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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如果某人學術無長進，則有負其師的栽培。

F. 尼采（F. Nietzsche, 1844~1900）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oke Zarathustra）
1

在撰寫郭實獵《萬國地理全集》校注和《氛惡焰熾西洋天：郭

實獵〈萬國地理全集〉研究》這兩部姊妹篇時，我已年近古稀之年。

有此高齡，且尚有健康身體與精力完成如此耗心累神的工作，委實感

恩。回顧我一生所走的學術道路是曲折與崎嶇不平的。除了三五年在

大學裡當全職研究員外，大半生是在大學校門外，設若沒有各位恩師

這些年來的鼓勵和提攜，很難想像能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1
 英譯文：“One repays a teacher badly if one always remains a pupil only.” 參見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a Book for All and None, edited 
by Adrian Del Caro and Robert B. Pippin, translated by Adrian Del Car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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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感謝前南洋大學 胡師楚生教授
2
		和翁師世華教授

3
。 

1968年，那時僅僅是十九歲的年輕人，由於喜歡塗塗寫寫，我報讀中

國語言與文學系。在大學三年，除了正課之外，課餘時我閱讀了許多

諸如董作賓（1895~1963）、周祖謨（1914~1995）、龍宇純（1928~） 

等學者的甲骨學與中國語文的論著。當時，雖然年輕，但心中已決定

一生從事研究工作，做一個認真的學者。然事與願違。學校教育方式

純屬填鴨式，老師們在講壇上唸講義，學生像似採訪記者般快速地筆

錄，老師要求學生強記勞背，在考試時，將課堂所教的東西原文照搬

出來，即可取得高分。這種教育方式，對我這個討厭死讀書的學生，

肯定是吃虧的。因此，1971年畢業時，我的三年學業總平均分數由於

差一二分，失去攻讀榮譽學位課程的機會。對此，當年在三年級教導

訓詁學的胡老師感到意外與驚訝，因爲就知識面來說，我比其他同學

廣且深，而且我的訓詁學取得特優的成績。畢業後，我決定到外國攻

讀高級學位課程。

1971年10月，我進入新加坡政府部門工作，利用業餘時間努力

學習英文，購買與閱讀一些以英文書寫有關甲骨、鐘鼎文書刊。1973

年，得胡老師和翁老師鼎力推薦，我向英國 倫敦大學 亞非研究院和

澳洲國立大學申請攻讀碩士學位。那時倫敦大學大概不承認南大學

位，要求我從本科第二年念起。澳洲國立大學接受我，惟必須先攻

讀碩士學位鑒定課程（Master qualifying course），取得特優成績後，

 2
 1970年代中，胡老師回到臺灣教書，退休前是臺中 中興大學 文學院院

長。2015年5月，我和內人到臺北旅遊，特地乘火車到臺中，探望胡老師與

師母，心中感激之心，難以表述。我向胡老師說，如果四十二年前他沒有推

薦我進入澳洲國立大學進修，今天或許我不會搞學術。
 3
 我和翁世華老師最後一次見面，是他移居加拿大前，那已是三十多年前了，

之後就失去聯繫，甚是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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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攻讀碩士學位。
4
	就這樣，1974年5月我進入澳洲國立大學 亞洲

學院學習了。在坎貝拉三年，是我一生認真學習做學問的起點。在那

裡，我像一個異常饑渴的人，幾乎每天都躲進孟斯圖書館（Menzies 

Library）裡，不停地、瘋狂地閱讀了許多西方國際漢學家的學術著

作，增廣我的學術知識，開拓了我的學術視野。我從柳師存仁教授

（1917~2009）、張磊夫教授（Rafe de Crespigny）學習到許多西方漢

學家做學問的基本方法與功夫。1977年，論文	Portents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An (106~125)（《後漢 安帝	[公元106~125]	災異研究》）順

利通過，獲得校外考委、漢史大家勞幹先生（1907~2003）的高度評

價，說它就和博士論文一樣，寫得很好。在澳洲國立大學三年的學術

訓練，奠定了我一生做學問的扎實基礎。

 4
 當時我和两個榮譽班學生（分别是新西蘭、澳洲籍學生）一起上課。修讀三

門課是：「《史記》」、「《曹植及漢 魏詩》」及「《唐、五代詞》」。 

「《史記》」課由系主任柳老師教。柳老師是道教及中國小說史著名學者，

英文著作有：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 on Chinese Novels（《佛  道教影響中

國小說考》）、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和風堂論

文選集》）；中文論著《和風堂文集》（3册）等。「曹植及漢 魏詩」課是

由張磊夫教授授課。張磊夫教授承接瑞典  漢學家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 
[1920~2015]，高本漢的高足）的衣鉢，一生專研漢、三國歷史，著作豐富，

著有	Northern Frontier: The Policies and Strategy of the Later Han Empire （《北方

邊界：後漢帝國的政策與策略》）及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Later Han 
23–220 AD（《後漢人物辭典》）等。「唐、五代詞」一科則由比利時人李

克曼（Pierre Ryckmans, 1935~2014）教授授課。李教授在臺灣師範大學 國

語中心學過中文（也曾到前新加坡  南洋大學學習）。夫人是臺灣人。他原

是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後在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教藝術史，曾獲法國 儒

蓮  漢學獎（Stanisla Julien Prix）。前澳洲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的榮譽學

位論文即由他指導。譯著有《蘇仁山其人其畫》、《浮生六記》及《論語》 

（法文、英文）。其法文書Ombres chinoises（《中國的暗影》）風行歐  美，

被翻譯成六、七種語言，他也因此被套上「反華」罪名。對此，他曾以中文

寫了《「一說便俗」》一文，刊載在香港《明報月刊》第11卷第1期（1976年
1 月號），第28~31頁。三位老師中已有两位作古，茲謹略書數言於此，藉以

紀念四十三年前他們曾經教導我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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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得感謝郭師振羽教授、周師清海教授。自1978年從澳洲

回新後，受已故饒宗頤（1917~2018）、陳鐵凡（1912~1992）與傅吾

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諸教授之影響，我一直利用工餘時

間搜集華文碑刻文字與研究，撰寫了一些筆記式的小文章。1996年，

我從政府部門正式退休，決意不搞學問，棄筆墳場。不料，承當時南

洋理工大學  傳播學院院長、中華語言文化中心顧問郭教授的舉薦，

並獲得中心主任周教授接納。1997年4月，我就進入大學擔任副研究

員。枝棲之願得遂，私衷莫名感鏤。於是，我從墳場撿回那根禿筆，

從4 至9月把多年來所搜集到的部分碑銘資料整理出來，寫成《馬六

甲、新加坡華文碑文輯錄》，由臺灣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刊行。

不久之後，我當一名年逾五旬的老學生了。
5 於是，在周清海、

郭振羽两位老師的指導下，我用了三年半到時間，完成論文《神州域

外西潮暗流：十九世紀上半葉馬六甲、新加坡中文出版初探》。在我

完成博士論文後，兩位老師都一直在關注我的學術研究，常常給與

鼓勵提攜，對他們的愛心，學生沒齒難忘。2013年，在我辭去南洋

理工大學研究員職位後四年，郭老師再次邀請我擔任新躍中華學術

中心兼任研究員至今。

回顧我這些年來的研究成果，或許我可以這樣說：在學術上，我

是有長進的，沒虧負多年來諸位老師對我的栽培。

感謝新躍社科大學  新躍中華學術中心主任郭師（2016年12月卸

任，受大學續聘爲學術顧問）、副主任符教授詩專教授（2017年1月

接任主任職位）鼎力支持這個研究計畫。《萬國地理全集》篇幅龐

 5
 有一天，郭老師對我說：「欽永，你一直在寫書，爲什麼不寫一篇博士論

文？」我說：「郭院長，我年逾五旬，是退休人士，花錢去拿一紙博士學位

文憑是沒什麼意義的。」院長回答：「如果我們提供你一份獎學金，你考慮

嗎？」我說：「有獎學金，我可以儘量購買我所需要的資料，肯定我能寫出

比較像樣的論文，我當然接受。」於是我報讀博士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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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洋十一萬言，我原以爲努力用功，日以續夜，一年半載應該可

以完成校注，不料，到了真正進行工作時，始發現其中內容所牽涉到

範圍非常大，其工作量其實是異常龐大，所需求的時間是非常多、精

力之消耗更是浩大，在在考驗一個學者的忍耐與毅力。標點是一問

題，有些註釋必須查閱許多參考書才能完成。而研究篇內所要解決

的問題太多，雖埋頭苦幹，結果還是無法如期交稿。感謝郭老師、

符教授的諒解，給我充分的時間來完成這兩部書稿。

爲了閱讀郭實獵資料，我於2013年8月到荷蘭  萊頓大學（Univer-

siteit Leiden）東亞圖書館訪書。在開始撰寫這兩部書稿之前，2015年

5月重訪萊頓大學，詳細校讀《萬國地理全集》兩種刻本。期間承同

道好友高柏博士（Dr Koos Kuiper）熱情幫助，高誼可感。
6 也感謝

該圖書館館長慨允我使用《萬國地理全集》的圖片。

2015年10~11月，我到臺灣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郭廷以圖

書館，承摯友葉其忠研究員引薦，得以利用該館豐富的藏書，我在

此向其忠及郭廷以圖書館職員致以萬二分的謝忱。2017年5~6月，承

北京外國語大學 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張西平教授、院長梁燕

教授、副院長顧鈞教授盛情邀請，筆者至該院做訪問學者一個月，期

間利用大學圖書館豐富的世界各國史地特別是非洲、南美洲、中歐的

 6
 在我完成閱讀資料後，2015年6月18日，高柏博士剛考過試，雖身心異常疲

乏，但他還是堅持帶我到海牙參觀，並共進晚餐。那天下午，天下著綿綿細

雨，兩人在雨中漫步，一路上，我們談論許多問題，有學術的，也有個人感

受。晚上約8點鐘，我們回到萊頓火車站，天還是那麼亮，雨停了。我向高

柏博士道別，他問我幾時再回來萊頓，我說，「來萊頓兩次，我研究所需要

的資料大概都看了，重訪此地的機會應該不大，或許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次見

面。朋友，保重。」我們互相擁抱，就這樣我們依依不捨地相互說聲：「再

見，朋友，珍重。」我從火車站走回位於萊茵河畔的	Mayflower 旅館，路上看

著他踩著自行車，回頭向我揮手。看到他飛馳的背影，此刻心情很是複雜，

認識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此刻一別，或許不會有重逢的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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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得以完成《萬國地理全集》一些章節的註解。也乘此機會到中

國國家圖書館參閱一些珍貴資料。美國古籍文物研究者協會圖書館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Library）Kimberly Toney 女士代爲複製資

料；香港大學慨允我利用該館香港舊報紙顯微膠捲、美國  國會圖書館

代爲複製珍藏古籍，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  中文圖書館  林永美館長、

譚惠芳女士、袁野先生、蔡傑峰先生、張萊英女士等的熱心協助，謹

此一併致謝。中國  山西  忻州  徐繼畬研究會法人代表，也是徐繼畬研

究專家任復興先生寄贈其所編著的《自由民主探源：徐潤第、徐繼畬

散文中外百年解讀》，對其真誠熱心，筆者感激莫名。在我走在學術

道路上，摯友李宗高伉儷、鍾志邦伉儷及姚夢桐先生多年來給我諸多

鼓勵及幫助，我在此也表示衷心的感謝。

這校注本之能成型，得力於衆多學者之研究成果。首先，我得

感謝陳華、常紹溫、黃慶雲、張廷茂、陳文源諸位先生。1998年，

他們所點校註釋的三大冊《海國圖志》由長沙的嶽麓書社刊行。這

幾年，這書一直放在我的案頭，隨時查閱。對諸位先扎實的考証由

衷敬佩，應該說，這部校注本是在這團隊建成的堅實基礎上向前走

了一小步；沒有他們的註釋本，筆者的工作將是非常艱巨。在此我

謹向他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其次，這部校注本中有關地理概況、

歷史事件等的注解，除了筆者自己的考證外，主要參考了昔賢時學

的編著譯作。有些是徑直迻錄，有些是長文縮短，可以這麽說，本

校注本之註釋是集各家之大成。目的止有一個，希望讀者閱讀《全

集》時，不須花很大的精力與許多時間，上下求索，探尋查究相關

著作，特别有關非洲、南美洲的書籍，就能讀懂它的內容。爲免讀

者閱讀繁贅，因此不一一注明其來源。這些著作均羅列在本書後之

「參考書目」。不敢掠美，理應說明。並對各位學者致以萬二分之

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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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付梓之際，我特别感謝八方文化創作室高級編輯馮婉明女

士費心勞力，總司各項繁瑣的出版事宜並提出許多寶貴意見；李麗芳

女士費神費心精緻排版，以及新躍中華學術研究中心經理陳慶鈴小姐 

協助。

最後，再次感謝內人超群多年來對我研究工作默默的支持。沒有

她無私的付出，我想我這一生絕無法專心完成這麼多的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