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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二次大戰後 ,科技文明以一日千里的速度飛躍前進 ,讓人們夢幻成

真並享有前所未有的便利與舒適 。然而 ,在面對戰爭的殘酷與科技文明

所帶來的經濟 、社會 、文化⋯⋯等變遷 ,不 同領域的學者開始對以科學 、

理性為主的西方 「先進」文明產生懷疑 ,進而重新檢討與反省 。於是 ,

新的學科 、新的資料 、新的研究方法 ,就在為探索人類文明之起源 、發

展與未來的需求下 ,逐一誕生 、出現 ,令人目不暇給 、目眩神迷 ,口述

歷史(UralⅢ st° ry)便是一九五○年代新興的方法之一 。一方面 ,錄音 、

照相設備的進步和普及化 ,使聲音、影像的捕捉和保留成為可能的事情 ,

亦即讓 「過去」能夠栩栩重現 。另一方面 ,隨著地球生活空間因科技發

展而日益縮小 ,不同種族 、不同文化的人們接觸頻繁 ,磨擦亦時有所聞 。

為解決此一間題 ,促進相互的瞭解與尊重 ,人類學家 、社會學者⋯⋯等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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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領域的專家 ,試圖對以往被忽略的族群 、團體重新加以重視 ,並致力

於其文化的保留和研究 。在面對這些文獻資料有限 ,甚至沒有文字傳承

的族群 ,口述歷史就成為相當有效與可行的方式。口述歷史在人文學界 、

社會科學界備受注目 ,而史學工作者亦嚐試借用口述歷史來從事史學的

研究 。然而 ,在運用的過程中引發許多的爭議 ,無論是在運用範疇 、方

法論或其評價上 ,至今仍毀譽參半 、莫衷一是 。

究竟什麼是 口述歷史呢 ?根據大美百科全書 (tlieEncyclUpedia

AmeHcana)的說法 :「 許多口說的回憶錄集結起來 ,當做史料來使用 ,

便是口述歷史 。」(註 l)此一方法的採行

一

在中 、西史學著作中 ,皆有範

例 。亦即中西方皆有口述歷史的史學傳統 。史學大家司馬遷足跡遍佈中

國(註 2),每到任何一地”都訪問長老 ,緬懷古往先烈 。在司馬遷所撰寫

的 《史記》中處處可見此類記載 !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 ,徵詢耆宿遺

老 、有關人員的口述資料 ,進而展現出生龍活現的歷史與人物風貌 。例

如 :出身豐沛的漢初要人之微賤時生活 ,即是採訪所得 。樊酈滕灌列傳

贊日 :「 吾適豐沛 ,問其遺老 ,觀故蕭 、曹 、樊噲 、滕公之冢 ,及其素 ,

異哉所聞 !方其鼓刀屠狗賣繪之時 ,豈 自知附驥之尾 ,垂名漢廷 ,德留

子孫哉 ?」 。另外 ,清代章學誠亦曾藉助口述資料 ,纂修 《臨清縣志》 ,

註 2

”
UΠ扭Ⅲ stUrv.theoUll甜iUnUfspUkenInemU虹 sfUrusein the&Ⅲ 卹 tajUnUfthe

past.” 引 自 TheEnwclUped㏑ 山Ⅲ封 cana,lGrUlierIncUppUrated,Inc.〕 gBl,,VU1.a,

p.7.

五帝本紀曰 :「 余嘗西至崆峒 ,北過涿鹿 ,東漸於海 ,南 浮江淮矣 。」司馬

遷二十歲時遍遊東南及中原地帶 ;當 了郎中以後 ,二十四歲扈駕西行 ,二十

五歲奉使川滇 ,將 中國西陲和西南的人文山川 ,皆收納其懷 。之後隨武帝封

禪遊歷海上與塞外風光 。足跡所未至者概朝鮮 、河西 、嶺南諸郡耳 。見李長

之 ,《 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台 北市 ,蒲公英書局 ,lgB3年),頁 “-∞ ;頁

316-317。

註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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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親詢鄉婦委曲」撰寫該縣的 〈烈女列傳 〉。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

(HerUdUtus)治 史 ,便是遊歷埃及各地 ,親見親聞後 ,才完成著名的 《波

斯戰史》φersianWars);另一位希臘史學家也是遍遊希臘各城邦 ,從事

訪問 ,並仔細搜尋證據後 ,才寫成 《伯羅奔尼撒戰史》PelUpUnnesian

War)。 (註 3)但是嚴格來說 ,這些並非今人所說的口述歷史 ,充其量只能

算是口述傳統(Ural traditiUn)或稱口傳歷史 。所謂口述傳統是用口述的方

法 ,轉述過去所聽到的的歷史 。而口述歷史則是指透過訪問程序 ,以現

代化的科技產物 :錄音機 、照相機 、錄影機⋯⋯等 ,使應訪者自述其親

身參與及聞見的近年之往事 ,並轉記成為文字 ,作為歷史之見證 。此即

現代史學上的口述歷史 。(註 Θ

現今口述歷史的發展 ,多歸功於哥倫比亞大學6Ulumb㏑ University)

的芮文斯教授(AllenNevins,189U-1971)在 四○年代的倡導 。一九三八年

芮文斯教授敦促史學界的同行建立一個組織 ,以便有系統地與尚健在的

重要美國人士作廣泛的接觸 ,以搜集近六十年來 ,他們參與政治 、經濟 、

文化各方面活動的資料 。芮文斯教授所指的資料不僅是口述歷史 ,也包

括書面資料 ,希望透過此一方式為未來的歷史學家儲備一份獨特的自傳

檔案 。此後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6astAsianInstitute,成 立於一九四

九年)在韋慕庭φ.MartinWilbe° 教授主事下 ,配合幾個基金會的贊助(註

5),開始推行口述歷史的訪問計畫 。此一風潮亦迅速推廣到歐 、亞 、非

註 3 王聿均 ,〈 談口述歷史〉 ,《 史政學術講演專輯(二)》
,頁 3。

註 4 朱浤源 ,〈 論口述歷史訪問的方法〉(台 灣省文獻委員會 ,八十二年度全國口

述歷史工作會議論文 ,民國&年),頁 12。

註 5 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的經費 ,除一部份來自哥大本身 ,亦獲得福特基金會

FUrdFUundatiUnl、 國 家 人 文 基 金 會 (theNatiUrlalEndU一 entfUrthe

Humnijesl、 魯絲基金會(HemLuceFUundati㎝ )等機構所給予的資助 。王聿

均 ,〈 談口述歷史〉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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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註 Θ臺灣在口述歷史的研究與運用 ,亦在許多機構中陸續地 、廣泛

地被採行 ,包括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國史館 、臺灣省文獻會⋯

等等 。訪談對象涵蓋現代史上在政治 、經濟 、軍事 、社會 、文化 、特殊

事件中的重要人物 ,藉此發覺 、整理資料 ,展現不同時期 、不同地區 、

不同領域的發展與特色 。各機構更出版了不少人物的訪問記錄及刊物(註

7),促使更多的人有機會接觸 、了解口述歷史 。

口述歷史的運用及書籍刊物日益增多 ,學者們對於口述歷史的優

劣 、方法 、評價亦產生許多的疑惑與爭議 。學者認為 :借助口述歷史 ,

史料的收集方法有了重大的突破 ,可以提供活生生的歷史材料 ,以勘補

現有歷史資料之局限和不足 。然而 ,也有不少學者對白述歷史的方法及

價值提出批判 ,質疑口述歷史與追求客觀 、真實此原則的相互矛盾 。例

如 :研究人員在訪談對象的擇定 、訪談內容的設定 ,是否帶有研究人員

註 6 歐洲方面 ,英國於七○年代成立 「口述歷史學會」ftheUralHstU,&如 e99,

發行期刊 ;美 、英、法等國學者組成「口述歷史協會ⅨUralHstU,㏎ ti㎝‥
發行口述歷史刊物(季刊),且每年召開一次全球性的會議 ;1gsU年 又有 《口

述歷史國際期刊》(IntemajUnalJUumalUfUralH怎 tU,1的 出現 ,刊 登出色的口

述歷史 。亞洲方面 ,新加坡南洋大學歷史系曾進行歷史調查 ,政府設立口述

歷史 ,通過口述訪談 ,將新加坡歷史資料加以記錄 、編整 、保存和推廣 ;香

港博物館曾於 lgs,年 進行 「香港人及其生活的口述歷史計畫」 ;大陸口述史

料極多 ,在 中共政權支持下發表大量的回憶錄 、文史資料 ,但大部份含有波

厚的意識型態 ,然其中亦不乏珍貴史料 ,唯選用時宜慎重 。參見許雪姬 ,〈 口

述歷史之採集與運用〉 ,收入 《機關志講義棄編》(南投市 ,臺灣省文獻委員

會 ,民國釳 年),頁 1幻 。林孝勝 ,〈 新加坡口述歷史館〉 ,收入 《口述歷史
1》 ,(台 北市 ,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 國窗 年),頁 困1-2肛 。丁新豹 ,

〈香港博物館口述歷史計畫簡介ags,年至 Sg年)〉
,收入 《口述歷史 l》 ,

頁2b-匢U。

參閱傅應川主編 ,《 第四屆全國口述歷史工作會議口述歷史書刊聯合目錄》(台

北市 ,國 防部史政編譯局 ,民國B3年 12月 )。

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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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的 、刻意的安排 ?受訪者的可靠性 ,包括 :個人有意的扭曲和偏頗 ,

記憶中的遺忘和錯誤 ,都將直接影響口述歷史的正確性及其價值 。(註 8)

因此 ,不少學者對口述歷史的定位及可行性持有相當的保留態度 。為了

對口述歷史的運用、定位與價值有較清晰的認識 ,且不流於空泛的談論 ,

因此本文選擇唐德剛先生所著的 《胡適口述自傳》一書 ,做為討論的例

證 。希望透過 《胡適口述自傳》的成書背景 、採行方法 、內容特色⋯⋯

等方面的敘述和討論 ,以釐清口述歷史的地位 ,以及對 《胡適口述自傳》

的褒貶評價 。

貳 、《胡適口述自傳》的成書背景

《胡適口述自傳》一書 ,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在一九五 、六

○年代口述歷史計畫中的一個個案 。哥倫比亞大學從事中華民國現代史

人物的口述歷史工作 ,有其因緣和背景 。美國史學界研究中國史 ,本來

就不像歐洲漢學家一偏重於中國的語言學、考古學、藝術史和中西交通 ,

而是更重視近代中國的政治 、商業和貿易 。其主要原因應與美國西岸濱

臨太平洋 ,十九世紀即已經由太平洋與東亞往來 、貿易 ,介入亞洲事務

有關。為求有效打入與瓜分東方市場 ;美國自然要對東亞各國有所瞭解 ;

因此對東亞研究自然是以近代(當代)的實際狀況為主。珍珠港事變後 ,美

國 、日本間爆發太平洋戰爭 ,美國因此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也深

深捲入東方事務中 。大戰結束後 ,美國躍居世界兩大霸權之一 ,成為民

主國家陣營中的領袖 ,對抗蘇聯所領導的共產國家集團 。在紛擾 、亟待

復員的戰後時局中 ,亞洲局勢卻在一九四九年又有劇烈變化——中國共

產黨取代國民黨奪得中國大陸政權 。對美國而言 ,等於共產集團又增加

了一個強大的力量 ,不容美國小覷 。為瞭解並抑制中共的擴張 ,二次大

註 8 見 AnthUnySeldUnandIUannaPappwUrth,BVWUrdUfMUuth:eliteUralHistU,

CUndUnandNewYUrk:Methuen&CU.,lg$l,p.lU.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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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 ,美國各著名大學紛紛興起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熱潮 ,哥倫比亞大

學就是其中之一 。而口述歷史是史學家和學術機構蒐集現代史資料的重

要方法之一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從事民國史口述計畫 ,以 中華民

國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作為主要訪問對象 。而中國大陸淪陷之後 ,許多

對現代中國曾經具有影響力的人物 ,包括 :軍事 、政治 、財經 、教育 、

學術各界人士紛紛移居在外 ,有的住在香港 ,有的住在美國 ,住在美國

的人士又有一大部份是住在哥倫比亞大學所在地—

—

紐約 。因此 ,哥倫

比亞大學得以就近以這些人為訪問目標 ,開始口述歷史的實際工作 。哥

倫比亞大學所訪問的人物計有 :胡適 、蔣廷黼 、顧維鈞 、孔祥熙 、李宗

仁 、張發奎 、張國燾 、左舜生⋯⋯等人 。(註 99一九七二年哥倫亞大學東

亞研究所公布一部份中國名人的口述歷史 ,一時洛陽紙貴 ,轟動美國漢

學界 ,成為研究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件盛事 。這份中國名人口述歷史中即

包含唐德剛先生所撰寫的 《胡適口述歷史》 。

唐德剛一九二○年出生於安徽省合肥縣西鄉唐家ifA今屬肥西縣袁

店鄉),從小喜好文史 ,十四歲時已點校一遍 《資治通鑑》 。抗戰初期 ,

他隨合肥臨時中學遷往武漢 。一九三九年唐德剛在湘西以優異成績 ,考

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 。一九四四年 ,應安徽學院史地系主任李則

剛之聘 ,講授西洋通史 。一九四八年 ,赴美留學 ,繼續史學深造 ,攻讀

歐洲史及美國史 。五○年代中期 ,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 ,

並先後應聘於哥倫比亞大學與紐約市立大學中執教 ,從助理研究員 、研

究員 、高級研究員 、助理教授 、副教授到教授 ,亦曾擔任哥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館長七年 。一九七二年 ,轉往紐約市立大學 ,擔任亞洲學系

教授 ,並出任該系系主任前後凡十二年之久 。(註 lU9《 胡適口述自傳》

是唐德剛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 ,因緣際會下與胡適先生合

註9 王聿均 ,〈 談口述歷史〉 ,頁 97。

註 1U 徐承倫、
,〈 關於胡適、李宗仁的口述歷史及其他一唐德剛教授訪問記〉,《 文

史哲》lgg3年 第六期 ,頁 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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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下的產物 。

胡適(1891-19ω )先生是 「傳統中國」向 「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著

名的學者之一 。唐德剛認為 :胡適先生是中國現代學術思想界繼往開來

的一位啟蒙大師 。正因為他既 「開來」又 「繼往」 ,在思想流於偏激的

人們看來 ,他的一言一行就不夠刺激 ,有人甚至把他看成連折衷派也不

如的 「反動學者」 。同時在思想傾於保守的人士眼光裏 ,胡適卻又變成

了背聖絕賢 ,為異端鋪路的罪魁禍首 。因而胡適多彩多姿的一生 ,便在

自己常說的 「左右為難」中渡過 。(註 ll)胡適青年暴得大名 ,但五○年

代初 、中期卻是他一生中的最低潮 。海峽兩岸 ,一邊是徹底批判一中國

大陸正是土改肅反 ,殺氣騰騰 ;一邊是尊而不親一臺灣在當時人們的觀

念中 ,只是個亞熱帶小島 ,煙水鄉里 ,無從捉摸的 「香格里拉」。因此 ,

胡適只得定居紐約 。然而 ,紐約生活並不容易 。當時排華法律及種族歧

視猶在 ,且中國掛冠部長 、解甲將軍 、退職學人 ,在紐約處處可見 。他

們在美國的社會中既未受尊重 ,亦無伸展機會 。胡適也只能在普林斯頓

大學●rincetUnUniversity)格 斯德中文藏書部(GestⅡ brary)做一個 「管理

者」(curtUr)每 年領取數千美元貼補家用而已 。這份閒差在整個大學的行

政系統中是微不足道的 。胡適也在美國著名學府作過短期講學 、或零星
〞
演講 ,但這些都算不上是長期性 、有建樹性的工作 。美國文教界對胡適

先生維持表面尊敬 ,實際上對於華人學者在美國學府插足 ,多採取敬而

遠之 ,能免則免的態度 。在此境況下 ,胡適也只得常到哥倫比亞大學圖

書館看中文報紙 ,以消磨時間 、歲月 。(註 12)

胡適是安徽人 :哥倫比亞大學出身 ,北京大學成名 。因此 ,他對這

註 1l 唐德剛著 ,《 胡適雜憶》(台 北市 ,傳記文學出版社 ,民國GS年),頁 23。

註 12 在夏志清為 《胡適雜憶》所作的序中 ,曾提及胡適先生在紐約時生活 。從胡

適閱讀張愛玲小說(當 時既無名望當代小說又非胡適研究對豹 、美國兩岸所

發行和贈閱 ,不值得浪費太多時間的僑報 ,以 消磨歲月。可見胡適在紐約的

空乏與苦悶 。見唐德剛 ,《胡適雜憶》 ,頁 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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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背景都存有極深厚的溫情主義 ,如同以往中國知識份子著重籍貫的

「畛域觀念」 ,以及傳統士人對個人出身和學術師承的 「門戶之見」 ,

這種心境 、情感持續著 ,且老而彌篤 。在困居紐約期間 ,胡適的確把哥

大看成北大 ,但是哥大並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 ,無意聘任胡適擔任教席

或學術研究的工作 ,胡適在無適切工作 、研究環境下 ,只得常到哥倫比

亞大學中文圖書館看書 、閱報 ,而和在館中工作的小同鄉唐德剛認識 。

以後便經常打電話請唐德剛替他查書、借書。有時唐德剛還為胡適開車 ,

並應邀到胡家吃胡太太江冬秀女士所燒的安徽菜 。唐德剛基於對長者與

前輩的敬重 ,與胡適往來頻繁 。胡 、唐之間的往還和不拘形式的教導 ,

受同鄉 、同校情誼的影響 ,在五○年代美國的 「鬱悶」環境中 ,日 益增

長深厚 。結果 ,唐德剛成為胡適在最失意 、最孤獨時期的學生 。   ﹉

唐德剛除了隨胡適去聽演講外 ,單獨地上 「胡適學」的課程在一千

小時上下 ,這是胡適眾多學生中所未有的 。一九五六年唐德剛在哥倫比

亞大學中國歷史研究部ε“neseⅢstUryPr〢 ect)(註 13)兼職時 ,正巧遇到

自西雅圖 (SeatⅡ e)來 該部校訂張國魚訪問稿的羅勃 .卜 頓体°bertA.

BurtUn)(註 l⊕ ,二人相談甚歡 。卜頓見唐德剛一面修博士學位——研究

美國內戰時期的外交史 ,一面為了生活糊口在中國歷史研究部做半時研

究員兼翻譯 ,同時又在東亞研究所兼做半時助理研究員 。前者研究主題

是漢代的社會史 ,後者研究重心則在民國史 ,因而研究工作頗為雜亂。(註

註 13 中國歷史研究部 ,原 為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而設 ,主持人為魏復古“㏕ A.

Ⅶ ttfUge】 )教授 。我國知名社會史家馮家昇 、王毓詮 、崔同祖諸先生皆曾任該

部研究員有年 。

註 Ⅱ 羅勃 .卜 頓曾是一位美國駐華記者 ,1g工g年脫離新聞界後 ,自 福特基金會中

請一筆研究費 ,留在香港訪問中國共產索創建者之一的張國盡先生 。工作經

年 ,積稿數百頁 ,透過西雅田華盛頓州立大學介紹 ,來哥大的 「中國歷史研

究部」從事校訂工作 ,因 為這個研究部原是哥大 、華大兩校聯合設立的 。

註 1S 唐德剛自述說 :「 .⋯ ‥那時的研究工作 ,說來可笑 ;我上午搞漢書 :下午參

加北伐 ;夜晚鑽美國檔案 。」見唐德剛著 ,《胡適雜憶》 ,頁 2U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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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卜頓建議唐德剛不妨仿傚他的辦法 ,先找一位中國名人作訪問對象 ,

然後再向福特基金申請一筆研究費 ,組織個小計畫 ,一方面有自足的經

費和報酬 ,一方面亦可擺脫如此多頭而混亂的研究現況 。唐德剛於是向

胡適提及此

一

構想 ●並向他解釋芮文斯教授 「口述歷史」進行的程序 ,

得到胡適的熱心贊同和參與 .之後 ,為尋求贊助機構 ,以便向基金會請

款 ,而探訪東亞研究所的韋慕庭教授 。韋慕庭教授此時正在組織一個大

規模的計畫—

—

「中國口述歷史計畫」εhineseUralⅢ“UryP啊 eco,於

是便將唐德剛的計畫併入其中 。一九五七年哥大這個 「中國口述歷史計

畫」在福特基金撥助之下 ,漸次成形了 ,唐德剛被指派去訪談胡適 ,正

式展開工作 。(註 16)

總之 ,《胡適口述自傳》之所以成書 ,正是哥倫比亞大學在芮文斯

教授倡導口述歷史 ,以及美國對中國研究熱潮結合下的大環境 ,加上胡

適蟄居紐約的寂寞失意 ,以及與唐德剛之間往來情誼的撮合下而產生

的 。

參 、《胡適口述自傳》的成書過程及特色

在訪談之前 ,胡適要求唐德剛擬定一個訪問計畫 。唐德剛初擬的工

作大綱 ,第一步是把胡適有關他自傳的著作 ,如 《四十自述》 、《藏暉

室劄記》 、歷年日記以及其他零星散文加以擇要整編 。第二步是以 「訪

談」方式來填補這些著作的空白 ,做出個詳細的胡適年(日 )譜 。第三步是

根據此系統中的高潮 ,擇要而做文章 ,一方面可以協助胡適口述其自傳 ,

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據這個系統和資料 ,由唐德剛從旁補充和修正之 。胡

適先生認為此計畫大綱野心太大 ,當時胡適出掌中央研究院的呼聲甚

高 ,胡適亦有意返臺 ,他或許自知旅美時日無多 ,所以囑咐唐德剛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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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 。加上哥倫比亞大學希望能早點有具體成果 ,以便繼續獲得基金會

等機構的贊助 ,因此亦傾向縮小規模 ,並刪除中文稿 。胡適認為哥大既

無意留中文稿 ,那麼此一自傳的作用只是向英語讀者介紹胡適 ,如此則

不應採 「填空白」方式 ,還是以有系統的綜合敘述為佳 ,政治史料 、社

會史料也就可有可無了 。唐德剛依照胡適之意及當時環境修改原擬大

綱 ,胡適再依此大綱逐條修正 ,完成自述大綱 。

根據這個大綱 ,訪談工作於一九五七年的冬初開始 。唐德剛攜了部

笨重的錄音機到胡府訪問 ,但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消息已正式發

表 ,胡府官場酬酢 ,人來人往 ,訪談備受干擾 ,不得不請胡適改至哥大

工作一訪談 ,口述完畢後再由唐德剛陪同用餐及開車接送返家 。二人訪

談進行的方式則是 :唐德剛將大綱中各章節研究一遍 ,擬出個有系統的

小節目單 ,並把這些章節的相關資料和情節稍加彙編 。訪談時 ,根據這

個單子和資料 ,向胡適發問或請胡適自動敘述 。敘述中的人名 、地名 、

時間 、地點 、引文 、中文資料的正確英譯 、辭句的編排 、校訂⋯⋯等 ,

則由唐德剛負責 ,並擬成一草稿以代替胡適本擬自己動手的功課 。胡適

依據此一草稿 ,作為第二度有系統錄音的藍本 ,即依此草稿作一番有系

統的口述 。二度口述後 ,唐德剛獨自回放Φl” back),再以英語校訂(edit)

一遍 ,便交與打字員 ,打出初稿 。初稿在唐德剛手校一遍後 ,即交予胡

適核定認可之 ,如此一章一章地作下去 ,而完成 《胡適口述自傳》的訪

談部份 。(註 17)此一訪談資料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於
一

九七二年

公佈 ,由紐約時報財團所經營的美洲縮微膠片公司影印發行 。數年後 ,

傳記文學社取得該稿翻譯權 ,於是委任唐德剛擔任漢譯工作 ,按章發表 。

唐德剛根據哥倫比亞大學 「中國口述歷史計畫」所公佈的胡適口述回憶

十六次正式錄音的英文稿 ,和筆者所保存 ,並經過胡適手訂的殘稿 ,對

照參考 ,綜合譯出 。胡適口述的英文稿 ,按當初計畫 ,全稿分為三篇二

註 17 同上 ,頁 21U-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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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節 ,但後篇或下卷始終未作出 ,故唐德剛按原有目次重分為十二章 ,

以便單獨印行 ,自成一書 。(註 18)

《胡適口述自傳》共分十二章 ,依序如下 :

第一章故鄉與家庭 。介紹故鄉徽州的地理環境 。由於耕田少而貧瘠 ,導

致鄉人向外經商營生的現象 。徽州人以善於經商而聞名全國 ,一

般徽州商人多是以小生意起家 ,刻苦耐勞 ,而逐漸發財致富 。由

於家鄉山區糧食產量不足 ,徽州人多靠在城市裏經商的家人 ,按

時接濟 。胡家世代鄉居 ,故宅在績谿城北約五十華里 ,歷代都是

靠外出小本經營為生 ,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的小鎮——｝｜｜

沙 ,經營茶葉店 ,並在上海成立支店 。胼手胝足 ,歷經戰亂 、劫

掠 ,這兩家茶葉店仍能繼續經營 ,並成為我們一家四房的衣食來

源 。

第二幸我的父親。胡適父親胡傳(一八四一∼一八九五)一生轉折遭遇的描

述 。父親排行居長 ,自幼即協助先祖打理茶葉店中商務 。十六歲

時因資質聰穎 ,家中長輩特地延聘塾師 ,教授詩文 ,以便參加科

舉 。太平天國之亂 ,皖南糜爛不堪 ,父親協助族人重建家園 。太

平戰後 ,父親進學為秀才 ,省試不中 ,入上海龍門書院就讀 。就

學期間 ,對中國地理一一尤其是邊疆地理產生研究興趣 ,並決心

終身致力於此 。一八八一年受吳大澂知遇之恩 ,為其幕僚 ,先後

奉派考察東北 、海南島 ,以及襄贊治河(黃河)、 督導堤工 。在吳大

澂的保舉下 ,以直隸州候補知州分發各省候缺任用 。一八九○年

以後 ,先後擔任淞滬厘卡總巡 ,臺灣知州及統領 ,政聲卓著 。一

八九五年臺灣割讓給日本 ,父親雖患嚴重腳氣病 ,仍在劉永福將

軍堅持下留臺服務 。不久病重離臺 ,隨即病故於廈門 。

註 1B 唐德剛譯著 ,《 胡適口述自傳》 ,(台 北市 ,傳記文學出版社 ,民國η 年),

頁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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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初到美國 :康乃爾大學的學生生活 。因美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而

成立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保送不少中國留學生至美留學 ,

胡適亦是其中一員 。本章敘述在康乃爾大學所接觸的教會團體 、

接待家庭 、及美國政治(總統大選)的狀況 。胡適原本是學農科的 ,

在三個學期之後 ,轉入該校文理學院 ,改習文科 。主要原因是個

人志趣一對哲學 、文學 、政治史的興趣 ,因而胡適在康乃爾文學

院先後完成三個學科程序一哲學和心理學 、英國文學 、政治和經

濟學 。這些不同領域的訓練 ,深刻影響日後所發展出來的文化生

命 。

第四章青年期的政治訓練 。包括 :公開演講的訓練 ,民主程序(議會程序)

的了解 ,以及胡適對世界主義(c°smUp°㏑nism)、 和平主義Φ研ⅢSm)

和國際主義(intem㏕ Un㏕ ism)等思想的接觸和信仰 。胡適認為 :公

開演講常迫使他對一個講題作有系統的和合乎邏輯的構思 ,然後

再作有系統的又合乎邏輯和文化氣味的陳述 ,對其大有裨益 。而

透過學生俱樂部和學生會議的主持 ,讓人能有效掌握民主會議程

序 ,也使胡適對民主政治 、以及一個共和國家的公民在政治上的

活動情形有所瞭解 。在康乃爾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經驗

中 ,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之交往 ,令胡適對不同人種 、不同

文明體驗良多 ,使胡適對和平的取得和維持 ,從偏激的不抵抗主

義 ,從而相信用集體力量來維持世界和平 ,然後由一個國際組織

來防制戰爭的可能性 。

第五章哥倫比亞大學和杜威 。描寫胡適由康乃爾大學轉學至哥倫比亞大

學 ,在哥大所接受的哲學訓練和薰陶 。其中為人所熟知的杜威博

士(JUhnDeway)及 其實驗主義和實證思維術對胡適一生的文化生

命而言 ,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胡適認為 :實驗主義大師中 ,杜威

博士是對宗教看法較為理性化的 。而胡適對杜威博士多談科學少

談宗教的更接近 「機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的 思想方式比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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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 。因此 ,胡適轉學哥大 ,從學其門下
一
並且日後在中國多方

推廣此一學術思想 。

第六章青年期逐漸領悟的治學方法 。胡適認為他的治學方法是經過長期

琢磨 ,逐漸發展出來的 。胡適從小即有好懷疑的傾向 ,促使他在

漢學 、宋學 、校勘訓詁之學中 ,學習對證據的探討 。而後 ,康大

布爾教授(G:LincUlnBurr)的 「歷史的輔助科學」 ,讓胡適對語言

學 、考古學 、高級批判學他ighercriticism)等 ,略有所知 ;另外哥

大烏德瑞教授σrede㎡ckJ.W。°dbridge9的 「歷史哲學」 ,教導學

生高級批判學和西方古籍批判史 ,也指導學生如何清查偽托和認

清竄改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杜威教授有系統的推理思考的理

論對胡適有極大的影響 。

第七章文學革命的結胎期 。敘述胡適對語言和文學裏各種問題是如何產

生興趣 :以及如何主張以活的通俗語去代替半死的」文言 ,即以

白話文作為教育工具和文學媒介的經過 。語言文字乃世界上最保

守的東西 ,因為它必須深入到百萬千萬的廣大群眾中 ,改變它是

十分困難的 。但在一些事件的刺激 ,終促使胡適主張使用老百姓

的語言 、街坊的語言作為教育工具 ,並且用它來做文學媒介的改

革 。一九一七年發表於 《新青年》的 〈文學改良芻議 〉 ,揭
苹白

話文學的論點 ,對古文學派展開猛烈批判 。

第八幸從文學革命到文藝復興。胡適以中國文字為整個語文(改革)運動和

文學改良運動的基礎之間題 ,亦即說明語言文字改革是更大的文

化運動中的一環 。所謂新文化運動 ,胡適比較喜歡用 「中國的文

藝復興」此一名辭 ,而 「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則是此運動的真義 。

具體言之 ,研究當時具體和實際的問題 、輸入新的觀念和理論 、

批判(整理)傳統的學術思想、進而產生新的文化或文明 ,即是中國

文藝復興運動的四重意義 。

第九章五四運動 :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 。胡適認為 :五四運動是整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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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運動中歷史性的政治干擾 ,並且將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

治運動 ,自此所有政黨都想爭取青年知識份子的支持 ,以學生群

眾形成一種政治力量 。結果弄得知識界人人對政治發生興趣 ;大

大削弱文化運動的推展 。

第十章從整理國故到研究和尚 。胡適重述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中 ,對

近三百年國故學上的成就與缺陷有所說明 ,並且提出如何加以補

救——大學教授們定下心來 ,對國故 、中國文化史作有系統的整

理 。在整理國故運動中 ,胡適則在中國思想史的著述 ,以及禪宗

真正開山宗師——神會和尚的研究上用功頗多 ,並有所創見 。

第十一章從舊小說到新紅學 。中國傳統小說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 ,搜尋

舊小說的不同版本 ,經由校勘工作 ,尋找最佳版本 ,並加以印行 ,

這是整理中國傳統小說進而向廣大讀者介紹的實際行動 。胡適另

一用心頗多的小說為 《紅樓夢》 ,胡適用現代歷史考證法來處理

這部小說 。胡適認為 :它是一部自傳 ,而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不

同 ,是出於高鶚的善意作偽 。

第十二章現代學術與個人收穫 。在胡適生涯中所從事批判性的整理國故

工作 ,至少有兩大目標 :一是中國文學史 ,另一個是中國哲學史(中

國思想史)。 本章是胡適自述四十年學術研究的心得與看法 ,做為

本書概括的總結 。

從上面十二章的篇目來看 ,可以發現胡適的自傳與一般名人的自傳

在性質上 ,頗有差別 。「自傳」一詞 ,《 辭海》定義為 「自述生平之著

作」,在中國過去被稱為 「自敘」、「敘傳」、「自紀」、「自述」等 。

在英文裏面「自傳」(autUbiUgraphy)一詞從語源來看 ,f旨的是「自己」(autU-)

對於 「個人生平」●ios)的 「敘述」他raph●a),也就是敘述自己生平的著

作 。(註 199lt夕1,類似的尚有回憶錄 (memUir),但二者本就有所不同 。

註 1g GeUrgeMh山,EW9cks(translatedl,AHistUrvUfAu㏑ hU即 aphy㏑ An如㎡寸

lCambI山準,MaSS.I㏑rvardU㎡ versi妙 P吧汽 1gs1),p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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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U9不過在中國的分別並不太大 ,通常用 「自傳」這個名稱的較少 ,

而用回憶錄的似乎較為普遍 。一般名人傳記多半以敘事和說故事為主 ,

而 《胡適口述自傳》則重在論學 ,尤其是討論中國的傳統學術和古典著

作 ,是一部學術性的自傳(intellectu㏕ autUbiUgraphY)。 (註 21)

肆 、從 《胡適口述自傳》論口述歷史的方法

在進行口述歷史計畫時 ,學者除了執行方法的思考外 ,更不免會觸

及較深層的歷史本質的問題 。例如 :口述歷史在本質上 、定位上究竟屬

於何種層次的資料 ?亦即在過去的歷史重建或詮釋上所扮演的角色何 ?

口述歷史的可信度如何 ?此外 ,與現代史家所熟悉的檔案文獻相比較

下 ,其差異性及優劣性又如何 ?(註 22)這些都是在探討口述歷史時不得

不思考的課題 。

口述歷史的功能與定位 ,會直接影響到口述歷史的方法論 ,若未能

釐清或有所界定 ,在沒有標準或指引下 ,學者將不知如何來看待此一歷

史研究方法 ,更談不上了解 ,以及如何地進行和運用 。因此 ,在說明或

批判口述歷史或這一類作品前 ,必須先弄清楚口述歷史的定位 。依據前

言部分的描述 ,口述歷史是史料的一種 ,用以彌補文獻 、實物之不足 。

既是史料而非史著 ,對其要求自然不同於史學著作 。史料的要求是儘可

註田 回憶錄所記載的通常是作者認為重要的人和事 ,亦即專門回憶人物和事件的

記錄 。回憶錄和 自傳之不同處 ,在於前者較重視作者所身處的社會和歷史背

景 ,而較不重視作者個人的私生活 ,有時作者甚至很少提到自己 .張瑞德 ,

〈自傳與歷史〉 ,張玉法 、張瑞德主編 ,《 中國現代 自傳叢書》(台 北市 ,

龍文出版社 ,民國η 年),頁 7。

註 a 唐德剛著 ,《 胡適雜憶》 ,頁 12。

註釳 PaulThUmpsUn,TheVUiceUfthePastUraIⅢstU,.lUXfUrd,LUndUn,New又忒

UxfUrd.U㎡哫〝 好Press,1g,s),p.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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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完備、詳盡和真實 ,以便史家依據這些資料來作合理的推演與重建 。

親身參與或耳聞者的陳述 ,不僅可以印證 、勘誤文獻資料的誤漏 ,並且

讓歷史的深度或動態的一面 ,更具體地被呈現出來 。甚至這些相關的陳

述 ,也將成為日後新領域的開拓或研究所需要的重要佐證 。

口述歷史由於訪談計畫在設定上的不同 ,以及訪談者 、受訪者主客

觀條件的差異 ,造成口述歷史在完備 、詳盡 、真實的目標上令人質疑 。

也就是說 ,口述歷史的執行並無固定化或標準化的流程 ,而常常是依主 、

客觀環境的需要來做調整或變動 。因此 ,有些口述歷史的學者視口述歷

史的採集方式是種藝術 ,而非完全的科學方式 ,而在調整的過程中 ,常

令人產生對口述歷史的不信任 ,認為它是研究人員隨其需要 ,自 由取捨 、

擺佈的遊戲或結果 。進而質疑或否定它的存在與價值 。然而在不斷的討

論和運用下 ,學者雖未達成一致共識 ,但仍對口述歷史的作法或目標 ,

深入探討與反省 。在眾多的討論中 ,將口述歷史視為史料的一種 ,亦即

獲取歷史材料的方法之一 ,而非一種新的史學 。因此 ,不管學者在計畫

的設定或訪談技術上的調整為何 ,其最終目標都應是史料搜集的完備 ,

任何方法上的變通都不應與此相違背 。

口述歷史依研究規模及日後用途的不同 ,可粗分為三大類 :一是私

人的研究 ,研究者從研究生到有經驗的作家 ,他們以個人身份接觸受訪

者 ,以獲取為特定文章 、專書的撰寫所需要的資試 。由於是針對研究者

個人專擅之範圍或題目來設定 ,故採訪對象或採訪內容皆由研究者依其

需要與認知來進行 ,所需經費 、時間較易掌控 ,研究者自我發揮的空間

較大 。但在人力 、財力限制下 ,其成果與運用上可能有極大的限制 。二

是口述計畫 ,特定的機關團體為某一特殊研究目標而進行較大規模的口

述歷史採集 。比起私人研究在採集規模及層面上 ,自然較多而複雜 ,亦

需要較多內部協調 ,以及與組織團體問較緊密的結合 。研究主題或層面

擴大 ,有益於此課題的多面探索 ,但個人的作法需因應組織 、團體的要

求而有所修定 。三是口述檔案的方式 ,與前二者有較明確目標的收集相

較下 ,此類口述歷史的受益者並非訪談者或特定人員 ,而是日後的研究

者與新領域的發展。因此 ,只要認定訪談資料將有所作用或保存價值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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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加以採集 ,以期留下更多完整的資料 。充份滿足資料完備之要求 ,但

衍生而來的龐大經費 、人力 、和保存資料的空間 、設備⋯⋯等問題 ,卻

是棘手之至 ,必須仰賴國家政府的大力支持 ,私人或基金會只怕力有未

逮 。(註 23)這三者在進行的注意事項或資料取捨上或有所不同 ,但大致

上所
、
經過的步驟卻不 出下列 四部分 :計 畫 、規畫Pr句ect);訪 談

(interview9;轉記 、記錄(simng);歸類存檔(stUring)。

口述歷史的進行 ,首 先面臨的就是規畫問題 ,也 可稱為定 向

(Urientation)問 題 。若無規畫 ,訪談對象的選擇 ,訪談的內容及所涉及的

層次或深度⋯⋯等皆無從考量 。而口述歷史進行所需要的時間 、經費等

問題 ,亦無法估算 。這些問題若無法解決 ,口述歷史將難以進行 。但學

者對口述歷史的規畫又常遭人質疑 ,甚至詬病 。有些人認為 :學者可以

透過人選 、訪談內容的詳加規畫 ,只選取自己所需的部份 ,其餘則摒棄

之 ,「 創造」學者自以為是的歷史 ,令人對口述歷史的存真程度 ,打上

一個大大的間號 。然而 ,若缺乏此一規畫步驟 ,整個訪談就會像一艘既

無目的 ,又缺羅盤指向的船隻 ,航行於大海之中 ,茫然失措 。對此一左

右為難的狀況 ,目前並無定論 。研究者在分寸的拿捏上 ,似乎只能依賴

個人學術訓練 、或研究主題及相關資料的掌控 ,自 行判定 、調整 。因此 ,

難免有各行其是的情況 ,也就產生五花八門的各種法則和理論 。面對變

通處理下的口述資料 ,使用者自然遲疑不前 。結果是——後代學者只能

希望口述歷史的計畫者和執行者 ,皆能將規畫源起及過程加以記載留

存 ,以備後人的理解和判讀 。這不僅是個負責任的作法 ,也是令後人在

對口述歷史的發展及資料運用的限度 、優劣 ,提供最實際的幫助 。唐德

剛在 《胡適口述自傳》的 〈寫在書前的譯後感〉及 《胡適雜憶》(註 2Θ

註 23 同上 ,p.11-p.12。

註 Z 《胡適雜憶》原題 〈回憶胡適之先生與口述歷史〉 ,曾在 《傳記文學》上連

載十期(第 一八三期至一九三期),原 本是作為 《胡適口述 自傳》一書的短序 ,

後因篇幅過長(十餘萬字),只 得另行出版成為專書 。書中對於胡適一生牽惹

的問題與糾葛 、生活點滴與掌故 ,有 著活潑而生動的描繪 。

1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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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中 ,提供了不少 《胡適口述自傳》的成書背景及其過程 ,讓後人得

以更清晰地研讀此一作品 ,進而評估它的作用和價值 。此外 ,這些雜記

中的補述 、追憶 ,讓後人有機會一窺胡適生活中自然且不修飾的一面 。

在唐德剛的敘述中 ,不難發現 :胡適口述計畫原是一個私人研究 ,

故胡 、唐二人對計畫大綱有他們獨特的看法和作法 。後來 ,在因緣際會

下併入哥大東亞研究所的 「中國口述歷史計畫」中 ,成為大規模計畫中

的一部份 ,因此在研究定向上必須考量東亞研究所的立場和規畫 。同時

為遷就胡適的時間(留美時日有限),及當事人(胡適)的意見 ,整個計畫的

大綱和進行方式不得不加以調整 ,以利計畫的順暢進行 。而胡適當時更

考慮到 :未來讀者既是美國大學中治漢學的研究生 ,因此章目結構 、材

料取捨 、乃至文稿的語文選擇 ,皆是以 「美國研究生」為考量 ,許多精

彩的個人看法或言論皆被捨去不錄(或不用)。 對於此種取捨 ,我們所看到

的是胡適較嚴肅而有條理的學術敘述 ,對於胡適個人的心境與其他發

展 ,則著墨有限 。在層層考量下 ,此一口述計畫定位於——胡適學術方

面的有系統敘述 。此一定向規畫不僅是後人的遺憾 ,也減損了這本口述

自傳在史料完備上的價值 。

訪談是口述歷史最具特色的部分 。如何取得受訪者的合作 ,獲取最

豐富的資料 ,有賴訪談前的準備 、訪談時的技巧 、訪問者與受訪者間的

互動 ,這些都將決定訪談的成功與否 。在進行訪談前 ,訪問者必須對相

關史料 、背景的掌握和理解 ,下點功夫 ,以免疏漏重要關節或為受訪者

所輕視 ,影響了訪談結果 。訪談前與受訪者關係的建立也十分重要 ,若

彼此能有某種程度的信賴 ,將有助於受訪者勇於表達 、陳述過往 。訪談

進行中除了必備的器材須準備妥善外 ,訪問者應以誠懇的態度 ,引導受

訪者開始陳述。除了特定問題或疑問的請教外 ,儘量讓受訪者暢所欲言 ,

以便從中發掘更多的資料和證據 。為了讓訪談順利進行 ,訪談的時間 、

訪問長度 、地點等皆需斟酌 ,以免訪談被干擾 ,影響口述歷史的進度或

品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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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在進行訪談時 ,就曾因胡府的人潮 、電話干擾 ,而不得不改

在哥倫比亞大學工作 ,以爭取口述採訪的順利進行 。此外 ,胡 、唐二人

的同鄉 、同校 、及以往的相處 ,種種情誼所建立的友善 、信賴程度 ,也

使胡適對於眾多事務 、問題能夠也願意說與唐德剛聽 。可惜二人口述方

式的進行——依所訂大綱搜集資料 、擬稿 、再依草稿增減口述的流程(見

本文三 、《胡適口述自傳》的成書過程及特色一節),漏失了許多胡適最

真實 、也頗珍貴的史料和感受 。唐德剛在 《胡適雜憶》中亦寫道 :「 .⋯‥

治口述歷史的學習過程中 ,在胡適先生認可的正式錄音記錄裏 ,實在所

學有限。使我獲益最多和了解胡適最深入的部分 ,還是胡公認為的『
。
ffthe

recUrd』 (記錄之外)的那一部份 ,⋯⋯胡氏也坦率說出他自己生活上的細

枝末節 ,以及思想上的今昔之異⋯⋯ 。這些都是正式 『記錄』上所沒有

的⋯⋯ 。」(註 巧)

這些是口述訪談中最可貴的部分 ,可惜在胡 、唐二人的口述計畫中

被遺漏 。此外 ,為了有系統的介紹胡適觀念的這部 「學術性自傳」 ,顧

得了學術的介紹 ,就顧不了當代政治 、社會背景的陳述 。也就是說 ,在

認識胡適的部份之餘 ,其他相關史料的採集 、保存 ,自然十分有限 ,與

口述歷史的目標 、功能頗有出入 。這些都是唐德剛在規畫與訪談中因遷

就主 、客觀環境 ,而未盡周到之處 。

口述歷史中整理記錄也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 ,亦是爭議頗多的部

份 。首先 ,是否所有口述訪問都需要轉化為完整的書面稿 ?如何轉記 ?

前者的答案是不
一

定 ,因為在人力 、經費的限制 ,加上轉記的技術與分

寸拿捏並非易事 ,為免誤導讀者或研究人員 ,只要有良好的分類 、建檔

和保存 ,書面稿並非一定的工作 。然而 ,從另一角度來看 ,為使資料流

通 ,研究者方便使用 ,仍有不少訪談記錄被轉記為文字而印行出版 。既

視口述歷史為「史料」的一種 ,在轉記過程自然必須忠於受訪者的原意 ,

註 % 唐德剛著 ,《 胡適雜憶》 ,頁 2幻-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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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任意修改 、詮釋或扭曲的原則 。有些受訪者的說法或細節與訪問者資

料有出入者 ,在小心向受訪者查問後 ,仍應忠實記下受訪者所說的 。室

於真偽的判定 ,就留給研究或使用此一口述歷史資料的學者去查證和判

定 。若訪談者貿然以自己的修正或意見混入其中 ,一來有損此一口述歷

史的原始性 ,二來或許喪失了勘補現有資料的價值和功能 。

《胡適口述自傳》一書 ,從成書過程及內容來看 ,許多地方都與口

述歷史的要求出入頗大 。例如 :唐德剛自承 :「 我替胡適之先生寫口述

歷史 ,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 ,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

加以印證補充 。」(註 26)加入的這些材料雖事後經胡適認可 ,但這種作

法是不是口述歷史所應有的 ,則是一個頗爭議的問題 。因為口述歷史之

所以珍貴 ,就在講述者自己透露那些不為人知的部份 。(註 299其次 ,文

字涵養和掌握程度也是一個重要爭議 ,亦即如何正確 、精確傳達受訪者

原始敘述的意思和感覺 。唐德剛對於哥大的英文稿本就不甚滿意 ,認為

那是一部未定稿 ,哥大率爾影印發行 ,未免草率 。當年胡 、唐底稿是英

漢並用 ,後因哥大要求刪除中文稿 ,為此 ,一些論學專有名詞和學術討

論的漢譯英 ,亦頗費一番手腳取捨 。二十年後 ,唐德剛再依英文稿及手

邊殘餘資料由英譯漢 ,其中的誤差 ,只怕在所難免 。何況 ,唐德剛亦指

出 :記人言之困難 ,不得其意時 ,往往以己意出之的現象 。從英文稿到

中文稿 ,其中文字雖說是胡適的口述記錄 ,但頗多部份是唐德剛聽聞後 ,

再表達 、記錄下來的東西 ,其中也有誤記或誤解之處吧 。最後 ,值得一

提的是 :胡適與唐德剛在行文 、用字 、遣詞上的極大不同 。胡適在美國

所受的學術訓練與推動白話文的背景 ,其為文較為淺白、平實 。而唐德

剛為文則多是半文半白 、文白相雜 ;而且唐德剛文字的深刻 ,筆調的潑

辣 、愉悅 、豪放 、尖銳 ,令文章讀來引人入勝 、毫無冷場 ,是其文學上

註2U 唐德剛 ,〈 文學與口述歷史〉 ,《傳記文學》卷碼 期 4,民國召 年 1U月 ,

頁 1l。

註 η 朱浤源 ,〈 論口述歷史訪問的方法〉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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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力與優點 。但對於口述歷史希望忠實表留口述者史料的目標 ,只怕

有所妨礙 。不同的表達文字和筆調 ,是否將令人誤解胡適的意見和感受

呢 ?以上所提各項都是對唐德剛所譯著 《胡適口述自傳》是否應被視為

口述歷史 ,在方法 、作法上的一些質疑 。

最後 ,口 述歷史在訪談後 ,除了轉記記錄之外 ,訪談資料 、錄音帶 、

錄影帶的編整和保存 ,亦是不容輕忽的課題 。為了長久保存 ,錄音帶 、

錄影帶本身的品質自當留意 ,收藏地點的溫度 、濕度亦需留心 ,否則只

怕這些最原始的口述史料壽命不長 。在耗費眾多人力 、資源後 ,這些珍

貴資料未及使用或研讀 ,即已毀損 ,豈不令人扼腕 ?此外 ,為了使用的

方便和普遍 ,口述歷史的編目 、提要 、分類索引等資料之製作 ,將是不

可或缺的。透過這些引導資料 ,研究人員將可調借相關錄音帶 、錄影帶 ,

親一自聆聽這些口述者的陳述 ,再應用到他們研究的領域或專題之中 ,進

而發揮口述歷史的功效與價值 。

伍 、結論

人類的歷史資料 ,最早祇能靠遺物 。語言發明後 ,增加口傳的資料 ,

歷史就變得上t較動態 。俟文字出現 ,許多動態資料被長久記錄下來 ,口

傳資料自此與文字結合 。日後文字資料一枝獨秀 ,成為歷史研究的主要

依據 。到愛迪生發明留聲機之後 ,口傳資料的登錄進入另一個時代 。言

者 、聽者與記錄者之間的距離 ,在了解的程度上有了重大突破 ,說話的

原音被保存 ,記錄者藉著重覆播放 ,可以較完整無誤地將原意登錄下來 。

以前因主觀判斷與認知上的差異 ,所生誤傳 、誤導 、誤解的遺憾 ,至此

減到最低 。說話者的情緒 ,甚至特殊的語氣 ,都能藉著文字或科技產物

而被保留下來 ,更增加動態的層次 。(註 28)         ﹉

�紶

�羕
眭﹌

註努 〈發刊詞〉,《 口述歷史1》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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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的主要目的 ,在於搜集並保存史料 ,亦即視口述歷史為史

料的一種 。尋找歷史的見證人 ,提供不同角度的回憶 ,祇要是真實的回

憶 ,且具有史料價值 ,皆應列為訪談的對象 。事功顯赫之士 ,自然值得

記錄 ;一般人民如對某一重要歷史事件或發展有所證見 ,亦值得留下記

錄 。中國近現代史是一段錯綜複雜 、變化神速的歷史 ,政治 、經濟 、社

會 、文化各方面的變遷是令人目不暇給的 。在這樣一個時代裏 ,各行各

業的中國人 ,特別是居於領導地位或置身關鍵角色的際遇 ,就顯得格外

重要 ,必須詳加記錄 。(註 299胡適在中國現代史中是一個受人注目且有

爭議的學者 ,他在中國文化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產生的影響力 ,是不

容輕忽的 。唐德剛在美國與胡適先生的往來和情誼 ,致使二人有機會進

行口述自傳的計畫 ,而後有 《胡適口述自傳》的發行刊布 。

從 《胡適口述自傳》的成書經過和內容來看 ,與口述歷史或自傳都

不太相同 ,而比較接近 「傳記」 ,一本由胡適先生口述提供資料 ,唐德

剛考訂 、過濾 、組合的傳記 。《胡適口述自傳》在方法論上與口述歷史

的差異 ,從規畫 、訪談到轉記記錄等方面的差異 ,已在前文中描述 ,現

在再將傳記 、自傳的區分稍加說明 。所謂 「自傳」和 「傳記」是兩門不

同的學問 。自傳是史料 ,人人可得而保存之 ;傳記是史學 ,是有訓練的

歷史學者的工作。寫自傳的人 ,其內容的真實性 ,和所保存史料的價值 ,

則是根據作者自己對社會的貢獻而定 ;憑著自己的記憶力 、組織才能 、

見識和私德來寫作 ,信不信由你 。寫傳記的人則是根據他的職業訓練

ωrUfessi° nalt㏕ ning9和職業道德ΦrUfess㏑ nalethics9而 執筆。｛扁信無徵 ,

則是訓練不足 ;曲筆厚顏 ,則是道德有虧 。一位執筆人如果自信訓練有

素 ,道德無虧 ,則為人作傳 ,雖不中亦不遠矣 。唐德剛在替胡適所擬的

胡適口述歷史計畫大綱 ,是想 「自傳」 「傳記」兩方面兼顧的 。(註 3U9

註 幻 同上 ,頁 4。

註 3U 唐德剛著 ,《 胡適雜憶》 ,頁 生U＿2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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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從內容的考訂 、陳述的方式 ,似乎處處可見的是唐德剛對胡適認

識與了解的反映 ,亦即透過唐德剛去了解胡適的成份比較大 。所以 ,我

認為這本書是唐德剛著作的一本胡適先生的學術性傳記 。

傳記是一種史學著作 ,而 自傳 、口述歷史則被視為史料 ,二者的標

準自然不同 。史料要求真實 、詳盡 ,但是自傳 、口述歷史常被人批評因

強烈主觀色彩而影響到做為史料的真實性 。不過 ,既然視口述歷史為史

料的一種 ,研究人員在採用之前 ,本就應該先行檢驗 ,以確定這份口述

歷史資料的正確無誤及可運用的限度 ,而不是貿然地完全採信 。也就是

說 ,口述歷史並非一種新類型的歷史 ,只是另一種歷史方法 ,幫助研究

人員搜集到另一類型的資料或證據 ,以便更深入而客觀地了解歷史 。雖

然口述歷史是一種絕對主觀且片面的史料 ,然而史家或研究人員將他們

與其他史料放在一起 ,試圖從其中建立一個客觀的歷史實體或事實 。也

就是說從眾多的主觀中尋找 、建立客觀 。

(本 文曾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十
六日 ,由 教育部主

辦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承辦的「全國歷史學論文討論會」中發表 ,

並已收入 《全國歷史學論文討論會論文集》上冊 ,今經修訂後重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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