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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瑞和教授唐史研究訪談錄 
 

採訪者 余曆雄 

記錄者 楊婉璇 

 

余：請賴教授簡介一下，自身的家庭教育、中小學教育情況。 

賴：我小學唸新山寬柔二小，中學唸英校 Dato Jaafar School，不是新山著名的獨

中寬柔中學。以我這樣的背景，我原本不應該留臺。可是，我在小學時代就

很喜歡閱讀，包括當時中文報上的《社會服務版》、明星八卦和體育新聞等

等。我好像有一種“閱讀基因”，見到任何有文字的東西，都會拿來讀一

讀，包括火柴盒上的廣告標語。剛上中學時，我無意中發現新山有一個公共

圖書館，叫“蘇丹伊斯邁圖書館”（Perpustakaan Sultan Ismail），從此開啟了

我“貪婪閱讀”的時代。這圖書館有不少五四時代的作品，包括沈從文和老

舍等人。大約在這個時候，我又發現新山的友誼書店在售賣臺灣的《純文

學》月刊，刊登的是臺灣的現代文學作品，如余光中和夏菁的詩和散文，以

及一些西方文學的譯介。後來，我慢慢接觸到白先勇、王文興等人的小說，

顏元叔、劉紹銘和葉維廉等人的文學批評。他們幾乎都是臺大外文系畢業

的，所以我在英校中四左右，就決定以後要留學臺大外文系，並且要“模

仿”顏元叔、劉紹銘和葉維廉等人，將來要留學美國唸博士。 

為了直接閱讀英美文學，我在中二開始，便發憤學好了英文。那家蘇丹

伊斯邁圖書館，有不少英文的文學書，如海明威的小說和奧尼爾的戲劇等

等，以及一些文學研究和批評著作。我讀完館內的五四作品後，便把全副精

力放在英美文學和批評上，比如 Cleanth Brooks 和 Robert Penn Warren 所編的

那三大本美國大學教科書——《了解詩》（Understanding Poetry），《了解小

說》（Understanding Fiction）和《了解戲劇》（Understanding Drama）——我

大約在中五之前就讀過了，還曾經把其中一些英詩的分析翻譯成中文，發表

在當時的《蕉風》月刊上。1  

 

余：賴教授原於國立臺灣大學唸外文系，是什麼原因促使您前往美國普林斯頓大

學東亞系從事唐史研究？ 

 

1 賴瑞和：《更高的尊敬——從“交應”的翻譯談到翻譯人的處境》，《蕉風》第 215 期（1970 年 11 月），

頁 7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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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這些全都是機緣巧合。最重要的一個原因，當然是普林斯頓給我入學許可，

讓我跳過碩士，直攻博士，還給我全額的五年獎學金——學雜費全免，每個

月還有美金三百元的 stipend（助學金，第三年起加到每月五百元），基本上

足夠生活了，不必去打工。不過，我當初到普林斯頓去，原本是要跟紅學專

家浦安迪（Andrew Plaks）教授研究明清小說，並不是要研究唐史。我跟他

相處得也很好。但大約半年後，我越來越覺得，西方的文學研究太走向理論

了，幾乎脫離了文本。文學研究好像變成了一門“辯證的藝術”，甚至“狡

辯的訓練”。只要你能自圓其說，能提出一個看法，你就可以寫出一篇論

文，不需要什麼嚴謹的“證據”。我對如此“空靈”的文學研究感到懷疑。 

當時，英國的唐史專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剛從英國劍橋大

學被挖角到普林斯頓出任東亞系的講座教授。我很欣賞他那種歐洲漢學的樸

實風格，講求證據，很合我特愛“探秘”的性格——我喜歡做“文字偵

探”，喜歡做“破案”的工作（這些都需要“鐵證”才行，不能靠辯證或想

像來破案）。研究所第一年我上了杜公的唐史課，期末寫了一篇報告（講李

德裕和昭義事件），他讀了很滿意，給我A。我趁機跟他說“我想跟您寫博士

論文”，他馬上說“歡迎”（Welcome）。 

 

余：賴教授於《追憶杜希德教授》2 一文稱杜希德教授為“知音人”，能否請賴教

授與我們分享，您與杜教授之間的師承淵源？除了杜教授，您對哪些老師有

較深刻的印象？ 

賴：說起來，我跟杜公頗有一些“師承淵源”。我在臺大外文系的漢學啟蒙老師

是王秋桂老師。他在劍橋大學寫了一篇博士論文《孟姜女故事的演變》3  ，

名義上的指導教授另有其人，但真正的指導老師，卻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漢學

教授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荷蘭人。這位龍公，出身於歐洲的漢學重

鎮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其實又是杜公早年的老師之一，指導過他

細讀《舊唐書·食貨志》，以便杜公可以把這部正史食貨志翻譯成英文，作

為他的博士論文。所以你看，我臺大的老師王秋桂和普林斯頓的老師杜公，

都可以說是龍彼得的學生。我跟這兩位老師學習，不免要受到他們和龍公的

影響，講求的是一種樸實的歐洲漢學作風，要精讀文本，注重歷史細節，不

要空言大論（如唐宋變革論、士族的沒落之類的）。這點我在《追憶杜希德

教授》一文中，透露更多的細節。 

 
2 賴瑞和：《追憶杜希德教授》，《漢學研究通訊》2007 年第 4 期，頁 24-34。 
3 王秋桂：《中國俗文學裏孟姜女故事的演變》（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ng Chiang-nü Story in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英國劍橋大學博士論文，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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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林斯頓，我也上過劉子健老師的宋史課。他對我很好，常跟我聊

天。我最記得他告訴我，北宋官員常常不做本司事，卻跑去處理其他衙署的

事務。我當時聽了，覺得很“神”，怎麼可能？一直到我研究唐代高層文

官，我才發現，唐朝官員也常常如此，也就是以某某職事官的身份，去充任

某某使職，早就有了先例。北宋的官制也應該如此看待，不過是繼承唐五代

的慣例罷了。至於明史，我原本想修牟復禮（Frederick Mote）教授的課，可

惜他那時正在養病，好幾年都沒有開課。不過，他是我博士論文口試的三位

考官之一，另兩位是杜公和劉子健老師。 

 

龍彼得的墓，在牛津 Parish Church of St Peter, Wootton, Oxfordshire. 

墓碑上的書法為臺大中文系陳瑞庚教授所寫。（David Helliwell） 

余：請賴教授介紹當年撰寫博士論文《唐代的軍事與防禦制度》4 的研究動機，

以及選題意義。導師杜希德教授與其他師長如何評價這篇論文？回首四十

年，您如何重新看待這篇博士論文？ 

賴：這篇博論當初是想模仿蕭啟慶教授的哈佛博士論文：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元代軍事制度），但我的博論是個急就章，寫得很匆促，

因為普林斯頓的獎學金只有五年，必須在五年內寫完。我很不滿意。畢業了

三十多年，我一直沒有打算把它改寫出版，雖然我覺得論文的第一章，論唐

代府兵的部份，還有一些前人所未言的論點。 

 
4  Lai, S.F. (1986). The Military and Defense System under the T’ang Dynasty.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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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能否請賴教授談談關於《唐代高層文官》、《唐代中層文官》與《唐代基層文

官》三書 5 的撰寫情況。 

賴：我曾經在臉書的一篇貼文上說，我“寫了三本書，養活一家人”。看似玩笑

話，其實 99.9 % 是真實話。2002 年初，我辭去南方學院的教職，便動筆寫

《唐代基層文官》，2003 年底完稿寄給臺北聯經，2005 年初正式出版。我便

拿這本書去申請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副教授職位，終於解決了我當時

“待業三年”的“窘境”。2008 年我出版《唐代中層文官》，就靠這本書和

其他論文升等為正教授。2016 年 5 月《唐代高層文官》出版，我已辦理了退

休，便靠這本書申請到“榮休教授”的終身職稱，無薪，但有一些“福利”，

其中一項是可以繼續使用清大圖書館，包括它的所有電子資源，如《中國知

網》（CNKI）等等。 

這三本書的寫作，常讓我想到現在許多新的典範，新的做事辦法。我曾

經在臉書上說過：“Uber 打敗了傳統的 taxi 行業。網上訂房打敗了傳統的酒

店訂房業。谷歌的 AlphaGo（阿法圍棋，一種人工智慧圍棋軟體），打敗了

韓國職業棋士李世乭。電子全文資料庫，例如中研院那個《漢籍全文電子資

料庫》，打敗了傳統的文史研究方法。”我那三本書正是靠中研院那個《漢

籍全文電子資料庫》寫成的。我比傳統唐史學者佔有更多的資料和優勢。我

在《唐代高層文官》的《自序》中，還特別感謝了當初開發這個全文電子資

料庫的中研院“各路英雄們”。如果沒有這個資料庫，我不可能寫出這三本

書。這也等於說，這三本書絕對不同於以往的所謂“官制研究”或“中國政

治制度史”那樣的書。如何不同？那就好像 Grab、滴滴出行和傳統出租車的

不同——有效率，充份運用資源，不浪費，甚至更便宜。大家一讀便知。我

不好意思在這裡老王賣瓜。不過，許多評論說，這三書的“文筆流暢，可讀

性高”，這倒得歸功於我從前的文學訓練，不關電子文庫的事。 

 

余：賴教授另外還有兩部文學作品——《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學者的尋蹤壯

遊》與《坐火車遊盛唐：中國之旅私相簿》。6  請問是哪些因素促使您開啟文

史之旅？ 

賴：這或許是為了一圓我的“中國夢”，解開我的中國情結。當然，唸歷史的人

 
5  賴瑞和：《唐代高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6（北京：中華書局，2017）；賴瑞和：《唐

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北京：中華書局，2011）；賴瑞和：《唐代基層文

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北京：中華書局，2008）。 

6 賴瑞和：《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學者的尋蹤壯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賴瑞和：《坐火車

遊盛唐：中國之旅私相簿》，臺北：人人出版社，2002（北京：中華書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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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應該參訪一下他研究的那些地方，更能加深他對那個地方的認識。例如，

在歐美大學唸希臘羅馬史，你除了去希臘和意大利等地參訪，你可能還得到

土耳其、敘利亞，甚至北非的突尼西亞去做研究，因為這些地方從前都屬於

羅馬帝國的版圖。你如果唸東南亞史或馬來西亞史，那整個東南亞和馬來西

亞，你都應該去走一趟吧？上唐史課時，有時講到某個地方，比如襄陽，我

會“情不自禁”地告訴學生：“這地方我去過。”如此便好像跟唐朝有了更

親密的接觸。 

 

余：賴教授曾於 2017 年的某次採訪中提及，“喜歡用新批評解詩的方法，來應對

唐代的史料，把那些關鍵史料當成詩來解讀”。請賴教授談談，您的唐史研

究方法與這種學術觀點的關聯。 

賴：細讀史料，本來就是歷史學者應該做的。不過，也有不少學者和研究生，常

常大而化之，引用了一段史料之後，就取這史料中的“大意”，然後做一結

論，並未充份理解這段史料中的每一個字。 

新批評的解詩方法，又比歷史學者的“細讀”更精細許多。比如，新批

評會留意某些字詞的語調（Tone）和意象（Image），可以讓歷史學者借鑑。

你如果用這種方法來讀史料，好像讀詩一樣，那你就可以更深入去理解史料

中的深層意義了。你可以在我的論文和書中找到不少例子。 

 

余：賴教授曾先後於馬來亞大學、南方學院中文系與臺灣清華大學歷史所任職。

請問有哪些人、事、物，讓您感觸最深？ 

賴：感觸當然很多。不過，許多“人、事、物”都不好說，不便說，還是不說為

佳。這樣說好了——臺灣清華歷史所待我最好。它不但讓我專教我的唐史專

業課，如《唐代長安與士人的生活》、《中古中國與域外文明》、《唐朝與東西

方的交流》、《唐代史料研讀》等，讓我不必教《中國通史》這類的課。清華

圖書館的中英文藏書原本就很豐富，後來更經常得到臺灣國科會（現科技

部）的專題藏書計畫補助。每一計畫每年有大約一千萬臺幣的購書費，可以

購買某一專題（比如東南亞史）內的幾乎所有中西文書籍。清華的研究費也

很充裕。我除了多次得到國科會的計畫獎助外，也從我到清華的第二年起，

一直到我 2016 年退休，連續十年都得到清大的卓越學術獎勵（激勵加薪）。

在清華十一年，是我學術生涯中最愉快的一段時光。 

 

余：您認為，馬來西亞、臺灣與美國的治學氛圍，有哪些主要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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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講到治學氛圍，其實跟錢大有關係。學術研究是很花錢的事。想想看，我們

文史學者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所很好的研究圖書館，中英藏書都豐富。可

是，好的研究圖書館，就很花錢。每年的購書費，動不動就要幾百萬到幾千

萬馬幣，還要花數百萬元來養一批圖書管理員。據我的觀察，馬來西亞沒有

一間像樣的研究圖書館，連馬大也沒有，其中文藏書更是三十多年來沒有增

加多少圖書。其他的，就更不必說了，還停留在靠人捐書的階段。在這種情

況下，如何談“治學氛圍”？甚至無法好好“治學”吧。 

臺灣倒有一些很好的研究圖書館，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傅斯年圖書館

和文哲所的圖書館。臺大和清華的也很不錯。一走進這些圖書館，你就會感

覺到有“治學氛圍”。 

美國的研究型大學，如哈佛、普林斯頓、耶魯等，圖書館都是龐大無比

的，但美國好些州立大學和小型的大學，圖書館其實也不怎樣，不能“治

學”。實際上，大學可分兩種：研究型和教學型。你如果真的要“治學”，那

你要爭取到研究型大學（如臺大和清大）去教書。你如果幾年都寫不出什麼

有創見的論文或專書，研究型大學應該也不會要聘你。那你就只好待在教學

型的大學，把大部份時間放在教學上，教學時數比較多，但校方應該也不會

要求你做“原創性的研究”。你只要偶爾寫寫一些“普通”的論文，甚至炒

冷飯的，發表在一些沒有什麼名氣的刊物，或自己校內的刊物上，應該也就

可以過關升級了。 

 

余：自臺灣清華大學退休至今，賴教授又有哪些新的學術拓展？賴教授近年曾發

表兩篇關於唐代財經貨幣問題的論文 7 ，如今是否又有新作？賴教授也曾提

及想寫“人從哪裡來”這樣的人類演化史，如今進展如何？ 

賴：退休後，我覺得不能閒著，會很無聊，日子更難過。所以，2017 年我花了幾

個月時間，寫了一篇考證比較精細的論文《韋應物的詩〈送楊氏女〉——歷

史和文學的解讀》（後來發表在 2018 年第 26輯的《唐史論叢》上）8，把我的

歷史和文學興趣結合起來，有一些新發現。不過，我現在退隱在新山市郊，

遠離學術重鎮，沒有任何像樣的研究圖書館可用。若要開拓新的研究領域，

恐怕很不容易了。因此，我在 2018年初，便開始寫我那本《人從哪裡來——

人類六百萬年的演化史》（書名暫訂）。這是一本歷史+科普書，也就是通俗

 
7 賴瑞和：《唐人在多元貨幣下如何估價和結賬》，《中華文史論叢》2016 年第 3 期，頁 61-111。賴瑞和：

《唐代除陌法和除陌錢新解》，《唐史論叢》第 23 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頁 1-19。 
8  賴瑞和：《韋應物的詩〈送楊氏女〉——歷史和文學的解讀》，《唐史論叢》第 26 輯，西安：三秦出版

社，2018，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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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讀物，不必自己做原創性的研究，也就是不必用到藏書豐富的研究圖書

館，但需要閱讀許多歐美最新的人類演化史論文（中文的很少），大都發表

在西方最頂尖的科學期刊如 Science 和 Nature 等刊物上，都有電子文本。我

可以連線到清華圖書館去下載閱讀。此書已寫完，目前正在接洽中國的出版

社。準備先在中國出版簡體字本，若有需要，再交由臺灣的出本社印行繁體

字本。 

我還有一本論文集《品味唐朝：唐人的文化、經濟和官場生活》，收十

多篇舊論文，但內容跟我的唐代文官三書沒有重複，已為上海中西書局接納

出版，大約 2020 年可以面市。 

 

余：賴教授今天的唐史治學經驗分享，使我們受益匪淺，十分感謝。 

賴：不客氣，謝謝。 

 

賴瑞和教授，2010 年在臺北參加“杜希德 

與二十世紀漢學典範的轉移”國際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