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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內容
一、前言
近來若干世界史學家則對歐洲中心的世界史觀，以及西方為主體的全球體系
提出強烈的質疑與批判。Gavin Menzies 的《1421》一書大膽主張鄭和的艦隊早
在哥倫布前 70 多年便已發現了美洲大陸，更在麥哲倫前 200 年環繞了地球一週。
1
Gunder Frank 的《再東方化》強調單一的世界體系在歐洲興貣之前早已存在，
多數人忽略了其實中國才是 15 至 19 世紀世界經貿的中心。世界體系在歐洲興貣
之前早已存在，而西方之所以能在近代「暫時」超越中國，是透過其在美洲、非
洲與亞洲的殖民掠奪，「踩著亞洲人的肩膀」和亞洲人建立的世界經貿體系才有
機會崛貣，更遑論獨自創立全球體系或將世界社會納入其懷抱。 2 Kenneth
Pomeranz 在《歷史的大分歧》一書則強調歐洲人自美洲掠奪而來白銀、黃金和
勞力密集的原料資源如棉花、糖、羊毛等，提供了歐洲工業化所迫切需要，而卻
無法在本土取得的天然資源。這些額外資源才是歐洲得以在 17、18 世紀崛貣的
原因。3 Ian Inkster 亦主張歐洲的崛貣其實只是一個歷史的偶然，歐洲現代化過
程中所謂的三大變革—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科學革命都並非靠著歐洲獨自的成
就而達成的。歐洲的變革的重要技術如航海科技、印刷術的發明等都取自於自東
方。而在達迦瑪船隊出發前 50 年，中國鄭和的艦隊便已經撤回。所謂歐洲在 16
到 18 世紀「征服」亞洲的過程其實並沒有實質的文明衝突過程。因此，與其說
是西方征服了世界，不若說歐洲是在歷史偶然的機會下抬頭。4
本研究計畫由文化的層面切入，以清代的《皇朝經世文編》
、
《皇朝經世文續
編》等經世之學的相關文獻為一手核心史料，輔以中國經濟、科技與文化、思想
史等之相關二手文獻，探究中國在清代前期與後期與歐美文明互動過程中，其文
化的價值與道德理念（尤其仁治或德治的概念）如何在現實的環境中實質影響政
府的實務政策。更具體地說，本計畫由文化的角度出發，分析中國以人文理性為
核心的文化邏輯（以倫理道德為核心關懷，並且重視人文理念、人性與情義），
如何體現於清代政府的外交、安全、科技、財稅與對外貿易等政策文編的論述。
較之西方習以為常，以社會文明物質財富、科技與軍事權力，以及政治、經濟組
織的效率等工具理性為核心論述的世界史，中國的文化價值世界史觀，在詮釋上
是否具有本質性的差異。本計畫主張中國明代至清代前期之所以為若西歐諸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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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Gavin Menzies, 2002,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re Gunder Frank, 1998,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56.
Kenneth Pomeranz,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New Jersey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86-8,
264-285.
Ian Inkster, 1998, ―Accidents and Barriers: Technology between Europe, China and Japan for
500 Years‖, As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1,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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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盛，其主要癥結並非如西方史學家所論述，在中國於政權的專制不民主、國家
與經濟組織制度的效率不彰、科技知識發展的落後、財稅的欠缺，以及軍事力量
的薄弱，而在於明清統治官僚體系與文人對於人文理性與傳統文化邏輯的堅持。
清代後期的中國確實一步步朝西化或現代化的方向轉變，歸咎其原因則在於政府
必須因應外在武力壓迫的生死存亡關頭，造成內在文化邏輯沒有選擇性的轉變。
跳脫西方工具理性優劣勝敗的思考邏輯，而以的人文理性的文化邏輯思考中國近
代史的變與常，則更接近世界歷史多元發展的真實面貌。
二、 研究目的
本計劃研究目的包括：
（一） 探究當代世界史的重要著述中，對於中國近代發展和變革的歷史詮釋，
與歐洲現代化過程之結構性差異的主要論述。歸納中、外世界史的論述
中，關於文化價值、倫理觀念如何體現於中國與歐洲政治、經濟制度與
社會組織，同時嘗試跳脫西方工具理性優劣勝敗的思考邏輯，探討中國
清代前期與晚期統治官僚體系對於人文理性與傳統文化邏輯堅持的合理
性與重要性。
（二） 由清代經世之學一手官方史料的量化統計分析，包括《皇朝經世文編》、
《皇朝經世文續編》等經世之學的相關文獻，與經世文編細部類別奏議
書信數量之統計，探究中國的文化理念與價值（尤其仁政與德治的概念）
是否在文章類別的比例、數量與篇幅上，呈現出優勢主導地位，並成為
政府治國理念與實務政策的指導原則。
（三） 由質性分析的途徑，檢視中國以人文理性為核心的文化邏輯，如何實質
體現於《皇朝經世文編》
、
《皇朝經世文續編》等相關文獻的經世文章中。
政府的外交、安全、科技、財稅與對外貿易政策的相關論述，如何陳述
其決策動機、價值理念，以及其他務實考量。藉由史料文獻的文本分析，
本研究得勾勒清代中國在政策實務上，對於側重倫理道德為核心關懷的
文化邏輯，如何落實於官方決策機制之中。
（四） 透過文化理念與政治經濟利益考量的決策分析，進行文化與政治經濟互
動模式的理論建構，測試中國在清代前期與後期與歐美文明互動過程
中，傳統文化邏輯的變與常。尤其當中國仁政或德治的概念，以及重視
倫理道德與文化的整體性的原則，與實質的對內、對外政治權力、經濟、
商業利益等原則相違背時，清代政府與官員是否仍舊堅持其基本文化邏
輯，或者屈服於實際現實利益考量的反文化邏輯，而其變與不變間的基
本條件與考量指標為何。
（五） 探討由皇清奏議與經世文編等史料所呈現的中國的文化價值世界史觀，
與西方以政治、經濟組織的效率，物質文明、財富與科技發展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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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與實證邏輯等工具理性思維為核心決策架構，其所詮釋的近代世界
史是否具有本質性的差異，對全球時代下的世界史又具有何種具體的修
正意義。
三、文獻探討
本計畫之主要參考文獻為清代經世文編及其續編等一手史料，包括：
Table 1: Collected Essays on Imperial Qing Statecraft and its Sequels
Year of
publication
1776
＊
1826
1851

＊

1882

＊

1888
1888

＊

1897

＊

1897

Title
Qiewenzhai wenchao 切問
齋文鈔, 30 j.
Huangchao jingshi wenbian
Huangchao jingshi wenbian
bu, 58 j.
Huangchao jingshi wen
xubian 續編, 120 j.
Huangchao jingshi wen
xubian 續編
Huangchao jingshi wen
xubian 續編, 120 j.

Compiler
Luyao 陸耀
Weiyuen魏源
Zhang Pengfei 張鵬
飛
Rao Yucheng 饒玉成

Publisher
Qiewenzhai 切問齋

Shuangfeng shuwu 雙峰書
屋( Jiangxi)

管窺居士
Ge Shijun 葛士濬

Tushu jicheng ju 圖書集成
局(Shanghai)（鉛印本）

Huangchao jingshi wen
xubian 續編, 120 j.
Huangchao jingshi wen
sanbian 三編, xinzeng
xinzeng
shishi yangwu xubian 新增
時事洋務續編, 40+8 j.
時務經世分類文編
Huangchao jingshi wen
sanbian 三編, 80 j.

Sheng Kang 盛康

Sheng Family Sibulou 盛氏
思補樓 (Wujin) （刊本）
Saoye shanfang 埽葉山房
(Shanghai)

求是斋主人
Chen Zhongyi 陳忠
倚

Saoye shanfang (Shanghai)

Gan Han 甘韓

1897
1898

＊

1898

＊

Huangchao jingshi wen
xinbian 新編, 21 j.

Mai Zhonghua 麥仲
華

Datong yishuju 大同譯書
局(Shanghai)

1901

＊

Huangchao jingshi wen
tongbian 統編, 107 j.

Shao Zhitang 邵之棠

Baoshan shuju (Shanghai)

Huangchao jingji 經濟
wenbian, 128 j.
Huangchao jingjiwen
xinbian 新編, 62 j.
皇朝經世文統編
Huangchao jingshi wen
sibian 四編, 52 j.

Qiuziqiangzhuren 求
自強主人
Yijinshi 宜今室

Shenji shuzhuang
(Shanghai)（石印本）

Huangchao jingshi wen
xinbian xuji 新編續集,
21 j.
Huangchao jingshi wenbian
wuji 五集, 32 j.

Gan Han 甘韓

Shangjiang xuecan shuju 商
絳雪參書局

Qiushizhai zhu 求是
齋主

Yijinshi (Shanghai)

1901
1901
1901
1902

＊

1902

＊

1902

＊

闕名
He Liangdong 何良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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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jinshi 宜今室 Shanghai)

Hongbao shuju 鴻寶書局

1902
1902

1902
1903
1914

Huangchao xinzheng 新政
wenbian, 26 j.
Huangchao Dao Xian Tong
Guang zouyi 道咸同光奏
議, 64 j.
皇朝經世文續新編
Huangchao Xu’ai 蓄艾
wenbian, 80 j.
Mingguo民國 jingshi
wenbian, 26 j.

Jinkuique zhubuzhai
金匱闕鑄補齋
Wang Yanxi 王延熙

儲桂山
Yu Baoxuan 于寶軒

Zhongxi yishuhui 中西譯
書會
Jiujingzhai (Shanghai)

Shanghai guanshuju 上海
官書局
Jingshiwen she 經世文社

註記＊者為本計畫選擇納入統計分析之經世文編及續編。

在清代經世之學的二手資料方面，兩岸及國際的史學界皆著有探討清代
經世文編的相關著作，例如：


劉廣京。1986。
〈皇朝經世文編關於「經世之學」的理論〉
。
《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 期，頁 33-99。



黃克武。1986。
〈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
。
《近代中國史研
究通訊》。2 期，頁 83-96。
黃克武。1987。
〈理學與經世—清初「切問齋文鈔」學術立場之分析〉。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6 期，頁 37-65。
金觀濤、劉青峰。2003。
〈從「經世」到「經濟」—社會組織原則變化
的思想史研究〉。《台大歷史學報》。32: 139-189。









Janku, Andrea. ―Preparing the Ground for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From
the Statecraft Anthologies to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oung Pao 90.1-3 (2004): 65-121
沈豔。2004。〈近代「經世文編」賡續潮流述論〉。《史學月刊》。2004
年。第 3 期，頁 108-115。
趙中亞。2005。
〈從九種《皇朝經世文編》看晚清自然科學認知的變遷〉。
《安徽史學》。6 期，頁 14-18。
Russell, Greg. Machiavelli’s Science of Statecraft: The Diplomacy and
Politics of Disorder.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16(2005): 227–250.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由文化的角度出發，分析中國以人文理性為核心的文化邏輯（以倫
理道德為核心關懷，並且重視人文理念、人性與情義），如何體現於清代政府的
外交、安全、科技、財稅與對外貿易等政策，同時探討中國的文化價值世界史觀，
在詮釋上是否具有本質性的差異。
（一）文獻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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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統計分析：

本計畫針對清代經世之學一手官方史料進行分類與量化的統計分析，包括
《皇朝經世文編》
、
《皇朝經世文續編》等相關文獻編輯之文章與奏議書信，以及
經世文編之細部分類文章做類別與數量的統計，同時輔以清代政府財稅收支狀況
作為相關檢證。本研究藉由研究助理將經世文編中各文章作者、類別、篇名、年
代等資訊之 Access 資料庫的輸入建構，作交叉分析比較。由量化的統計分析中，
本研究得探究清代中國（c. 1650 – 1900）政府在治國的文化理念與價值（尤其仁
治或德治的概念）相關的奏議與文章類別，以及其他實務政策相關的奏議書信類
別比例上，是否呈現出特定比重，而此書信奏議的比例與其強調之治國原則與政
策發展方向是否吻合。而在面對西方的壓迫與現代化的壓力下，清代前期與後期
的經世文編與奏議書信的類別比例上，是否呈現出相映的具體改變，而突顯出中
國政府官員思維邏輯的變動。
本研究將清代經世文編的文章分類如下：
A: Virtuous Rule：
A1. Classic Learnings: 學術--原學, 儒行, 法語, 廣論, 文學, 師友, 敘,
教宗; 文教部--經義, 史學, 諸子；
A2: Ruling Principles: 治體--原治, 政本, 治法, 用人, 臣職, 變法, 培才,
廣論, 教養; 君德, 民政；
A3: Rites and Custom: 禮政--禮類, 大典, 學校, 宗法, 家教, 昏禮, 喪禮,
服制, 祭禮, 正俗, 禮諭, 貢舉, 訓俗, 禮論; 文教部-禮樂, 書院, 義
學, 女學, 師友, 教法
B:

Civil Service and Personnel Affairs: 吏政--吏論, 銓選, 官制, 考察, 大吏, 守
令, 吏胥, 幕友, 吏治, 言官, 保舉; 內政部-治術, 科舉, 用人, 育才, 捐納,
詮選, 舉劾, 臣職, 官制;

C:

Finance and Treasury: 戶政--理財, 養民, 賦役, 屯墾, 八旗生計, 農政, 倉儲,
荒政, 漕運, 鹽課, 榷酤, 錢幣, 疆域, 建置, 釐捐, 開礦, 理財, 商務, 戶政,
國債, 理財, 稅則, 釐捐, 賦稅, 鈔法, 銀行, 農功, 蠶桑, 賽會,鴉片, 公司,
絲茶; 內政部--正俗, 救荒; 理財部-富國,茶務, 畜牧, 釐卡, 鹽務, 國用, 商
政, 幣制, 郵運, 民政, 洋稅, 釐金, 錢糧, 圜法, 船政, 輪船;

D: Military and Security: 兵政--兵制, 屯餉, 馬政, 保甲, 兵法, 地利, 塞防, 山
防, 海防, 蠻防, 苗防, 勦匪, 水師, 餉需, 團練, 臺防, 邊防, 兵機, 郵政,
糧餉, 操練, 外洋軍政, 海軍, 將士, 火器, 戰和, 戰具, 救火*或作火政; 經
武部-武備, 武試, 各國兵制, 中國兵制, 練兵, 選將, 兵法, 防務, 船
政,
軍餉, 裁兵, 弭兵; 洋務--軍政; 外部-- 臺, 各國邊防, 邊試;
5

E:

Law and Punishment: 刑政--刑論, 律例, 治獄, 教匪, 禁; 內政部--弭盜, 刑
律, 訟獄, 火政; 法律;

F:

Infrastructure and Artisan: 工政--土木, 河防, 運河, 水運通論, 直隸水利, 直
隸河工, 江蘇水利, 各省水利, 海塘, 製造, 工程, 治河, 船政, 礦務, 工政,
紡織, 機器, 鐵路, 埠政, 水利; 地輿部-地利, 水道, 河工, 田制, 農務, 屯
墾, 種植; 考工部-工藝, 紡織, 電報, 郵政; 礦政; 海防; 鐵政; 官書局, 報
館,驛傳, 郵運;

G:

Diplomacy and Foreign Affairs: 洋務--洋務通論, 邦交, 商務, 固圉, 培才,
聘使, 約章, 交涉, 外洋沿革, 外洋鄰交; 禮政-- 游歷, 公法, 議院; 外交部通商, 遣使, 約章, 中外聯盟, 各國聯盟, 中外和戰, 各國和戰, 教案; 民政;
外部-盟約, 游歷; 議院;

H: Science and Western Learning: 學術--文學附算學, 原學, 廣論, 廣論附醫理,
測算, 格致, 化學, 書籍, 譯著,通論, 算學, 測繪, 天學, 地學, 聲學, 光學,
電學,化學, 重學, 汽學, 身學, 醫學; 洋務-外洋通論; 文教部--字學, 譯著;
地輿部-地球事勢通論, 各國志, 風俗; 外史; 外交部--外部--治道, 學術, 史
傳, 地志; 天文 電學; 格物部- 雜纂; 解釋; 地輿;
I: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新政論; 日本新政論; 英俄政策; 各國新政
論; 養民; 機器; 事; 策議; 法律; 外史; 民政; 教宗; 雜纂; 洋務-教務, 外
洋國事, 外洋商務; 治體-富強, 變法, 廣論; 禮政--學校, 考試, 會章, 善舉,
報館; 通論; 學校; 會黨; 文教部--學校, 書院, 藏書, 義學, 女學, 報; 內政
部-議院; 雜著部; 外部--商務, 稅則, 錢幣, 刑律, 製造, 鐵路, 礦務; 富強;
書院;

 質性分析：
除了數量與比例的量化的分析外，本研究將由質性分析的途徑，實質檢視中
國以人文理性為核心的文化邏輯，如何在《皇朝經世文編》、《皇朝經世文續編》
等經世之學的相關文獻的奏議與經世文編中，以及有關政府的外交、安全、科技、
財稅與對外貿易政策的文章論述中，獲得思維的實質體現。藉由史料文獻的文本
分析，本研究將勾勒清代中國在政策實務論述上，如何側重以倫理道德為核心關
懷，並以仁政、德治等治國理念為說服其官僚同儕、知識份子與一般大眾的核心
文化邏輯。更具體地說明，當進行質性分析時，所謂德治與仁政的文化邏輯應能
具體呈現於政策面。本研究中將檢視官員的奏議書信與政策動機主張中，是否具
有下列文化價值：
1.
2.

皇帝和中央官員的自我約束的理念，在個人行為和集體決策過程中相互
制約，要求本身符合聖學禮儀，遵循勤勞、檢約、非奢華的道德原則；
在政策實務中克守國家降低干預人民生活的策略，以及追求減低農地賦
稅與人民勞役的制度；（清代稅收約佔全國 2% to 4% GDP，或低於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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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產的 5.6%。相對於 18 世紀歐洲各國中央政府年度支出的比例，英

3.
4.
5.

國於 1760 年左右的 22%，普魯士帝國的 35%，中國的中央稅賦確實相
當低。5）
在商業和對內、對外貿易上降低課稅稅率；
在外交和對外政策上堅持非侵略性的手段，以及在朝貢貿易與對外商
業、經濟活動上謹守非牟利的原則；
在西學和科技發展策略中，尋求倫理道德的本體性論述及器物發展的工
具性論述之結合。

（二）理論建構：
首先，有別於傳統的文化決定論或經濟物質決定論，本研究由動態文化觀的
思維出發，採取較為繁複的經濟、文化互為主體性模式。在理論的建構上必須認
知，政府與政治人物的政策理念與決策，在說與做之間可能存有一定差距，因此
有必要應針對中國的官員的作為和官方政策的實施，進行四個一致性
（consistency check）檢證分析，包括：
1.
2.
3.

如上所述，政策的制訂是否體現基本文化理念；
當聲稱選擇不做為時，是否確實有能力可作為；
當文化理念與現實政治、經濟利益產生衝突時，政策是否具體落實政策

4.

理念，抑或屈就於現實狀況；
落實文化理念與價值（文化邏輯），或屈就於現實利益考量的相關案例
（反文化邏輯）之發生頻率比重、重要性為何。

透過上述的量化與質化研究，文化理念與政治經濟利益考量決策的交叉分
析，以及文化與政治經濟互動模式的理論建構，本研究將得以勾勒清代中國文化
邏輯具體影響政治經濟決策的方式，以及政治經濟制度與現實利益，可能改變傳
統文化邏輯的具體條件與情境。藉此得跳脫傳統詮釋文化與政治經濟因素互動模
式的文化或經濟決定論。而經由此第三途徑的建構，本計畫得更進一步刻畫中國
在清代前期與後期與歐美文明互動過程中，傳統文化邏輯變與常的底限。
伍、結果與討論
依據本計畫研究方法之的分類，本文針對清代十一個經世文編及其續編共
12,157 篇文章進行統計，區分為四個時期與比較，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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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I: Pre-Opium War Period (Before 1842)

Michael Mann, 1993,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Vol.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6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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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II: After the Opium War (1843-1894)






Taipi Rebellion (1851-1865)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or ―Western Affairs‖ (yangwu 洋
務) Movement (1861-1894)

Phase III: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1895-1899)
Phase IV: After the Boxers Rebellion (1900-1905)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Works of Qing Statecraft 1776-1905
Number

Number of Items

Percentage

Classification
A.Virtuous Rule

630

A1. Classic Learning
A2. Ruling Principles

2469

606

5.18%
20.30%

4.98%

1233

A3. Rites and Customs

10.14%

B. Civil Service and Personnel Affairs

1007

8.28%

C. Finance and Treasury

2608

21.45%

D. Military and Security

1924

15.82%

E. Law and Punishment

425

3.49%

F. Infrastructure and Artisan

1575

12.95%

G. Diplomacy and Foreign Affairs

538

4.42%

H. Science, Technology and Western Learning

743

6.11%

I.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868

7.13%

12157

99.95%

Total

(Table produced by the author, with special thank to Ms. Stephanie S. H. Weng.)

(Table produced by the author, with special thank to Ms. Stephanie S. H. W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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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2: Classification of Works of Qing Statecraft in Four Different Phases 1776-1905
Number

Phase 1: 1776-1842

Phase 2: 1843-1894

Phase 3: 1895-1899

Phase 4: 1900-1905

Classification
A.Virtuous Rule

A1. Classic Learning
A2. Ruling Principles

38.19%

A3. Rites and Customs

9.12%

7.12%

5.45%

3.52% 27.05%

7.90% 19.72%

8.18%

25.54%

12.02%

2.85%
6.62%

6.08%

2.19%

B. Civil Service and Personnel Affairs

13.73%

7.08%

5.14%

6.92%

C. Finance and Treasury

21.14%

21.15%

25.06%

18.97%

D. Military and Security

12.66%

21.40%

15.01%

12.49%

E. Law and Punishment

4.17%

4.84%

4.13%

1.48%

F. Infrastructure and Artisan

10.06%

10.82%

8.34%

13.45%

G. Diplomacy and Foreign Affairs

0.00%

5.55%

5.40%

5.09%

H. Science, Technology and Western Learning

0.00%

1.68%

10.75%

11.21%

I.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0.00%

0.40%

7.37%

23.73%

(Table produced by the author, with special thank to Ms. Stephanie S. H. Weng.)

本研究計畫結論如下：
 Collected Essays on Imperial Qing Statecraft and its sequels represented
mainly the thought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degree holders, and civil officers
at the core, and to a lesser extent the private literati.
 Works of statecraft continued culminated in 1890s and faded out in 1902 due
to the new press reform, which provided outlets for intellectuals at the
periphery and general public. Discussions that until then had remained
largely internal to the bureaucratic elite were now transformed into a
broadly-based challenge to court politics and to the process of policy
formation.
 However the cultural success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newspapers on a
variety of discursive levels after 1900s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of the writings—stemming from official,
para-official or private literati milieus—in the established structures of
discourse of the Ming and Qing works of statecraft.
 Increasingly collected essays of statecraft started to move away from (or even
discard) the principle of rule of virtue in Confucian classics (Category A [A1,
A2, A3] dropping from some 45% in 1776 version to 2.61% in 1902
compilation), to embrace that of cre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and wealth of state (Category G+H+I rising from 0% in 1776 to a
9

1.57%

soaring 49.64% in 1902 version). Yet, this happened as late as in the 1890s.
 What followed was a series of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s, which look
to the protection of people and pursuit and sustaining of glory and success of
the state by referring to the cases of Western powers, later, the wholesale
westernisation.
 Culture matters. It influences the practice of policymakers by saturating into
their way of thinking and by containing them within certain value systems
(supported by the institution), within which an economic policy is set into
cultural rather than pure political-economic debates.
貳、計畫成果自評
請對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
用價值、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
一綜合評估。
本研究之內容與研究計畫之主軸大體相符，秉持嘗試跳脫西方工具理性優
劣勝敗的思考邏輯，探討中國清代前期與晚期統治官僚體系對於人文理性與傳統
文化邏輯堅持的合理性。
研究計畫在量化分類統計部分已完成，針對《皇朝經世文編》、《皇朝經世
文續編》等十一個經世文編作者、篇名、期卷別等進行 Access 資料庫建構，在
質性分析與理論的詮釋上，除依據研究分類統計進行總量分析外，亦針對不同類
別文章在四個時期間的取向進行交叉分析。
然而，由於文編的內容相當豐富，比計畫構思時期的理解更為繁複，因此
對文編文章內容的文化邏輯與理念價值分析部分，則仍有近一步補充與思考空
間。未來應針對文編的個別類別，如學術、吏政、戶政、外交、改革等等文章，
進行進一步文本分析研究，以期更細膩掌握不同時期文編文章內在思維邏輯的微
妙轉變。
本研究內容已於2008年7月1日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以―China in Modern
World History: Changes and Continuities of Cultural Logics in the Works of Qing
Statecraft‖為題進行研究專題發表，預定於2009年2月前針對相關意見修改後，投
稿Journal of World History或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等國際期刊，未來並將持續
進行經世文編中不同類別文章的個案研究，投稿科技史、與文化史相關之國際期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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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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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人員姓名 劉俊裕助理就授
服務機關及職稱 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
出國時間地點 2008 年 6 月 29 日- 2008 年 7 月 7 日 至英國
國外研究機構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OAS、倫敦大學政經學院 LSE、諾丁罕全特大學

工作記要：
此行於2008年6月30日抵達英國倫敦，並於2008年7月1日應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Robert
Ash教授，和前法律與社會學院院長Stephan Chan教授之邀請，以國科會研究計畫名稱“China in
Modern World History: Changes and Continuities of Cultural Logics in the Works of Qing
Statecraft” 為題，進行二小時研究成果專題論文發表與討論。

Seminar Lecture at SOAS, 2008.7.1

Professor Robert Ash, SOAS, 2008.7.1

2008年7月2日-7月4日前往英國諾丁罕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拜訪歷史系世界科技
交流史與文化史專家Professor Ian Inkster，並針對國科會研究成果交換意見。2008年7月5日再
次拜訪SOAS前法律與社會學院院長Stephan Chan教授，針對國科會研究成果進一步交換意
見，並聽取其建議。

Professor Stephen Chan, SOAS, 2008.7.5

2008 年 7 月 7 日則拜訪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經濟系之中國經濟、海洋交流史與文化史學家
Professor Kent G. Deng，以及英國人文社會學院院士暨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Network 召集
人 Professor Patrick O’Brien 等世界史學家，共計七日。

Professor Kent Deng, LSE, picture taken at SOHO, 2008.7.7

上述行程中從研究成果公開發表到私下拜訪請益，得到相當多研究相關建議與意見，同
時獲取甚多寶貴學術經驗。Professor Robert Ash 和 Professor Stephen Chan 等從國際關係、國
際史、外交史、政府治理的角度切入，審視中國在近代世界史中的角色，以及清代的種種改
革問題。Professor Ian Inkster 則由世界科技史的層面，在科技的轉移典範以及近代世界史中科
技由歐洲傳至中國，以及清代中國對科學、技術與軍事科技等相關著作的翻譯與吸收過程提
出寶貴意見。Professor Kent Deng 和 Professor Patrick O’Brien 則由世界經濟史的角度，探討
清代政府財政與其對外貿易政策提供甚多研究史料與方向。凡此等等皆有助於個人對世界史
與中國經世之學研究領域進一步探究與延伸，並將相關意見與建議融入研究計畫成果，尋求
本研究計畫成果於世界史相關國際期刊之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