
鈔本》 第一輯，則在與中文系協商後，由兩系共同主持之 「明清研究」 購置。
其餘圖書，如福建、清水江、山東、西北、西南等地文書 （文獻） 及邊疆史
料 （史志） 等，都是以地域為限，搜羅該地之第一手史料，亦為地域社會研
究之必備圖書。

相關地域社會之圖書浩如煙海，終非此計畫所能完全建置，在種種考量

與諸多限制下，總不免有遺珠之憾。這些的遺珠書單，惟有更待其他經費的

陸續採購。完善的地域社會史研究圖書館藏，應是一個不斷建購的過程。

團隊合作，解決問題四、 
這個三年期的圖書計畫，加上頗為煩瑣的前置作業，將近四年。這是問

題橫生，同舟共濟的四年。

首先，要感謝系上師生的大力協助。在前置作業裡，無償地搜羅書單的

同學們，為這份計畫付出相當大的心力。每份書單的完成，都是師生心血的

集合。系上教師主要提供專業的圖書資訊與商議書單，參與學生則分為中、

日、西文三大組別，依圖書特性進行新書及重要圖書的查詢。在此過程中，

開會、討論是例行公事。對參與同學，這也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經此實

際操作過程，同學們對圖書的出版、分類、查詢，應有相當深刻的體悟與感

覺。而這，正是我們樂見的。

計畫執行過程中，複本一直是個重要問題。國科會規劃此圖書計畫乃基

於全國性考量，故以全國為範圍，控制複本率，固屬合理。然就執行單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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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複本率卻是一道緊箍咒。一些重要叢書，涵蓋面廣，各個計畫爭相購 

買，一見登錄，即成複本。如此，複本書亦成各執行單位之攻防陣線。臺灣

大學添購圖書速度之快，令人咋舌，長則半年，短則數月，甚至新書方始出

版，瞬間即成了複本書。猜想他們有強力的後勤支援，我們在此大軍脅迫 

下，月復月，年復年，每次建購書單的登錄、執行，複本書總是揮之不去的

陰影，不得不與之纏鬥到底。我們在後援不繼的情況下，只有再三動員工讀

生重新搜羅新書單。這個購書計畫的執行，可說是與複本書拉鋸戰的過程，

一路走來，備嘗辛苦。所幸，參與同學們耐操好用，任勞任怨。

圖書館是這個圖書計畫最大的後勤單位，沒有他們的鼎力相助，根本無

法成事。事實上，這筆「意外補助」對圖書館是個沉重的負擔。圖書館與歷

史系都是第一次獲得、處理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雙方在磨合

上難免有問題。尤其在人力的調度上，更可說是歷史系為圖書館找來一個大

麻煩，在其原本吃緊的人力上，更加以難以承受的負擔。學校經費有限，這

個購書計畫是以「插隊」的方式，加壓在既有的圖書館人員編制上。本校圖

書館採編組成員有三人，約僱人員兩人，如此「人丁單薄」，所需負擔的工作

量可想而知。又圖書複本率的問題，以及優先購買重要圖書的理念，使得抽

換書單的比例相當高，這有賴於圖書館與書商的協商，甚至在未能如願之

下，轉以其他的經費吸收。事實上，我們嘗試建購的書籍，本來就強調需具

備「學術性」、「珍貴性」、「稀有性」，這類書籍先天上即採購不易，有賴圖書

館的採購團隊，不斷地詢問、估價。簡單來說，第一年的執行，腳步走得有

些匆促、凌亂，但在歷史系與圖書館不斷協調下，總算找出一個可以合拍的

步調，使得第二年、第三年的執行順利完成。

「宋—清地域社會史」圖書計畫的爭取與執行，對歷史系，乃至暨大相

關人文科系，是重大的資源，也是不小的負擔，更是別具意義的鼓勵。在此

鼓舞下，各教學單位乃更積極於研究資源的爭取，歷史系於隔年再獲「補助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中國城市史（宋∼清）」（98/06/01∼
101/05/31）、本校教育學院比較教育學系獲得「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
書計畫：比較教育」（98/06/01∼ 101/05/31）、本系李盈慧教授與東南亞所所
長林開忠副教授合作獲得「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歐美近現代

史 III」（99/06/01∼ 102/05/31）。這三個補助計畫的爭取，對此先天不足而又
急需養分發育的年輕學校，應是一帖大補藥劑，可助其健全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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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五、 
本計畫所建購的書籍，雖然集中於地域社會史，但由於地域社會研究本

身涉及範圍便相當廣泛，因此所購置的圖書，相信不僅有益研究社群對地域

社會的研究，也有助於其他相關領域的拓展。當然，此計畫所建置的圖書，

除本校師生直接受惠外，也對校外人士完全開放使用。校外人士除了可透過

本校圖書館查詢系統查詢相關書籍外，圖書館在圖書館首頁上亦設有國科會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設備計劃—特定主題網頁，供大家做相關的

查詢和書單下載。此外，由歷史系與中文系合作開設的 「明清研究特藏」 網 

頁，旨在搜羅本校館藏之明清研究書籍，做更有系統的介紹與查詢。因此，

本計畫之明清圖書，也將列入 「明清研究特藏」 網頁，供研究學人檢索、使
用。至於借閱方面，此批圖書採取完全開放流通的方式，持借書證者皆可借

閱；校外人士則可透過館際合作、「中部大學圖書館聯盟」 借閱這批書籍，以
進行研究。

為有效運用和推廣這批圖書，本系擬舉辦 「地域社會史研究」 之主題書
展。書展期間，除陳列相關重要圖書外，亦將延請專家導讀，介紹此批圖書

的重要性與使用方法。而在課程方面，也會商請相關的任課老師將此批圖書

納入課程的設計，或研讀或採分組報告等，以期發揮圖書的最大長處。

最後，在此次圖書計畫申請、執行的過程，本系所所學習、累積的經

驗，將成為其他經費購書時的借鑑。書海無涯，也期待在這批圖書的基礎 

上，隨時添購相關書籍，以期更能完善地搜羅地域社會史研究所需的圖書，

也期許本系師生，藉由此批書籍之運用與研究，更為深化、開拓研究領域與

視野，能對臺灣歷史學界更有所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