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術研究的創新之路 

  成功大學中文系 張高評 2007/3/8 

一、 學術研究之心路歷程 

（一）務本 （二）踏實 （三）觸類 （四）綜觀 （五）增益 

（六）借鏡 （七）積累 （八）實驗 （九）會通 （十）創發 

二、 研究選題的誕生 

（一）選題來源 

1、厚積薄發，讀書得間、主動自覺，有為而作 

2、經由外爍，得諸傳聞，被動接受，事倍功半 

（二）文獻評鑑 

1、學術研究借鏡成果，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2、研究選題，最好具有系統性、延續性、創發性 

（三）問題意識 

1、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忽人之所謹 

2、久懸未解之學術公案，或富於爭議性之焦點話題 

3、有待解決之關鍵課題，或可供循序漸進之環節觀念、基礎研究 

4、問題意識之強調，有助匡謬補缺、張皇幽渺、新創發明 

5、普查問題，劃定領域；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 

三、 研究成果追求原創 

（一）文本材料的生新 

（二）研究方法的講求 

（三）探討觀點的轉換 

（四）創新領域之開拓 

1、變次要為主要，化枝節為骨幹 

2、橫看成嶺側成峰，陌生化詮釋角度之發現 

3、新近出土與出版文獻之投入探索 

四、 論文選題之考量 

（一）實用 （二）興味 （三）前瞻 

（四）延續 （五）陌生 （六）適中 

 

一、前言 

  在大學任教二十幾年，有下列五大因緣，促成我關心學術論文，暢談今天這個主題： 

（一）我參加從南到北，無數次的學位論文口試，像碩士論文口試，博士入學甄試、博

士論文口試，從很多口試中我發現了一些學術問題。這問題事態嚴重，我今天稍加歸納，跟

大家共同來切磋。（二）我審查過很多的升等或獎助的著作，還有一些學報期刊的論文。看

過這些論著後發現，從題目的選擇到成果的卓越發表，的確存在很多可以商榷的空間。如果

了解今天我們要談的主題，就會有很大的改善。《老子》說：「夫惟痛病，是以不病」，診斷

正確，對症下藥，自然有益健康。（三）我參加過台灣各大學、研究院以及香港、中國大陸、



新加坡、日本、韓國各地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學術研討會之中，或主持研討，或擔任講評，

或發表論文，或者聆聽別人的論文宣讀，會發現有些論文一再炒冷飯，了無創意，絕大部分

成果普通，富含原創性的學術論文，少之又少。研討會中，這種演示，實際是學術訊息具體

而微的呈現。 

（四）我有機會審查行政院國科會研究成果及專題研究計畫的審查。研究成果於 2000

年起停止申請了，開始將專題研究計畫和研究成果合而為一，申請專題研究計畫，必須提供

近五年之研究計畫內容及主要研究成果說明。專題研究計畫的經費，動輒一、兩百萬，少的

也有二、三十萬。研究計畫要怎麼寫，才有說服力，才容易高分通過？這牽涉到的問題很多，

只能就技術層面談一談。這技術層面牽涉到若干學術問題，關聯到學術研究的本身或內涵。

如果各位懂得研究計畫如何申請，無論投考博士班，甚至在大專院校任教，向基金會、文建

會、向教育部、向國科會申請計畫，能掌握申請要領，把握撰寫訣竅，大概就能事半功倍。

有些大學研究所的碩士班辦理推薦甄選，必須通過審查計畫和口試；博士班入學考試，也有

審查資料與口試。所以，有機會看到各學門研究生的研究計畫，以及他們繳交的碩士論文和

參考著作。我常想：如果他們當初動筆之前，能稍加留心注意論文選題，審查和口試成績將

會更好。有很多考生，或等待升等的人，或者是論文發表者，計畫的申請者，他們的實力原

都不錯，卻遭到意外出局。實力既然不錯，為什麼審查或申請的結果不如人意，或不能通過？

主要癥結，跟今天要探討的論文選題有關。 

（五）論文選題果真談何容易，取得困難嗎？1991 年宋代國際研討會上，有位研究宋

代文學赫赫有名的學者感嘆說，寫了那麼多年、寫了那麼多本研究論著後，不知道接下去要

寫什麼題目。我聽後非常訝異，怎麼一個學者會覺得沒有題目可寫呢？試問：你的論文題目

是由指導教授給你的，或是你自我發現的？這個問題，跟當初決定走學術研究志業時，選擇

一生探索的課題，圈定範圍的廣狹有關；尤其是甫踏進研究門牆的碩士博士研究生，研究習

性竟只在被動接受，或主動發掘，優劣高下只在一念之間而已。記得我讀台灣師範大學博士

班的時候，選修一位知名經學教授的課，當我們期末要求提供報告的論文題目時，老師罵我

們整整一節課，說「研究題目怎麼是我給你們的？題目是你們自己讀書有得，再把見解整理

出來。如果我自己有個好題目，為什麼自己不會寫？還讓給你們？就像已經懷胎十月，小孩

生下來自己不養，還送你代養，萬一你虐待我的小孩，萬一你沒有好好養他，那我不是很對

不起這個小孩嗎？」意思是說，如果把題目交給你，你不好好寫，甚至糟蹋了題目，老師再

把他撿回來寫，不知情的人將會說這位老師江郎才盡啦，連題目都是撿學生寫過的。所以他

絕對不會把題目給學生，足足罵了一節課。老師教誨的重點就是：「論文題目是自發的，不

是人給的。」當時我覺得奇怪，獲得論文選題，就像十月懷胎，有那麼困難嗎？ 

  前一位學者說沒有題目可以研究，後一位老師說他自己有所發現也不會把題目給別人。

我向來很不信邪：難道真是這樣的嗎？我長久思考將近一二十年，發現事實上並不盡然如此。

最近我在南部考過一篇博士論文，北部也考過一篇博士論文，發現考生有一個共通的地方，

就是實力非常好，觀念非常清楚，但是他倆博士論文選擇的題目很不適當。一個是人家寫過

不知道幾遍的，他還拿來再寫，實在很難突破，遑論卓越？另一個是貪多務得，題目選擇的

著力點、切入點不對，看了不知道他在講什麼。他什麼都想談，什麼都要談，結果是沒有一

樣談得很深入、很廣博的。如果你的研究選題失當，那麼你的研究貢獻頂多是平平。這純粹



是一種技術犯錯，不是自己努力不夠，也不是自己實力不佳，更不會是自己天份不好。我今

天有感而發，覺得有很多問題要好好談一談，這樣，觀念清楚，面臨抉擇時將會更精確。現

在就根據擬訂的論題來談，雖然是技術問題，但多涉及到學術層面。 

小說家托爾斯泰（Leo Tolstoy）曾說：「每個人都想改變世界，卻沒有人想改變自己！」

只有自我的思考模式正確改變了，生活中的其他事情才會開始好轉。我們談學術研究，不妨

就從論文選題思考開始，研究確實可行了，其他相關問題才可能好轉。 

二、研究選題的誕生 

  （一）選題來源 

1、厚積薄發，讀書得間、主動自覺，有為而作 

首先第一點非常重要，我們從研究選題談起。所謂「選題」，指學術研究的一個課題，

或一個研究領域。這個研究選題怎麼誕生呢？選題的來源，大抵有兩方面，其一，厚積薄發，

讀書得間、主動自覺，有為而作。平時自己閱讀，隨手梳理記錄心得，經過沈潛梳理，積少

成多，自然知道問題值不值得探討。由自我自發性的獲得論文選題，這樣的題目最好，為什

麼呢？如果你投考博士班，因為熟悉其中資料，這題目的裡裡外外你都曾推敲觸及過，那麼，

不管口試委員怎麼問，絕對難不倒你。朱熹《大學章句‧補傳》論「格物」，所謂「用力之

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因為一個出於自

得，富於創意，值得研究的選題，目前你用力較久，你最內行，探討得比較深，其他人都尚

未觸及，未有觀念。除非你找的論文選題，是學界已經研究過的，已經有豐富的成果，甚至

學界已有定論的，這又另當別論。 

回想我剛來到成功大學的時候，想撰寫升等論文，就去請教我的老師黃永武先生，當時

他是文學院長兼所長。他說，你要研究宋詩，應該把宋代的詩歌一首一首的讀，把學界的研

究成果一篇一篇的瀏覽，把前賢的有關論著，一部一部的消化吸收，掌握目前研究的現況，

假以時日，最少半年或一年，你的研究題目就寫不完了。我按照他的指示去做，果然不到半

年，我隨手記錄閱讀重點、問題意識，將可能作為研究的題目羅列下來，經過會通、重組，

集中記錄。腦海裡面輸入這些資訊後，將來只要看到有關資料就會有所觸發，這就是我經常

強調的「蟑螂理論」。當你房間看到一隻蟑螂時，你要聯想到，那些黑暗的角落、床底下可

能有十幾隻、幾百隻蟑螂躲著。當然也有可能只有這隻蟑螂，剛剛從水溝爬上來。到底有一

隻、十幾隻、或幾百隻呢？不急，姑且把這個發現紀錄下來，以備日後查驗觸發。舉個實例，

前幾年我發表一篇〈蘇黃「以書道喻詩」與宋代詩學之會通〉的論文，你會想到寫毛筆字跟

作詩有什麼關係？我最初的發現是讀到蘇東坡〈書黃子思詩集後〉這篇題跋，他論書法從王

羲之以下，論顏真卿、柳公權，說他們書法如何如何為天下之宗師，接著他說「至於詩亦然」，

有這麼四個字，說詩歌的新變自得也是這個樣子。以下縱論蘇李、曹劉、陶謝、李杜、韋柳

諸詩人之風格與成就。至於黃庭堅〈題李白詩草後〉亦有「書大類其詩」之語，這篇論文就

是由此兩條資料觸發生成。這個資料，就是第一、第二隻蟑螂。但是，是不是蘇東坡、黃庭

堅的題跋還有很多類似的資料？或是整個宋代的題跋就只有這兩條呢？沒關係！我姑且寫

下「書道與詩歌的研究」題目，以觀後效，隨時查驗。問題寫下來後，你得注意，這可能值

得研究，也可能根本只有這一條，孤證不濟事。只要繼續注意就會發現，這些資料滿多的，

有的很清楚，像「於詩亦然」、「書類其詩」；有的先講書道，然後講詩歌，前後之間有一個



對照。我非常高興，這些資料蒐集非常的齊全，於是我開始著手撰寫。由於論證確鑿，頗富

原創，果然這一篇得到了國科會的成果獎助。 

又譬如我寫一篇〈雜劇藝術對宋詩之啟示──民間文學對蘇黃詩歌之影響〉論文，試問：

詩歌跟戲劇有什麼關係？這是《孔氏談苑》、《王直方詩話》裡面的一條資料引發的：「作詩

如作雜劇」，作詩跟表演藝術有類似處嗎？於是我注意到這個資料，逐漸的積少成多，文本

資料二、三十條，稍加詮釋、解讀，就可以寫出很好的文章。從文本開始，你必須自己累積

深厚，把你的心得一一紀錄下來，到底可不可行、值不值得研究？如果能這樣做，就可以累

積很多。明代郎瑛《七修類稿》、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清代顧炎武《日知錄》、王念孫

《讀書雜志》、俞樾《茶香室雜鈔》等筆記名著，成書歷程大抵也是如此。另外，像我撰寫

〈《春秋》書法與宋代詩學〉、〈史家筆法與宋代詩學〉；乃至於研究《左傳》，發表〈《左傳》

之史筆與詩筆〉、〈《左傳》敘事與言外有意〉、〈《史記》敘事藝術與詩歌語言〉、〈創意思維與

宋詩特色〉、〈白戰體與宋詩之創意造語〉、〈宋代讀詩詩與宋代詩學〉諸論文，都必先儲備有

關《春秋》書法，史家筆法，及史筆、詩筆、敘事藝術、詩歌語言、創造思考、宋代詩學、

閱讀接受等相關領域之專業學養，因緣際會，相互觸發，方能得心應手，左右逢源。 

最近三年，我執行國科會三年期專題計畫，題目為《遺妍之開發與宋詩特色》，主要從

「遺妍開發」的角度，以《全宋詩》為文本，探討同題詩、白戰體、讀書詩、六言詩、翻案

詩、雜體詩、唱和詩、題畫詩，關注其中新變、逞能、創意造語、意外層深、別闢谿徑、意

境拓展、自得發明，已發表七篇論文，其他持續探討撰述中，未來可望能出版一本 20 萬字

以上專書。這個三年期研究計畫，起源於《宋詩精選》，選錄寇準一首詩，題詩為〈追思柳

惲汀洲之詠，尚有遺妍，因書一絕〉，程千帆先生於文章「品評」欄中，特提「發掘遺妍」

一問題。筆者別有會心，觸類引申、鉤稽梳理，遂成三年期的研究計畫。十年前，先後讀到

黃寬重教授、李弘祺教授有關宋代雕版印刷的論文；也翻閱過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

其影響》，萬曼《唐集敘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以及李致忠

《宋版書敘錄》，粗淺了解版本系統、書籍歷史，當時並無特別感觸。直到兩年前，讀到日

本清水茂〈印刷術的普及與宋代的學問〉、美國露西兒‧介（Lucile Chia）〈留住記憶：印

刷術對於宋代文人記憶和記憶力的重大影響〉，日本內山精也〈蘇軾文學與傳播媒介──試

論同時代文學與印刷媒體的關係〉，開始關注印刷文化史的課題。確定此一課題值得探討，

是在拜讀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之後；同時，閱讀所及；柳立言〈何謂「唐宋變華」？〉，

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二文，引發異場域碰撞之閱讀效應，企圖以印刷

傳媒詮釋「詩分唐宋」、「唐宋詩異同」、「宋型文化與唐型文化」、唐宋變革、宋代近世說。

此一課題已撰成 25 萬以上，今年可望出版一部《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 

「創意產業」，是政府「兩兆雙星計畫」之一（與「數位典藏」合稱「雙星」）；論文選

題講究創意，猶如產業追求創意。創意的來源，往往來自「異場域的碰撞」。有本談述創意

開發的書，叫做《梅迪奇效應》（The Medici Effect: Breakthrough Insight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Idea, Concept and Cultures），該書強調：不同領域、不同文化、不同

學科的異場域碰撞，勢必產生不同而大量構想的組合。如果我們能夠注重跨際思考之技術，

策動不同領域、文化和學科間的交會碰撞，將可能擺脫單一、慣性、專業之聯想障礙，促使

潛在觀念自由碰撞，隨機組合，從而引爆許多創新和傑出的構想和發明。臺灣學制在研究所



碩士、博士之課程設計，採行學分制，有利「博通」學術之養成，所以效果較大陸「師徒制」、

「專業制」為佳。無奈研究生選課進修，畫地自限，固守專業，不肯特意、刻意、故意、有

意去選修專業領域以外之學科，錯失許多異場碰撞的機會，這就大大壓縮了學術之觸角，減

弱了學術之敏感度，實在可惜！ 

1998 年北京大學一百週年校慶，我受邀參加「漢學國際會議」，當時世界漢學界有三百

多個學者參與盛會。我所發表論文為〈宋詩研究的方法與研究選題舉例〉，曾提出一百五十

幾個題目，與會學者看了以後很驚訝，怎會有人如此慷慨，把自己心血發現的研究選題提供

出來。其實，按照剛才所說的，你閱讀到哪裡、思考到哪裡，就隨手紀錄，積累既多，觸發

不少，怎麼會沒有題目呢？果真這樣，從閱讀文本所獲得的心得，加上有充分的材料佐證，

就可以開始研究，理論上不會有太大問題。除宋詩研究之外，我於宋代文學理論、詩話專題

研究、史傳文學專題研究、《春秋》經傳研究、清代學術研究，亦曾先後各自擬定研究選題，

數量從 30 餘題至 150 餘題不等。 

今年，我打算出版一本書，現身說法，把這個觀念結合實例，說得清楚些，書名暫定為

《研究選題與學術原創》，除提示創新研究的種種概念外，且將歷年開授之研究課程，善加

集結，舉如有關《春秋》經傳、《左傳》學、經學文學會通、史傳文學、唐宋文學、宋詩、

宋代文藝理論、詩話學、清代學術等九大方面，既作文獻評述，又每一課題分別提示 100

條以上之研究選題，共約一千條以上之論文選題，可供讀者參考、借鏡、觸發、利用。由此

觀之，擬定提供論文選題，何有難哉？這樣的研究，如果不是你的老師、不是學界前輩做過

的，研究選題就很有創意；如果他人已披荊斬棘做了一些，更值得參考借鏡觸發、接續深入，

曾益其所不能，這是第一點。我建議必須要從文本的摩挲玩味出發，不是為了研究而研究。

為了要寫碩士論文，為了要升等，隨便找個題目來研究，這是不可取的。 

2、經由外爍，得諸傳聞，被動接受，事倍功半 

其二，研究選題經由外鑠，得諸傳聞，這是被動接受，往往事倍功半。當然，在實際進

行撰寫論文之時，不是每一個人都已讀過很多相關的書籍，都能有發現、有心得，然後把它

寫成論文。碩士班的研究生，通常由老師供給題目。論文選題經由外爍，是別人交給你的。

可能你的指導教授告訴你，或是你的同仁、你的同學，告訴你這個題目可以寫，這是被動的。

跟前面所說「讀書得間」，是主動的，很不相同。論文題目由他人提供，有一個缺點：你還

在狀況外，尚待熱身。進入論文世界，不知何時？當你獲得一個題目，當指導教授告訴你這

個題目可做時，你應該及時努力，極盡可能達到指導教授目前認知的那個層次上，你才能卡

位進行研究。指導教授或學界朋友告訴你某個題目，如果這個題目富有原創性的話，那表示

這題目研究探討的深度或廣度尚有不足，數量或質量有待加強，才值得進一步研究。果真這

樣，你就應該向提供研究選題的老師或朋友虛心請教，問他這個題目怎麼做？重點核心是什

麼？要看什麼書？應注意什麼事項？要從哪一點切入？要應用什麼方法等等？務必要讓你

很快地進入情況，達到題目提供者彼時的層次，你才能深入下去；有所憑藉，借力使力，「善

假於物」，才容易拓展開來。自我摸索，容易嘗試錯誤，比較浪費時間，我建議直接去找提

供題目的人，這等於額外獲得高僧的加持和高人的灌頂，才可能很快的進入論文的世界，在

學術研究的天地間優游翱翔，從容自得。 

選題的來源有兩種，一個主動，一個被動。主動的選題，厚積薄發，操之在我，養成獨



立思考和研究的好習慣，其利實多，剛才已經強調過。被動的選題，操之在人，自己未登堂

入室，對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的論文世界，還在狀況之外，參加考試或審查時比較不

利。主動的選題，觀念經由閱讀豐富資料得來，一些外圍的相關資料，你已熟悉。口試委員

一問，一定考不倒你，絕對應答如流。博士班入學考試的論文選題如此，研討會論文、碩士

論文、升等論文，乃至於專題研究計畫的論文選題，也無不如此。自發性的論文選題，著手

進行研究時，由於左右逢源，觸類旁通，所以寫作進度也比較快、品質也比較好。這種選題

效益，將是第一項自發與第二項外鑠的最大不同。 

  （二）文獻評鑑 

當你擬定好論文題目，確定了研究選題範圍後，同步必須注意的，是文獻評鑑的檢驗工

程。首先，你必須了解，截至目前為止，有關本選題已經發表的相關論著，其質量和內容究

竟如何？知名學者季羨林撰有〈沒有新意，不要寫文章〉一文，認為學術新意，靠「廣博閱

讀」加上「晝思夜想」而來，如果「別人的文章不讀，別人的觀點不知，別人已經發表過的

意見不聞不問，只是一味地寫去寫去」，如此這般地「閉門造車，馬能出而合轍？」畫龍點

睛道出文獻評鑑工作，在學術研究中的前鋒價值和先驅意義。 

我曾經口試一篇博士論文，他自己在緒論裡面寫得很清楚，說關於這個選題他知道已經

發表一百二十幾篇論文，已經出版二十幾本專著。研究現況如此，他仍堅持撰寫這個論文選

題。我就問：「研究成果既然已那麼可觀，高手如雲，作品如林，你還執意要寫，是不是你

有什麼勝過他人的地方？」我再問他：「你論文那一章比較有創見？又有那些心得是超過前

人的？請告訴我們。」他回答說：「我寫出我的感覺，難道不可以嗎？」學術論文是一種理

性思辨之工程，核心策略在進行是非、優劣、高下、得失之價值判斷，不能只寫感覺而已，

又不是寫情書。這是罔顧研究現況，未借鏡研究論著成果，所造成的局限。試問：該研究選

題的數量已經那麼多了，好話創見很有可能都已經被前人說光了，發揮過了，如今你還要重

複舊題，重彈老調，好比在熙來攘往的街頭馬路尋寶淘金，將會找到什麼？看來不拾人牙慧，

不落前人窠臼很難！難道為數眾多的前人研究成果都不可取嗎？不太可能吧！ 

1、學術研究借鏡成果，容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如果評鑑系統發現：研究論文數量雖多，但是品質不很好、水準不很高。換言之，論點

膚淺、偏差、疏漏、錯誤，或者隔靴搔癢，淺言即止；或者只談到局部而大部分沒談到，這

就值得更進一層，精益求精研究。論文品質的優劣高下如何？你該做個評估。如果發現數量

雖多，但是觀點不見得可取；或品質雖好，但數量發揮不夠，這樣，都可以考慮再作，值得

選擇續作。對初學者來說，某一個論文選題的研究成果數量極多的時候，我建議迴避。研究

論文要選一個創新的題目來做，實際上不難，何必跟人家做同樣重複的工作呢？十幾年前，

台灣學術資訊還不太發達，有一年光是研究《荀子》的碩士和博士論文就有六部。《荀子》

學術儘管值得探討，有必要一窩蜂去做近似而重複的研究嗎？董仲舒《公羊》學，或《春秋

繁露》之研究，五十年來有兩部博士論文，九部碩士論文。如果各有側重，或分工合作，是

否會更好？除了《荀子》、董仲舒、先秦諸子、兩漢經學家及其他各家都值得考慮作研究啊？

歷代的哲學，像魏晉玄學、唐宋佛學、宋明理學、明清實學、宋元儒學、明清經學，或其他

的學術思想、美學思想，或者某一加、某一派，都值得考慮。其中天地無限寬廣，都值得投

入心血作研究。某一學術研究領域的研究成果假如數量多，實在不必再去湊熱鬧！做學術研



究必須要走冷門，或半冷門，就好像接力賽，絕對不要從原點開始跑，要看前人跑到那裡，

你就從那兒接下去跑。譬如你的老師、你的前輩學者，他們的能力高強，已經跑了二百公尺，

學生們能力較弱，那就從二百零一公尺開始跑吧！就算只跑三公尺，那二百零一、二百零二、

二百零三公尺可是我跑的呀！如果你不是這樣考慮，還是從零開始，也許你寫得很好，進度

也很快，那是因為你看了別人的著作，抄襲別人的論點，剽竊了別人的成果。你說你前進了

五十公尺，這五十公尺是在人家兩百公尺的籠罩涵蓋之內，說實在的，你的貢獻少、心得不

多。究竟是自己跑的那三公尺有價值呢？還是尾隨人後跑五十公尺看起來很有成就？很有心

得？頭頂別人的天空，腳踩別人的地盤，處處是別人的天地，別人的心得，沒有自己的心血

和成就，這樣當然不好。所以學術研究入手處，應該是一種接力賽，而不是個人表演賽，不

一定要從零開始起跑。當年很多人推崇牛頓發現「萬有引力」的科學成就，牛頓卻歸功於「站

在巨人的肩榜上，所以比巨人高」，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就是學術巨人的肩膀，我們要善

加研讀、吸收、借鏡、利用。 

至於論文的學術品質，也是如此，這跟下文要強調的「問題意識」有關：如果經過文獻

評鑑，發現其中尚有拾遺補闕，繩愆糾謬之空間，自己尚有能力「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

那麼，此一研究選題，雖然有人寫過，數量有一些，品質好像還不錯，但是你確信其中尚有

「遺妍」值得開發，尚有餘蘊還可以發揮，那就勇往直前去研究探討吧！否則，嘗試走一些

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披荊斬棘，開墾出一處學術園林，講究新創發明，獨闢谿徑，仍是最佳

選擇。學術研究的旅程，有價值的研究選題，往往如陳子昂〈登幽州臺歌〉所謂「前不見古

人，後不見來者」；面對抉擇，應當「要走自己的路。」黃庭堅論書法，曾言：「隨人作計終

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楊萬里論作詩稱：「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另闢谿

徑，自成一家，向來是創新創意的最高指導原則。學術研究也是要走自己的路，不要一味走

人家走過的舊道，掠奪別人的學術領空。如果因循怠惰，貪圖方便，尾隨人家走過的路，那

麼，黃金啊、鑽戒啊…老早人家都整塊運走了，怎麼可能還留給你去撿呢？ 

 2、研究選題，最好具有系統性、延續性和創發性 

其次，再對研究選題作個強調。選擇論文題目，有點像擇偶。如果你是一位非常賢慧的

女孩子，不幸選擇一個惡棍丈夫，那麼，無論怎麼努力經營你的婚姻，這一輩子也不可能幸

福美滿。因為本質太差，對象不好，用心努力也是枉費工夫，無濟於事的。研究選題，又好

像一個尚待開採的礦坑，一個礦坑既經選定，雖未開鑿，這礦坑資源蘊藏的精粗多寡，實際

已經決定了。當你選定一個題目打算進行研究的時候，這研究選題中到底蘊藏多少學術能源？

具備多少研究潛力？包含多少學術價值？將來有多少前瞻性、延續性？在你首肯的一剎那，

其實已經決定了，所以，選錯論文題目，比嫁錯郎，娶錯娘還要嚴重，因為無可挽回。既然

學術研究題目或範圍要經選擇，你不妨高瞻遠矚，外加深謀遠慮，希望選擇這麼一個範圍，

或圈定一個領域，既可以寫碩士論文、也可以撰寫博士論文，甚至可以寫副教授、教授升等

論文，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更可以作為終生學術研究的志業。如果就眼前的需求，當

下的目標，作急功近利之論文選題，這是一般、保守、慣性、講究速效的消極策略。其後遺

症是缺乏延續性、系統性，成果無法累積，無緣產生異場域碰撞。尤其浪費太多時間在另起

爐灶、熟悉文本、進入專業狀況方面。論文選題太狹隘、太單薄，其中蘊含之研究能量有限，

只供抄短線，走近程方便，缺乏遠景，沒有明天。這種輕薄短小的論文選題，將嚴重影響研



究之創意，斷送學術研究之熱忱。學術領域的抉擇，關係一生的學術生命至深且鉅，你的眼

光和心態當然很重要，所謂「格局決定結局」。撰寫論文時，隨便選擇一個課題，跟慎重其

事地選一個課題，實際上時間相差不會太大。你是否慎重而認真的去選擇一個題目、去經營

一個題目，關鍵在是否具體落實「文獻評鑑」的工夫。審慎認真，花費心血不多，但後續或

將來的效益，卻有天壤之別。選擇只在一念之間，就看你怎麼選啊！就好像終生伴侶的選擇，

選對了，或者是選錯了，當下的抉擇，一輩子的幸福就註定了七成。這輩子的婚姻生活或學

術生命，幸不幸福，風不風光，就看你當下挑選的對象了。 

關於文獻評鑑，我再提醒一下。當你初步決定寫作某一研究選題時，怎麼知道人家寫了

沒有？或寫得好壞呢？在臺灣，你可以看幾個刊物，第一，你上國家圖書館的網頁去看看，

有全國的碩士、博士論文的題目，甚至於有論文提要、目錄，你評估看看，再決定是否執行

此一選題。接下來你可以查看《漢學研究通訊》這個季刊，報導每一個研究機構的學術研究

訊息，以及兩岸三地的學術研討會消息，包括每一大學今年畢業的研究生，各寫了什麼題目。

有些學校甚至告訴你，我們的碩士生、博士生初步選擇了什麼樣的題目要做，它都會作預告

公佈。這個資訊你要了解。在中國大陸方面的資訊，可以直接上《中國期刊網》，檢索或閱

讀資料。書面學術資訊，則必須參考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來講，必

須要翻檢《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這樣一個月刊；研究現代文學，就要查考《中國近代當

代文學研究》等等。它們是月刊，一年十二期，其中學術資訊，為前六個月中國大陸學報期

刊論文的精華，或加以刊載，或輯入目錄檢索。在登錄的論文目錄後面，有論文索引，把所

有中國大陸不管什麼學報、什麼期刊，按照論文選題的時代先後，從先秦、兩漢、魏晉南北

朝一路下來，依序羅列。稍加翻檢，就可以知道，有關學術研究的最新訊息。檢查可以按圖

索驥，什麼題目？什麼人寫的？發表在什麼刊物？刊登在第幾卷第幾期？甚至於第幾頁到第

幾頁？讀者可以按照這個方向去檢索原論文。目前臺灣庫藏期刊最齊全的，可能是中央研究

院的中國文哲研究所。一九六幾年、一九七幾年的《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連國家圖書

館的漢學研究中心都沒有，他那邊卻絕無僅有。有需要的話，值得前往看一下。至於九十年

代以後，研究歷史的、思想的、美學的，研究中國古代、近代、當代文學、或文學理論、文

藝批評的，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部有月刊，幾乎每一個學術門類都有，最便於查閱。 

你決定的選題，人家有沒有做過？如果別人曾經做過，你必須拿來參考，畢竟學術成果，

要靠不斷積累，擷長補短而來。當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大家紛紛恭維他的科學成就時，

他說：「如果說我有一些學術成就，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比巨人高些。」投

入研究課題，不能不管別人著作的成果，或學術研究的論點，千萬不能孤芳自賞，自言自語。

假如自己師心自用，自己閉門造車，研究成果居然出而合轍，竟然出類拔萃，這很難啊！除

非是老學宿儒！如果自己不去研讀別人的論著和論文，知己知彼，增益其所不能，居然大談

研究，那研究成果只有兩種可能：不是剽竊智慧，就是孤陋寡聞。因為你寫出來的論點，或

研究的心得，也許人家十年前、二十年前已經發表了。在這種情況下，學術界會承認這個成

果是你的原創嗎？大家會說：這是剽竊別人智慧，重複別人的觀點。你如果反駁，那人家會

說你是孤陋寡聞，外加師心自用！別人已經公開發表了，你為什麼可以不參考？還重複做同

樣的題目？所以，查考相關論著目錄，對研究選題作最後確認，這一例行工夫必須要去先做，

不用花費你多少時間，就可以知道該選題的研究現況：數量多少？品質如何？側重探討哪些



層面？已獲得哪些成果？有無了不得的創見或貢獻？優長缺失各如何？尚有哪些死角被忽

略？哪些問題有爭議？哪些課題尚未開發？都必須一一檢驗，撰成「文獻評述」，以作為論

文選題取捨，及課題研究操作之策略。如果有人提出的副教授或教授論文都通過了，博士學

位都已經拿到啦，你還在撰寫碩士論文，你有可能寫過他們嗎？姑且不說浪費學術人力，這

研究領域先天上已受到相當開發，也就形成若干侷限，自己已很吃虧，要卓越突破，真是談

何容易？學術研究的天空何其遼闊無邊，自己大可以立志做個拓荒者，當個學術處女地，頂

天立地的學術巨人，何苦故意隨人腳後、拾人牙慧？何必去侵犯別人的學術領空？蘇軾論書

法之妙者，在「自出新意，不踐古人」；元好問論詩稱：「縱橫自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願共勉之。 

你應該看一看國家圖書館的網頁，看一看《中國期刊網》的網站，查一查《漢學研究通

訊》，翻閱翻閱國內所編工具書，像漢學研究中心編的期刊論文索引：如《經學研究論著目

錄》、《兩漢諸子研究論著目錄》、《魏晉玄學研究論著目錄》、《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以及

《唐代文學研究年鑑》、《唐代文學研究》、《宋代文學研究年鑑》、《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藝理

論研究論文索引》，《文心雕龍綜覽》、《文物 500 期總目索引》工具書。還有學生書局出版的

《唐代文學論著集目》、主編的《書目季刊》，萬卷樓圖書出版公司印行的《學術資料的檢索

與利用》，以及文津出版社、五南圖書公司、洪葉文化公司都曾出版許多學術研究之工具書，

頗便查考。看一看、查一查，就研究的類型性質，去翻閱翻閱，按圖索驥，就知道這個領域

到底有多少篇論文？論文品質良好還是普通？值不值得再探，或深究？經過反思和推敲，就

可以避免學術人力無謂的重複與浪費。 

每一學門的研究，經由前後學人的投入探討，論文日多，著作漸夥，為方便借鏡參考，

因應需求，就有許多「研究綜述」的文字出現，通常敘述多、評論少，於研究文獻徵存方面，

不無貢獻。像筆者就撰寫過〈五十年來唐宋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及〈臺灣近五十年《春

秋》經傳研究綜述〉兩篇文章；陳友冰也寫過〈二十世紀大陸宋詩研究述論〉，對於研究《春

秋》經傳、唐宋文學，以及宋詩，提供研究文獻，省卻搜尋不少之苦。其次，有研究成果彙

編，提供參考借鏡者，其類型大概有三：論文集；是最常見的，不贅。撰成提要，編成索引，

如楊燕起、俞樟華《史記研究資料索引和論文專著提要》、徐興海《司馬遷與《史記》研究

論著專題索引》。更有以時代為經，以主題研究為緯，藉回顧成果，期望前瞻心得，如張燕

瑾、呂薇芬主編《20 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分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遼

金元、明代、清代、近代、現代、當代十部；崔海正主編《中國歷代詞研究史稿》，分唐五

代、北宋、南宋、金元、明清五部。上述研究文獻工具書，在歸納前人相關研究成果，總結

學界心得經驗，有極佳之啟發。研究選題斟酌敲定之際，類似這些成果，好比學術巨人之肩

膀；你要後來居上，你要表現不凡，大抵必須站在他們開發出來的成果上，才有可能精益求

精，超勝卓越。 

（三）問題意識 

從事學術研究，得強調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問題意識」；程千帆先生稱為「敵情

觀念」，也頗傳神。畢竟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目前文史哲學界撰寫論文，學術規範好

像還不是很統一。雖然不乏有心人想整合我們文科論文的格式，好像也是不了了之，所以我

們只能自求多福。 



1、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忽人之所謹 

不知何時開始，文科論文在開宗明義處，很多人照例會來一個研究動機。我指導學生的

禁忌之一，是嚴格禁止他寫研究動機。學位論文的主要動機是什麼？無非就是想要拿到碩士

學位跟博士學位嘛。如果是升等論文，就是想要通過教授審查嘛，還有什麼動機呢？要不！

這個動機也可以杜撰假造、說空話。我建議將研究動機改成「研究現況」。因為研究現況不

能假造，研究現況就是把上述第二項的文獻評鑑納入進來，明白告訴讀者：關於這個研究選

題，目前我已經閱讀到哪些中外學術論著？這些論著朝哪些角度發揮？各有哪些優點、缺點、

或偏差？已解決了哪些學術問題？哪些問題仍是懸案，尚待解決？總歸一句，由於目前的研

究現況，或尚待開發，或衍生爭議，或存在一些侷限，或有些美中不足，所以我今天撰寫這

一篇論文很有必要，很有價值。這不就等於告訴學術界：我這篇論文的出發點，在出於增益

人之所不能，補充人所不足，有信心可以「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

之所謹」。「有所為而為」，當然是有強烈的問題意識的，是具有創意的，絕對不是心存抄襲，

或苟且隨便的。研究現況的交待，還可以看出資料涉獵的廣狹，批判精神的強弱，治學態度

的勤惰，足以呈現學術眼光的高下，這絕不可能說假話，為什麼呢？如果你說這篇論文的選

題沒有人做過，我是第一個做的，讀者馬上會拆穿你的謊言。說「這個選題其實已寫過三、

四篇，或十幾篇論文了，分別發表在什麼什麼學報、期刊，你何以沒有看到！還有幾本著作，

人家都已經出版啦，你也沒有看！」不參考他人的研究成果，簡直就是閉門造車，畫地自限、

師心自用、孤芳自賞。所謂研究現況，就是文獻探討與評述，你必須知道這個領域，前人已

經研究到什麼地步，未觸及的是哪些？哪些已稍具規模？哪些尚有不足？你打算補充訂正那

些環節觀念？你預備發展開拓那些領域？同時評估自己選定的研究課題，有何重大意義？將

可以解決哪些學術公案？獲得多少研究心得？這些研究現況都反思推敲過了，也就進一步形

成問題意識。 

通常，我們身體或精神出現異同，產生問題，才會上醫院看醫生，尋求處理和解決。身

心沒有重大問題，大可以不必求醫問診。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也是如此，必須真有「問

題」，急待解題，方有所謂「學術研究」。那麼，何謂「問題意識」？為什麼要寫這篇論文？

換寫別篇論文可不可以？你必需說：「不行！這個題目非常重要，它是一個大關鍵、是一個

突破口、是重要環節、是先遣研究。因為我要解決某一個課題，或開拓某一個領域，所以必

須要進行研究。」究竟什麼樣的研究選題具關鍵性、為大環節、是突破口，很重要、急待解

決、不做不行的呢？ 

2、久懸未解之學術公案，或富於爭議性之焦點話題 

第一，所謂問題意識，指選題為久懸未解的學術公案，或富於爭議性的焦點話題。此即

《後漢書》陳元所謂：「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之意。當然這要功力深厚的人，

才能勝任愉快。現在提出較高標準，一個學術的懸案，讓大家一起來追求。這個學術的懸案，

也許歷經了幾百年、幾千年都沒有解決，你說我怎麼能？當然可能！善用研究方法就可能！

有些問題因為地下出土的文物重現天壤，運用二重證據作研究，就可能獲得解決！這我們等

一下再說。做學術研究，必須先有一個問題意識，為什麼要寫這篇論文？因為我要解決某一

個學術懸案，裁判爭議性焦點話題的是非。所以，這問題很重要！前者如《左傳》之作者問

題，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之真偽問題，宋太祖趙匡胤崩逝「斧聲燭影」之謎，蘇洵〈辨奸



論〉之真偽問題。這些千古疑案，如有充分之新論證，即可以撰文釋疑。至於爭議性的話題，

如經今古文之爭、李（白）杜（甫）詩之優勢、唐詩宋詩之爭、新舊黨爭、和戰政爭、漢學

宋學之爭、正統論之爭，要皆紛紛擾擾，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令人莫衷一是。如果企

圖裁判爭議，一旦寫好這篇論文，千古以來的疑惑，就可以從此獲得正確解讀；終生不解之

大惑，從此澄清無礙；爭議性的話題，從此是非曲直塵埃落定。學術研究必須要存有「問題

意識」的概念，成果才能往上提昇，不致原地踏步，甚至向下沈淪。 

3、有待解決的關鍵課題，或可供循序漸進的環節觀念、基礎研究 

第二，所謂問題意識，是指有待解決的關鍵課題，或可供循序漸進的環節觀念、基礎研

究。這類問題很重要，因為這種研究選題的解決，有助於深入或探討下一個問題，是一種基

礎研究的選題。這後續性、拓展性的課題包括：如果我將來要撰寫博士論文，要升等副教授、

教授的論文，或者申請專題研究計畫，素材可以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成果可以不斷累積與

擴大。這種研究選題的發現，要靠自己平時讀書心得後的系統思維和宏觀規劃，題目淺深、

規模小大間，有一個進階，循序漸進，逐步分段完成。問題一一解決，就好像建造一棟房子，

如果要蓋十層樓，地下三層沒蓋好，上面七層就沒有著落。《百喻經》中的三層樓喻，可以

佐證這個道理。這樣說好了，撰寫論文，不管是小篇論文，或碩士、博士論文，假如目前執

行的課題是甲問題，它是學界探討乙、丙、丁…各問題的墊腳石和里程碑，甲問題獲得解決

後，乙問題才能啟動探討。乙問題的進展開拓，是建立在甲問題的解決跟廓清的基礎上。如

果甲問題沒有解決，乙問題根本無從著手，無所依傍，呈現踩空或斷層，接下來的丙問題、

丁問題…也仍舊是懸案，根本就一籌莫展，找不到著力點，這叫做基礎研究。基礎研究，是

一個非常好的研究規劃。最可貴處，在為自己累積研究成果。每完成一個基礎研究，自己的

研究會有一個進階，從甲到乙到丙到丁，學術實力將容易成等比級數之增強。先把學術進程

的石頭搬開，才能繼續前進。搬開這塊石頭的問題沒有解決，這條路根本就窒礙難行，所以

這種基礎研究之課題就顯得非常重要。尤其最有意義處，是這個問題解決後，可以提供給學

術界若干觸發，有助於若干個相關問題的進階與參考，是一項利人利己的學術工程。這樣的

選題，就不只是為了獲得一個學位，獲得一個升等而已。你既解決了學術問題，將可以「利

用厚生」，何樂而不為？ 

「問題意識」這樣的概念確立，將可以培養你獨立思考的能量，造就你未來的學術生命，

非常有潛力、非常有後續力，絕對不會發生想寫學術論文，卻苦於沒有合適選題的窘境。如

果從事研究，能養成問題意識，那麼你自己就可以創造出很多可大、可久，有價值、富創意

的研究選題。當然，問題意識就是提出疑難，期待解決；如果沒有問題，還犯得著多此一舉

嗎？所以，並不是什麼問題都值得研究；就像身體，有毛病才要治療，沒毛病就不必亂投藥。

有問題，所以才要尋求解決，所以才要研究嘛！如果論文探討的課題，只一般常識或知識，

學界都已經解決啦，而且都已寫了好幾篇論文，甚至寫了好幾本書出版了；甚至研究成果豐

碩，「菁華極盛，體例大備」了，後學還旁若無人，還視若無睹，還在重複作研究，這行嗎？

有關大、小、枝節問題大致都解決了，你還研究它幹麻？即使完成論文，頂多獲得一個學位，

獲得一個升等，雖然僥倖過關，但是從此研究缺乏後續力，更遑論實力的積累或潛力的增長

了。 

4、問題意識之強調，有助匡謬補缺、張皇幽渺、新創發明 



接下來，談談問題意識的表達與效用，大約有三大方式：其一，能辨惑拾遺，繩愆糾謬，

有匡謬補缺之功。其二，能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有張皇幽渺之功。其三，能推陳出新，

獨闢谿徑，有新創發明之功。先看第一項補苴罅漏，就是拾遺補缺、繩愆糾謬。了解別人研

究這個論文選題，已達到某個程度，若其中有缺陷與不足，則由我來彌補缺漏，提昇層次。

初階研究的人能夠做到這個地步，已經非常好啦。其次，是別人犯的偏差與謬誤，我引用豐

富的文獻資料作佐證，糾正他的粗淺、偏差或錯誤。研究宋代文學的同道，就常常有第二項

的樂趣。因為五十年來兩岸三地學界研究宋代文學比較少，所以一些文學批評史、理論史、

文學史、詩歌史、小說史、美學史著作，常會誤判或說錯。不過，這白玉微瑕，並不妨礙他

們是大家。學術成果大體不錯，細部容有瑕疵，我們根據文獻的佐證加以羅列，就可以證明

他的觀點是不對的、是偏差的、是闕漏的。連郭紹虞、錢鍾書 這樣的行家，也可能說出外

行話；連朱自清 、內藤湖南、吉川幸次郎這樣的學者，受到世風時潮之影響，有時候論點

都難免偏差失正，疏漏不全。你只要羅列具體的論證，就足以彌補他們的不足，或糾正他們

的錯誤。這是一種選題的方式，一個問題的意識，你的學養，足以看出問題偏差處、粗淺處、

不足處、錯誤處，於是撰寫一篇論文來糾正偏差、追求精深、補足闕漏、修正失誤，這就是

寫作這篇論文的問題意識。 

其次，更高明一點，就是張皇幽渺，發揚光大別人看不到的死角。眾人注意不到的疑問，

你能夠留心發揮，這牽涉到學術眼光，也可以靠方法學的訓練做到。問題是，你怎麼看出別

人的成果很粗淺、有遺漏、有偏差、有錯誤？這是從上述第一項、第二項的文獻評鑑得來的！

因為翻閱了很多人的相關著作、研究成果，就知道研究問題的現況；如果你不去看相關論著，

怎麼知道這個問題學界已研究到什麼地步，又如何知道去彌補他、修正他呢？至於如何「張

皇幽渺」？我要強調一點，就是章學誠所謂「詳人之所略，重人之所輕，異人之所同，忽人

之所謹」。有關問題別人已經寫了，已經很詳盡精彩了，或學界已經有定論共識了，你就不

必再炒冷飯，儘其可能的直接擷取心得，參考借鏡即可。成果借鏡參考處，文字可以寫得簡

略一點，以便節省時間、節省精力，去進行「詳人之所略」的論文撰寫，這就是「略人之所

詳」、「重人之所輕」、「異人之所同」、」忽人之所謹」。他人寫得詳的，我要簡略；人家寫得

簡略的，我便要盡心致力的開拓，淋漓盡致的發揮與詮釋，唯其不茍同、不茍異，才叫做學

術接力。閱讀學談到技法系統，有所謂知入知出法、分因辨革法、從是看非法、匡正補充法，

善加運用，當然有助於研究成果的亮麗。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上》推崇史學撰作，以為當「詳人所略，異人之所同，重

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這段話對於學術論文追求原創性，很有啟發意義。筆者以為：

嚴謹而富於原創的學術著作，本來就很接近史學。反觀錢鍾書《談藝錄》評論楊萬里、陸游

兩大家的優勢，有所謂：「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以古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

誠齋之化生為熟也。」「人所曾言，我善言之」，這是論文撰寫的基本要求；學術研究的終極

目標，應該是「人所未言，我能言之」的誠齋（楊萬里）境界。當今，我們的論文寫作，好

像不是這樣。別人曾言的、寫得詳的，我也言、也寫得詳，因為方便抄襲引用啊；別人未言

的、寫得略的，我沒得參考了，只好也寫得略，甚至迴避不觸及。學術研究「闇而不明，鬱

而不發」，此是主因，這怎麼可以呢？我們台灣的學術論文，第二章幾乎都寫學術背景，既

缺乏跟後文各章節作緊密呼應的機制，又連篇累牘，不知剪裁。寫學術背景一寫就是二、三



萬字、甚至四萬字。就算寫它十萬字，意義也不大，因為其中沒有一個觀點是你自己的，都

是別人研究成果的剪裁、排比和整理。這樣，寫了再多，有用嗎？詳人之所詳，又略人之所

略，不知研究的意義何在？人家已經寫得很詳盡明白，還要你在那邊複述一遍、浪費篇幅嘛？

論文的焦點或關鍵，人家寫得很簡略的地方，你為什麼不去開發遺妍、發揚光大，或增益其

所不能呢？建構問題意識要反向思考，要「略人之所詳，詳人之所略」。別人寫得詳的，我

只能巧妙剪裁，精要論述，以便節省更多寶貴心力，去「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所以

建議大家，在背景上儘可能文字簡要，只要把別人的研究成果用自己的話寫上三、四句，最

多不要超過三十個字，最後交代出處，讀者自行參考就夠啦，實在無庸贅言。如果還引經據

典、詳加述說，既然自己的見解不多，又何苦人云亦云，浪費那麼多時間和筆墨呢？別人已

經寫得很詳細，很精確，探討已經有了結果，已經有了結論的，你再炒冷飯就沒意義了！所

以不要詳人之所詳，也不要略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異人之所同」才是發明學術，提出

研究心得的不二法門。人家論點簡略的，我要寫得更詳盡、更淋漓盡致，更鞭辟入裡、觸及

要更廣博精深，這樣才能有創見，才可能有發明。你千萬不要只是當別人的影子，俯仰隨人；

更別當應聲蟲，人家怎麼說，你也跟著這樣說，不知獨立思考，沒有自己的創見，那不行的

啊！別人贊成的，你獨持異議，你有自己的觀點，你有卓越創見，你有顛撲不破的佐證，你

就可以提出不同的見解與心得。 

只有見人所未嘗見，才能言人所未嘗言。當然這不是故意要跟別人唱反調，當別人的意

見趨向於雷同的時候，你要思考，這些一面倒的結論，是不是都沒有問題？如果經過推敲，

沒有問題，我們就得尊重和參考他們的見解。他們一面倒的意見，如果不對，就必須提出自

己的論證，進行批駁導正，提出自己的創見。千萬不要人云亦云，缺乏主見，不加思考，甚

至無可無不可。唯有這樣，才可能發揚光大學術，躍登學術之殿堂，而進入研究之門室。前

人探討這個學術課題，已深入到第一層，你能深入到第二、第三層，不僅發揚光大，還能燭

照幽微，這才叫學術研究。 

第三，研究選題追求創新發明，這是最高的理想和標準。那些「未經人道，古所未有」

的見地，由你率先提出，成為斯學的開山；迷離惝恍的主題，經過你有力的論證，淋漓盡致

的詮釋，觀點生新，創見獨特，成就了「一家之言」。研究題目能夠推陳出新，發揮獨立思

考，達到這個目標，當然就是個好選題。 

5、普查問題，劃定領域；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 

大學院校老師，薪資來源有「學術研究費」一項，可見研究學術是我們的天職，研究有

得，反餽於教學，方能相得益彰；持續研究，方能精益求精。照理說，撰寫升等論文，應是

例行公事；申請國科會及其他研究專題計畫，也是義不容辭的本分。事實上，獲得博士學位

後，不再持續作研究者，大有人在；從來不申請，或未獲得國科會獎助者，亦不乏其人。影

響所及，年平均論文發表數，都在一篇以下。如果他們不夠優秀，就考不上博士班；假設他

們程度普通，應徵大專院校想必很難錄取為專任教師。那為什麼博士後之研究質量，遠不如

前？為什麼獲聘為助理教授、副教授後，專題研究計畫之申請或通過，未能稱心如意？同一

個人，之前與之後研究能量，何以有如此大之落差？讀了屈原〈離騷〉：「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為此蕭艾也？」不得不令人感慨！筆者觀察以為：這大概與研究的習慣、領域的選定，

學術生涯的規劃有關，先容我如此推測。 



好比說，我們的研究領域，劃定為「阿里山珍奇樹木之研究」。理想而正確的研究步驟

應該是這樣的：首先擬定「珍奇樹木」為研究課題之焦點，作為探討之核心與關鍵，如此，

閱讀、思考、資料蒐集，論題開展，方可集中而不偏離。其次，劃定研究領域為「阿里山之

林相」，而不是合歡山，或大武山。劃定領域後，研究工作方不致太過於向外馳求，主客、

輕重、詳略、取捨之間，方有定向與範圍。研究領域既已劃定，關鍵課題亦已勾勒，其次應

該對課題領域作泛覽綜觀之認知，地毯式全面的普查。於是我們以阿里山為範圍，從低海拔

的亞熱帶、溫帶，到高海拔的寒帶樹木，逐一檢視登錄，初步從中挑選出 100 棵樹，入圍「珍

奇」樹木的研究名單。接下來，從 100 棵樹中，比較其條件優劣，研究能量，進入決選，列

為研究對象的樹木，可能只剩十棵。再經過訪查、梳理、推敲、斟酌、比較、取捨，最後只

能選一棵阿里山的珍奇樹木，做為論文研究之選題。這百里挑一的十棵樹之「珍奇」，可想

而知。為了選一棵樹作研究，前前後後，裡裡外外，不憚其煩，不辭辛苦如此，是否有必要？

是否值得？身為指導教授，當然約略知道阿里山上哪 10 棵樹較珍奇，甚至也理解十棵樹中

哪一棵樹最珍奇。他為何不直截了當告訴學生，研究這一棵，或者考察那十棵？有必要如此

尋尋覓覓，爬羅剔抉，慘淡經營，辛苦折騰嗎？ 

王國維《人間詞話》曾稱：「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

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如果

無心眺望天涯路，又何必「獨上高樓」？對學術研究不熱衷，何苦走上研究這條寂寞之路？

如果缺乏為目標付出，為理想奮發，廢寢忘食，無怨無悔的精神，將如何領略箇中滋味，掌

握整體狀況，體認表裡精粗，分曉得失優劣？何況，追尋探索的過程，本身就是另類的收穫：

既為當下尋覓研究目標，又為爾後挑選研究課題，更為將來儲備學術實力。試想：從一個大

領域中，精挑細選，得出若干有價值的研究選題；再從確定有價值之研究選題中，挑出當下

即刻必須進行之一個選題。如此慘淡經營，「眾裡尋他千百度」之進尋過程，難道只是為了

「一個」研究選題？當然不是！學者選題，果真經歷如此過程，則當下選擇「其一」的同時，

「其餘」九成選題立刻變為「候用」選題。這「選擇其一，候用其餘」的選題策略，將是學

者從此以後，研究能量既多且精的「秘密武器」。如果撰寫一篇論文，同時存留九個選題「候

用」；每開發一個學術領域，就可以儲備無限的研究能量。有時，剩餘價值、邊際效益往往

勝過主體目標。 

學術研究，很像能源寶藏之開發。首先，必須慎選礦坑。這得經過審慎探勘，細心評估

的繁複歷程。最後選擇勝出的礦坑，絕對是評比最優，能源蘊藏品質較佳，能量儲存最為豐

富者；最好有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優越條件。礦藏的品質粗糙，能量有限，大概

不會獲得聰明開發人的青睞。學術論文的選題，卻不盡然是這樣：有些人的選題習慣，喜歡

「其一」，而不顧「其餘」；只顧當下，而不管將來；只是「臨渴掘井」，而不願建造水庫；

習慣現買現賣，未養成「備豫不虞」美德。古書告訴我們：「做人要留有餘地，切忌趕盡殺

絕」；管理大師提醒我們：「格局影響結局」，因此，選題的範圍不妨規劃大些、寬些、立體

些，如此，才方便永續經營。盡心於投資，不致力於投機，理財如此，研究亦然。如果研究

所選題目，只夠寫一篇文章或一本書，那麼一篇論文寫就，一部書完成，就成了完結篇，既

沒有後續，成果也較難積累。下一篇論文，下一部書勢必重新披荊斬棘，另起爐灶。這將重



新面對陌生領域、重新耗費可觀心血，以便重新進行學術研究的探索之旅。相較於前者「選

擇其一，候用其餘」的選題策略，炒短線、走近路的選題方式，較難儲存研究能量，較慢積

累研究實力，不易展現研究之爆發力。發表論文數量之所以不多，升等論文之所以延緩提出，

專題研究計畫之所以未提出創意選題，筆者深信：跟研究的習慣、選題的寬窄、領域的規劃

息息相關。蘇軾所謂「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雖論讀書，頗可移作學術研究選題之指

導策略。 

有志於學術研究者，應該養成良好習慣，適當規劃研究領域，研究心得方能創新有成，

學術生命方能可大可久。如果我們作這樣的長遠規劃：應由讀書有得，主動自覺，獲得一個

創新之研究領域，次第探討開發。規劃中之研究選題，預估可完成五十個單元的論文，每篇

可寫成三萬字左右。探勘完成，評估結果如上，你就可以按部就班、循序漸進作規劃與研究：

比如碩士論文約需十五萬字，於是執行五十分之五的選題研究即可。尚有五十分之四十五，

可以規劃博士論文為 8/50，將來獲得學位，服務大學院校，升等副教授論問再分配 8/50，

教授升等論文則規劃 10/50 之研究開發，其餘尚有 19/50，提供單篇論文、專題研究計畫，

指導研究生論文等之用。苟能如此設計，不僅省時省力，可進行持續性研究，而且研究成果

不難累積深厚，蔚為系統性著作，也較易成為某一領域之行家或權威。《莊子‧逍遙遊》：「水

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同理，身為學人，

如果研究領域規劃不夠富厚，勢必影響當下之啟動，遑論永續奮發之能量。美國領導策略專

家、紐約時報暢銷作者約翰‧麥斯威爾（John Maxwell）在《換種思考換種人生》（Thinking 

for A change）中說：「成功者，是那些擁有一整座礦山，還不斷挖掘金礦的人；而不是找

到一小塊金子，就打算靠它維生五十年。」反思一下：自己是那一類型的人？願大家共勉之。

話說回來，這樣的研究規劃，必先做好「博觀」與「厚積」的學術工夫，水到渠成，才可能

進行「約取」；蘊藏淵富，也才有可能「薄發」。因此，讀書治學，「博觀」的閱讀習慣，「厚

積」的實力養成，自是當務之急。必先博觀，才能約取；唯有厚積，才利於薄發。朱熹〈鵝

湖寺與陸子壽〉詩所謂：「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講的也是同一個道理。 

三、研究成果追求原創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原創性」佔審查成績極大比重；大學院校辦理升等，論文

「創新性」決定勝敗關鍵。試問：學術研究必須如何探討，才能深造有得？必須到達什麼地

步，才較可能有見解、有創獲。個人以為：關鍵在常識知識如何能躍進為學問心得的問題。

如果我們以「成大榕樹老樹之研究」作為研究主題，探討她何以能存活 103 年之種種因緣。

根深木茂，座落在成大光復校區，是表層常識；本校區五十年前為日本軍營，此樹傳為日本

天皇當太子時手植；榕樹移自鹿兒島，樹齡約二十年，這是知識。進一步探討得知：一百年

前，此處是一塊河川地，有一條東西向的河流，後來填土推平成為營地校區後，地面河川成

為地下 100 公尺處，晝夜不停地流淌著，從成功校區穿越勝利路下方，自東向西流經光復校

區榕園附近。建築系的地會倒塌，藝術研究所館舍的傾斜龜裂，有地下河流經過，是主因之

一。百年老榕的根深木茂，不能只歸功於座落在校園、前身為軍營，地下河流的滋潤庇蔭，

造成她得天獨厚的生存條件。研究成大老榕，若只探討到八十年由軍營到校園的後天因素，

這是淺層研究；如果再往上追溯到一二百年前此處的河川地貌，考察其影響效應，這才是深

層探勘，立體研究，較有可能富於原創、創新，和創獲。語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慧



眼、專精、穿透、鑿深，比較可能有創獲。 

研究成果追求原創，是談論學術研究的重點。這可分為四方面來說：其一，文本材料之

生新；其二，研究方法之講究；其三，探討觀點之轉換；其四，創新領域之開拓；其間每一

個問題都環環相扣，息息相關。 

（一）文本材料的生新 

首先談文本材料的生新：人文學的研究，仰賴原典材料的佐證、解讀、分析、論斷，我

們所據以推斷的材料就是原始文獻、就是文本資料。援引材料的要求，上焉者能夠讓人覺得

陌生、新鮮；也就是說，你所引用的是第一手資料，不是轉手、二手資料。資料最好是無人

或少人使用過生新資料、或罕見稀有的文獻。學術研究據此開展解讀、詮釋、發揮、論證，

當然可以獲得比較新穎、獨特的成果。如果運用熟爛資料，必定得到平凡而意料中的結論；

我用另外一堆生新的資料，則將獲得不同凡響的結論。 

大凡原創性的選題，大多建構在未經人道，少人問津的原始素材上，期待獨具慧眼的學

者加以開發利用。如果素材一見如故，論點似曾相識，若非不夠用心，就是存心炒冷飯。因

為你之所以感覺熟悉，那是因為學界早有研究成果；無論古人或今人，也無論常識或心得，

自己或他人；否則，你的熟悉感從何而來？所以，理想的論文選題，文本材料應該是專業而

不經見的，錢鍾書《談藝錄》所謂「人所曾言，我善言之；人所未言，我能言之」，可持以

說明材料之生新，或成果之創新。所以材料本身必須要講究陌生、新鮮，這樣，研究成果較

可能有創意。 

材料要怎樣才算生新呢？運用「二重證據」作研究，研究材料自然生新，成果自然不凡。

以前有位知名的學者說，《漢書藝文志》裡的《孫子兵法》，就只是孫武的兵法，沒有所謂《孫

臏兵法》，孫臏並沒有著作兵法。言之鑿鑿，還著書立說。但是後來銀雀山一號漢墓竹簡出

土，同時有《孫臏兵法》、《孫子兵法》，這樁千古懸案就不攻自破啦。可見，新出現的材料

可以印證一些學術公案。最近大陸出版李學勤《中國古史尋證》、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

流》，及姚小鷗《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大家有興趣，不妨參看。也許，你會說：中國

大陸的文物出土，我們這裡看不到，所以，我們無法利用這項利器。其實不然，出土文物的

整理，照例會在《考古》或《文物》等刊物或年鑑上發表，善加運用參考，將是一項利器。

除此之外，浩如煙海的書堆裡面，學術寶藏無限，很多是學界沒有發現的材料。學界研究選

題的文本材料希望生新，何妨上圖書館翻查大部頭的類書、叢書？其中真是書府琳瑯，目不

暇給，陌生而新奇的材料，不虞匱乏。不登堂入室，當然無法得知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不

去翻書，當然不知道裡邊有寶貴材料？何處有學術資源？以類書而言，就有許多生新的材料。

類書裡面因為包羅萬象，很多資料我們一生很難得去翻它。類書因為是分類編纂，同質性、

同一個範圍內的資料自有很多可以觸發之處。學術界撰寫有關蘇東坡的論文，應該夠多了吧，

但都無人談到蘇東坡詩之創格對小說戲曲有何影響。王利器先生是文獻學的專家，1991 年

四川大學召開「宋代文化國際研討會」時，他發表一篇論文叫做〈蘇東坡與小說、戲曲〉，

引用的資料倒不是蘇東坡的《仇池筆記》、《艾子雜說》那些習見的文獻。關於蘇東坡跟小說

關係的文獻，卻是從清朝張英所編《淵鑑類函》的類書中輯出，這些資料一直沒有人注意過，

研究蘇東坡的專家，幾乎不曾運用到清朝的類書資料。所以如果善用類書，在浩如煙海的書

堆裡，鉤勒掌握到一些別人沒有用過的新鮮資料，這可媲美地下文物出土。而且，這種發現



新大陸式的驚喜，並不太難，只要廣博瀏覽典籍，勤於翻檢爬梳，即易為功。再講一個例子，

彰化師大黃文吉教授，為國內唐宋詞研究知名學者。兩三年前，受大陸武漢大學王兆鵬教授

的委託，前往國家圖書館翻閱一本詞學選本—《天機餘錦》，發現選本裡有很多宋人的詞，

不見於《全宋詞》，久已亡佚。把它輯錄出來，他就寫了好多篇文章。研讀翻閱圖書館的典

藏善本，最有可能找到天壤間沒有人用過的材料。我再舉一例，八十年代前，王安石的詩歌

研究，在臺灣大多採用世界書局李壁注的版本。復旦大學王水照教授到日本講學，在日本的

蓬左文庫發現了朝鮮本王荊公詩李壁注的善本，數量比起通行本的李壁注要多一倍。這多一

倍的李壁注本，是日本朝鮮本，較接近南宋李壁注的原貌，當是宋代珍本。如此說來，如果

研究王荊公詩李壁注，就多了一倍資料，這一倍的資料以前的學者無緣見到，也就沒有運用

過。從這多出的一倍資料，大可以建立你的新觀點，發表你的新創見，這就是所謂材料生新。 

有某些資料文獻是新近整理出版的，新書上市，文本資料是陌生、新鮮的，大家都還沒

有全面研究過，譬如說《全宋詩》、《全宋文》、《全宋筆記》、《宋詩話全編》、《明詩話全編》、

《全元文》、《全明詩》、《清詩話三編》、《民國詩話》；還有學界整理點校的宋、元、明、清

諸家詩文集，研究的人幾乎很少，也少有注釋，連題跋、集評通通沒有。中央研究院傅斯年

圖書館與新文豐出版公司合作，影印《民俗叢刊》500 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跟越

南漢喃研究院合作，整理越南漢籍目錄，其中漢籍數千種，正等待有緣學者投入研究。身為

學者，應隨時掌握相近相關之圖書資訊。就涉獵所及，任意找一家，只要符合剛才所說的問

題意識，據此進行學術研究，研究成果較有可能創新。以宋代文學來講，宋人的詩集流傳的

有六百多家，詩集份量在 10 卷以上的有四百多家，其中重複研究的名家大家有蘇軾、黃庭

堅、楊萬里、陸游等十餘人，乏人問津的就將近四百家的詩集。由此看來，怎麼會沒有研究

題目呢？怎麼不能創發、生新呢？當然有啊，只看你有沒有興趣去翻閱，要不要刻意去追求

和發現而已。 

有心將學術研究作為一生至業者，論文選題尤其要格外講究，嚴羽《滄浪詩話‧詩辨》

稱：「入門須正，立志須高」，值得作為治學的座右銘。上述生新領域，由於文獻整理彙集，

出版傳播有目共睹，勢必引發成為未來之研究主流。《全宋詩》72 冊，《全宋文》360 冊，《全

宋筆記》100 冊，《宋詩話全編》與《明詩話全編》各十鉅冊。如果能掌握這些原典文獻，

無意大鵬振翅，「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能量無限，自能逍遙自在。 

（二）研究方法的講求 

接下來談研究方法的講求。明人《警世通言》中，有呂洞賓「點石成金」的故事，清人

《笑得好》詼諧寓言中曾複述這一方法學的啟示。的確，「點石成金」是一種絕妙方法，如

果熟習這方法，就可以「任隨我到處點金，用個不計其數」，研究方法正是如此。方法是一

種工具，不同方法會產生不同的成品。如果你用土法煉鋼，煉出來的鋼既粗糙，產量又少，

品質又差，內銷都有問題，外銷人家不要。如果試用洋法煉鋼，那就不可同日而語了，不是

嗎？ 

笛卡兒曾言：「要認識真理，必須運用正確的方法！」有傑出成就的科學家，都十分重

視方法；因為，正確的方法是尋求真理的橋樑和工具；漠視方法，將成為科學研究之障礙。

方法，其實就是一種工具和手段，亞里斯多德《工具篇》，談邏輯方法；培根《新工具》，談

古典歸納法；笛卡兒《方法論》，談演繹法；黑格爾的《邏輯學》，談辯證思維；嚴謹之學術



研究，接近科學之探索，欲求研究有得，成果可信，就必須講求研究方法。像研究歷史，有

梁啟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編》、漆俠《歷史研究法》；研究哲學、思想，有張岱年《中

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研究文藝學、美學，有陳鳴樹著《文藝學方法概論》、胡經之、王岳

川主編《文藝學、美學方法論》，研究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則如華東師大文學研究所編《中

國古代文論研究方法論集》、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等等。其他，經學、文

學研究，亦各有其講究之方法。方法學之演練，必須自我要求，真積力久，自然運用裕如，

勝任愉快。 

碩士生考博士班時，必須繳交博士研究計畫；向國科會申請專題研究計畫時，也要談談

你的研究方法。我發現：學界對於研究方法，普遍有一個嚴重的誤解，這我要特別強調。不

知何故，大家把研究方法與研究過程，或研究步驟混淆了！顧名思義，研究方法就是一種方

法嘛，並不是過程或步驟。什麼叫方法？比較法、歸納法、統計法…這個就是「法」。以文

學研究而言，有歷史批評法、社會批評法、文獻考證法等傳統方法，以及比較文學、接受美

學、結構主義、心理批評、原型批評、現象學、闡釋學、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新方法。

其他，研究經學、史學、哲學、民俗、神話、語言文字，也都有其適用的研究方法。 

  出乎意料之外，很多人誤把研究方法當做研究步驟。通常會這樣寫：這個研究計畫，第

一個部分我打算要寫些什麼，接下來我再寫什麼、又寫什麼，結論將是什麼。這根本就是研

究步驟或研究順序啊！怎麼會是研究方法呢？但我發現來自臺灣各地大學，報考本校本系的

博士生的研究計畫，將近八成都這樣寫。我審查行政院國科會專題計畫，很多人也是這樣寫，

你說奇怪不奇怪！研究方法很重要，不同的選題有不同的方法，有些方法是量身定做的，今

天沒辦法仔細講。只是提醒大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成果要卓越、要創新，

必須要講求研究方法。不講究方法，研究成效將會打折。 

方法學是一種工具，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對於運用西方文藝理論，以之解讀中國傳統

文史，呈現兩極化的建議：葉嘉瑩《中國詩學的現代觀》，曾經應用符號學、信息論、接受

美學作為詮釋詞學方法；張文勛主張引進系統論和信息論，以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王文生、

蔣孔陽注重比較研究，以發現自我，考察美學；陳文忠借鏡接受美學，以解讀中國古典詩歌。

不過，運用西洋方法，或一知半解，或穿鑿附會，或反客為主，流弊亦復不少。有識之士於

是大聲疾呼，回歸東方，堅持文化尋根，避免研究的「失語症」。四川大學曹順慶說：「我並

不反對借鏡西方的思維方式，但反對以西方的標準來要求中國文論。」；余英時也強調：「今

天讀中國書最怕的是：用西方的觀念來穿鑿附會，其結果非驢非馬，製造笑柄。」 這些意

見，值得三思。 

（三）探討觀點的轉換 

  其次，是探討觀點的轉換。如果某一研究選題，學界研究成果已很可觀，如上述所說的

數量很多、品質不錯，如果你執意作這個選題研究，還是可以的。只要注意研究觀點再轉換，

當然是可以的。對於讀書研究，蘇東坡曾提出「八面受敵」法，所謂「每次作一意求之」、「每

一過專求一事」，即是強調多元性、多層面的研究。其中關鍵，即是觀點的轉換。以我本人

研究的歷程言，博士論文選擇探討《左傳》。在此之前，學界多從經學角度看待《左傳》，這

是經學家的習慣。歷史學家把它當成上古史史料來研究，奉為上古史的信史，是從歷史的觀

點來看的。我撰寫博士論文，卻從文學的觀點來探索，發現它是古文義法的先鋒，史傳文學



的開山。文學的研究，對於解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的

《春秋》經傳關係，是一大利器與鑰匙。就這樣，同一本書可以從經學、可以從史學、可以

從文學、敘事學，甚至可以從思想的角度去看《左傳》，這就是觀點不同。關於江西詩派、

黃庭堅詩歌的研究，一般人都是就文學論文學。龔鵬程的博士論文別從社會學的角度、用統

計學的角度詮釋，我指導一位研究生從生死學的角度詮釋出黃山谷遷謫時期的情懷，觀點就

很獨特。觀點不同，結論當然就新穎卓越。《梅迪奇效應》一書指出：用不同的方法學習，

可以突破思維定向；扭轉假設，可以發現不同世界；採取不同觀點，往往得到加倍收穫；擺

脫慣性專業之聯想障礙，容易創新出奇。論文選題與學術研究之策略，注重觀點之轉換，自

有創新之成果。 

研究心得之貢獻，多就前人成果作補充拓展，或作修正釐清。欲求推陳出新，獨闢谿徑，

擺脫慣性思維，運用多元、求異、會通、創造思考，配合方法學之講究，十分重要。學界研

究問題，起始多從單一、個別、專業角度進行探論。等到研究成果積累相當豐富之後，就有

必要進一步作學科整合，將邊緣學科、姊妹藝術、兄弟文藝間，作一交叉探索，整合考察，

如此方能反映學術之客觀真實。《梅迪奇效應》鼓勵跨學科、跨文化之「異場域碰撞」，經由

異質觀念的相互激盪，引爆創新與發明。筆者《宋詩之新變與代雄》、《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

二書曾強調：宋代學術，崇尚不同學科間的整合融會，許多文藝創作家與理論家不僅將藝術

作為一總體來思考，從中發掘彼此間的共相與規律，而且企圖超越表現材料的限制，嘗試跳

出本位學術之外，去尋求可資利用的藝術泉源，以便作交流、借鏡、融會、整合的依據，像

詩畫相融、詩禪相通、以文為詩、以賦為詩、以賦為詞、以文為詞、以詩為詞、詩書畫相濟

等等皆是；這種現象，即錢鍾書先生所謂「破體為文」與「出位之思」。這種學科整合的研

究觀點，可據以研究史傳文學與古典小說的關係，像大陸學者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

獨立》一書，成果獨到。研究六朝學術，有人注意到玄學與文學的關係，有人注意到賦與詩

的交融；探討唐代文學，或注意佛教、道教的影響，或關注經學、史學的滲透；考察韓愈、

柳宗元的古文，也追溯到經傳、《史》《漢》諸典籍。不再只是就文論文，就詩論詩，就小說

論小說，多知旁推交通，上究下探。如此論學，觀點既已不同，研究成果自然能跳脫前人陳

窠、提出新穎奇特、優秀非凡之成果。 

東漢時，文吏以「曉簿書」輕視儒生，「能通一經」之儒生，則「自謂通大道」而鄙視

文吏。王充作《論衡》〈謝短篇〉批評兩造固守專業，皆因專業障礙而有所不足。所謂「知

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對於只通一經，即「自謂通大道」之儒生，

譏諷他們是愚昧無知之「陸沈」，有眼無珠之「盲瞽」。民國初年以來，學術研究受西方思潮

影響趨向細部分工，所謂文、法、理、工、農、商、醫、及社會科學，楚河漢界間區劃太過

分明，缺乏會通與交流。近年乃設計通識課程，以救濟彼此不相往來的缺失；有識者也提出

跨學院的課程整合，以及跨系所的學科整合，都是很好的構想。問題是師生的觀念普遍尚未

接受，一時尚未引發應有的共鳴。以中文學門涉及的學術領域而言，分為經學、思想與文學，

彼此間無論學者或學術研究，都極少交流或會通。即以文學研究而言，古典和現代的研究學

者往往「對面不相識」；即以各自專業論，研究詩、詞、賦、文、小說、戲劇的領域，也甚

少交叉會通，大家紛紛劃地自限，不願越雷池一步。陶醉在自我的象牙塔裡，孤芳自賞、近

親繁殖。這樣的認知，跟《莊子‧秋水》河伯以為「天下之美盡在已」，有何不同？其他領



域可能有你需要的觸發和資源，值得你去看一看、探一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研究

現代文學，詩、散文、小說、戲劇、電影，總該都懂一些吧？行有餘力，現代詩向古典詩借

鏡，像杜國清撰〈宋詩與臺灣現代詩〉那樣，研究成果自然創新不凡。現代散文、小說、戲

劇之研究與創作，借鏡與會通古典文學，也算是「異場域碰撞」。這種跨際思考的技術，增

多了探討觀點的可能性。因為，創意來自偶發觀念組合的結果，這得先突破專業領域的聯想

障礙，才容易達到。 

觀點的轉換就好像野柳的女王頭，我們習慣接受台北縣觀光局的安排，站在固定的角度

觀賞那座珊瑚礁，所見形象當然如假包換是女王頭。如果你不信邪，另從對面、從旁面、從

反面去看，絕對不像女王頭，說不定是一隻怪獸。為什麼？觀點不同，它就不一樣呀。蘇東

坡〈題西林壁〉詩書寫觀賞廬山的心得，說得好：「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

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看山有七種角度，何況作學術研究？德國政治家愛德諾

（Konrad Adenaues）說：「我們都住在同一片天空下，看見的卻不是相同的地平線。」見仁

見智，發揮自己所見，何妨從不同角度看問題。《戰爭與和平「的作者托爾斯泰說：「每個人

都想改變世界，卻沒有人想改變自己。」我們何妨揚棄慣性思維，嘗試轉換觀點，進行創意

思考。如果研究選題學界成果數量很多、品質很好，能別從不同視角來探討，來觀照，也許，

可能有創見。 

（四）創新領域之開拓 

學術研究質量之成長，跟擴張勢力範圍息息相關。先腳踏實地，按部就班，再引伸發揮，

觸類旁通，往往附庸蔚為大國。筆者以為，創新領域之開拓，其主要途徑有三：一、轉變枝

節為骨幹；二、發現陌生之詮釋視角；三、新近出土與出版文獻之投入研究，說明如下： 

1、變次要為主要，化枝節為骨幹 

學術研究本身，觸手紛綸，每部書、每一章、每一節，都只能針對主要問題作考察研究，

論文進路往往掌握一條主幹線開展。其中涉及許多相關問題，碰及許多枝葉環節，為了避免

喧賓奪主，輕重失序，進行文字表述或資料處理時，或淺言即止，或語焉不詳，甚或遭到擱

置，未嘗處理。在研究成果提出，階段性探討結束之後，時移勢異，何妨將往昔視為次要者，

變為主要探討課題；往昔位居枝節者，何妨升格為骨幹；屈居附庸者，何妨蔚為大國？ 

以《春秋》、《左傳》研究而言，依《孟子》之《春秋》學提示，分「其事，則齊桓晉文」

之史學，「其文則史」之史才，「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之史義。探討《春秋》經傳之學，必牽

涉此三者，不過三者之取捨、輕重、詳略有所不同而已。以筆者研究《左傳》之心路歷程而

言，《春秋》書法，只是《左傳導讀》一書之一節而言，且論說依違於今文學《公羊》家之

間，至《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一書，則附庸蔚為大國，發明錢鍾書「《春秋》書法即修辭

學之朔」，以詮釋方苞桐城義法、高攀龍《春秋孔義》、趙汸《春秋師說》、蘇轍《春秋集解》，

以及宋代詩話筆記，要多怡然理順，能發前人所未發。《左傳》敘戰多涉兵法謀略，於《導

讀》中只是《左傳》文學價值之一小目，其後引伸發揮，多方論證，而成《左傳之武略》一

書。外交辭令，原為《左傳之文學價值》一書中「說話藝術」之一節，其後指導研究生完成

《語用學與左傳之外交賦詩》、《語用學與左傳之外交辭令》二書，亦由附庸蔚為大國。 

再如宋詩及宋代詩學研究，《宋詩之新變與代雄》一書，宋詩研究之綱領節目，隱然已

勾勒於各章節項目之中。如有關唐宋詩之異同論，原來只是談論〈宋詩特色之自覺與形成〉



之引言，其後筆者執行國科會專題，如探討宋代王昭君詩、詠物詩、詠史詩、邊塞詩、讀書

詩、同題詩，乃至於翻案詩、禽言詩，無不較論唐詩宋詩之異同源流為研究策略。至於〈自

成一家與宋詩特色〉一章，其中所楬櫫之「自成一家」、「宋詩特色」、「破體為文」、「出位之

思」諸項目，十餘年來已出版《宋詩特色研究》、《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自成一家與宋詩

宗風》三書，以及《王昭君形象之流變與唐宋詩之異同》書稿，緣於自得，觸類旁通，附庸

容易蔚為大國。 

2、橫看成嶺側成峰，陌生化詮釋角度之發現 

耳熟能詳的常識或定論，曖而不明的灰色領域，鬱而不發的膠著課題，眾說紛紜的爭議

焦點，極有可能因詮釋角度之不同，而有創新之研究心得與學術發現。蘇軾〈題西林壁〉詩，

提示觀賞廬山，有七種角度，對於學界拋棄慣性，致力尋求陌生而創新之詮釋視角，極富啟

發作用。 

以《春秋》經傳研究而言，唐宋以來，討論《春秋》書法者，多持《公羊》學之義例以

權衡《春秋》經傳之書法，所謂「以義解經」者是。自錢鍾書強調以修辭法詮釋書法，筆者

深然其說，故以歷史編纂學，及史筆書法所謂詳略、輕重、筆削、同異、前後、稱謂、特筆

之倫，作為詮釋《春秋》經傳「書法」之創新角度研究宋詩，發表成果，除堅持唐宋詩較論，

以見因革損益，傳承開拓外，又拈出文學語言、詩歌語言、創造思維、陌生化理論、梅迪奇

效益、《春秋》書法、史學筆法、印刷傳媒、藏書文化、圖書流通、唐宋變革、遺妍開發、

競爭意識、接受反應等視角，作為研究宋詩、宋代詩學、宋代文學之詮釋系統。 

依此詮釋系統，以文學語言、詩歌語言解讀者，先後完成〈《左傳》敘事與言外有意〉、

〈《史記》敘事藝術與詩歌語言〉；以創造思維、陌生化理論解讀者，如〈創造思維與宋詩特

色〉、〈白戰體與宋詩之創意造語〉、〈清初宗唐詩話與唐宋詩之爭〉；以圖書傳播、接受反應

視角切入者，如〈清初宋詩學述論〉、〈圖書傳播與宋詩之學古通變〉、〈北宋讀詩詩與宋代詩

學──從傳播與接受之視角切入〉、〈王昭君形象之流變與唐宋詩風之異同──北宋詩之傳承

與開拓〉、〈南宋昭君詩之接受與說讀〉；以春秋書法、史家筆法切入研究者，如〈《春秋》書

法與宋代詩學──以宋人詩話筆記為例〉、〈史家筆法與宋詩宗風──兼論印本文化與宋詩特

色〉；以印刷傳媒、圖書傳播詮釋者，如〈印本文化與南宋陳普詠史組詩〉、以遺妍開發角度

詮釋者，如〈〈明妃曲〉之同題競作與宋詩之創意開發—以王昭君之「悲怨不幸與琵琶傳恨

為例」、〈宋代禽言詩與化俗為雅—從遺妍開發、創意造語切入〉、〈同題競作與送詩之遺妍開

發──以〈陽關圖〉、〈續麗人行〉為例〉諸論文，多以另類之觀點，作別出心裁之詮釋。對

研究文本，提出異乎尋常的一種解讀。 

另外，探討山水文學，討論亭臺樓閣諸記，與題畫文學有相通相近處，善用繪畫理論，

或許有助解讀。於是蘇軾所謂「詩中有畫」，可以推廣為「詞中有畫」、「文中有畫」、「賦中

有畫」，宋代繪畫與其他文類之相資為用，固不必只限於詩歌與詩學。 

3、新出土與出版文獻之投入探索 

近三十年來，海內外漢學之圖書文獻出版數量暴增，首先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之前，只有《四庫珍本》流傳），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黃永武先生主編之《敦煌寶

藏》，此兩大部叢書之出版，衝擊海內外學術生態極鉅。解嚴之後，大陸圖書流通便捷，品

類之多、部頭之大，其中研究資源，苟知善加運用，自然又是另項之利多，如《永樂大典》



卷八０七「詩」字類，有范溫論「書畫之韻」與「詩文之韻」，可據以補今本《潛溪詩眼》

之亡佚；北京圖書館藏明稿本《詩淵》六冊，是部規模宏偉的類書，存留六朝至明初許多散

佚之作，尤其有許多宋詞與宋詩的集外佚文，孔凡禮《全宋詞補輯》、《宋詩紀事續補》據以

成書，豐富宋代詩詞研究之文獻資源。除外，《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

庫禁燬書目叢書》之次第出版流傳；加上日本、韓國、越南等域外漢學資料之影印流傳，學

術資源豐富，其中蘊藏許多開發利用之空間。關於這方面的資訊，可參考《國際漢學》期刊，

尤其是張伯偉主編之《域外漢籍研究集刊》（已發行二輯），自有啟益。由於初來乍到，士林

罕見，因此材料陌生新鮮，學者嘗試散步其間，優游數過，必有觸發與收穫。蘇軾〈稼說送

張琥〉所謂：「博觀而約取，厚積而博發」，願共勉之。至於「二重證據」、「三重證據」，有

助研究成果之創新與精進，說已詳前「文本材料的生新」，不贅。 

以上四點，是我經常強調主張的，提出來跟各位相互切磋。當然，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至於學位論文的學術價值和書寫要領，以及專題研究計畫申請之要訣與格式，限於篇幅，容

後再談。 

 

附記：筆者關心學術研究，鼓勵碩士生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為此，於 2002 年 7 月 29

日，假成功大學中文系館演講，講題為「學術研究之選題，原創及其價值」，南北學子到場

聽講者百餘人。其後，曾將錄音稿轉化成文字，稍加潤飾。承總編陳滿銘教授雅意，同意於

《國文天地》18 卷 12 期（2003.5）刊載其中三分之一。敝帚自珍，尚祈博雅方家不吝指教。

拙文刊出後，頗承四方識與不識之學者謬賞，推崇有加，惶恐之至。今得閒再添枝加葉，補

其不足；潤飾再三，以饗讀者。2007.3.6，作者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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