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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係以明末清初屈大均晚期著作《廣東新語》為核心文獻，探
討此書在地域、物質、社會經濟民生以及「經世致用」的「實學」
意義之外，還蘊含了精神式的「化外」深意。
所謂「化外」，係指始於敘述者進行「內／外」區辨，終於「納外
為內」之文化施教意圖而言。全文主要由二大面向進行論述──「
體例類目」以及「敘述特質與話語策略」。其一，先與三種舊本《
廣東通志》的類目對照，掌握「外志」在書中之敘述觀點與地位的
轉變，以呈顯《新語》在體例上的「奇」與「新」；其二，與博物
誌、類書之白描筆法不同，《新語》之敘述觀點多有「說話者」的
涉入，更強調「自我存在感」與「身分認同」的表述，間或紀虛而
不紀實，並善用遺民「隱語」之豐富歧義性，則其性質較近於中國
詠物託喻的書寫傳統以及史傳論贊之批判筆法。《廣東新語》撰述
旨趣之多元可能，亦於焉開展。
本文之最終企圖，將援引屈氏他作，在互文語脈下，建構出一套「
化外」論述；同時，也隱微勾勒了此書「南方偏霸」的文化認同
，研究者可以藉此觀察世變下士子撰史的多元意蘊。

中文關鍵詞： 世變，《廣東新語》，屈大均，化外，偏霸

英 文 摘 要 ： With the new discourse of Guangdong written by Qu Dajun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as the core
literature, the research not only studi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eography, material, soci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of the book,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meaning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but also contains the deep
meaning of spiritual externalization.

The so-called "externalization" refers to the intention of
the cultural teaching that begins with the narrator's
"internal/external" discrimination and ends up with
"outsourcing internalization”. The whole text mainly
prescribes from two aspects: “style and classified
catalogue" and "narrative trait and discourse strategy”.
First, compare it with the three kinds of old editions of
Guangdong Tong Tzi, and grasp the changes of the narrative
views and status of "foreign records" in the book, so as to
present the "peculiar" and "new" in the style of the new
discourse. Second, different from the natural history
records and the traditional delineation of Encyclopedias,
the narration of new discourse of Guangdong mostly involves
the "speaker", and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expression of
self-existence and sense of identity, the character of
which is closer to the writing tradition of the metaphor in
China and the critical method of praising historical
biography. As a result, it is possible to realize the
diverse interest of composing new discourse of Guangdong.

The final attempt of the article is to cite Qu’s other



works to construct a set of "externalized" discourse under
the context of intertextual languag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outlines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southern overlord"
in this book, which allows the scholars to observe the
diverse implication of the historiography under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英文關鍵詞： Changing world, new discourse of Guangdong, Qu Dajun,
externalization, over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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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verse Implications of historiography by the scholars 

in the Changing World— 

Analyzing of externalization deep meaning of Qu Dajun's 

“new discourse of Guangdong” 

Lin, I-Jung 

With the new discourse of Guangdong written by Qu Dajun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as the core literature, the research not only studi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eography, material, soci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of the book,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meaning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but also contains the deep meaning of spiritual externalization. 

The so-called "externalization" refers to the intention of the cultural teaching that begins with the 

narrator's "internal/external" discrimination and ends up with "outsourcing internalization”. The whole 

text mainly prescribes from two aspects: “style and classified catalogue" and "narrative trait and 

discourse strategy”. First, compare it with the three kinds of old editions of Guangdong Tong Tzi

, and grasp the changes of the narrative views and status of "foreign records" in the book, so 

as to present the "peculiar" and "new" in the style of the new discourse. Second, different from the 

natural history records and the traditional delineation of Encyclopedias, the narration of new discourse 

of Guangdong mostly involves the "speaker", and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expression of 

self-existence and sense of identity, the character of which is closer to the writing tradition of the 

metaphor in China and the critical method of praising historical biography. As a result, it is possible to 

realize the diverse interest of composing new discourse of Guangdong.

The final attempt of the article is to cite Qu’s other works to construct a set of "externalized" 

discourse under the context of intertextual languag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outlines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southern overlord" in this book, which allows the scholars to observe the diverse 

implication of the historiography under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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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08 年 7 月 5 日    

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原申請計畫案之內容，即提出到廣東中山圖書館查訪屈大均作品之必要性；後

來在執行計畫的過程中，發現《廣東通志》三種，殊為重要，故亦納入考察範

圍。此系列地方志書，雖已收入《廣州大典》之中，然在台灣，集部與史部分

屬不同學校，故此趟親赴廣東中山圖書館一覽，解決版本及相關問題。 

除此之外，另赴南越王博物館，查訪相關文物，並購置相關研究圖書。非常有

助於佐證「南越偏霸」論述之盛傳有實，其來有自。 

二、 研究成果 

本計畫之研究成果已具體撰成兩篇學術論文，其一〈世變下士子撰史的多元意蘊─

─試論屈大均《廣東新語》之化外深意〉，已投稿核心期刊，並通過審查，預計 2020

年刊登（《清華學報》）；其二，稿成近五萬字，正投刊審核中。此二篇論文，

皆努力掘發《廣東新語》於物質、社會經濟民生文化之意義外，另有精神式的

「化外」深意；具體而言，階段性期於廣東一地先行發展成「偏霸南方」的局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121-  

計畫名稱 「鬼神‧蠱厲與災異——試論屈大均《廣東新語》之化外深意」 

出國人員

姓名 
林宜蓉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出國時間 
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8 年 7 月 31 日 
出國地點 中國大陸．廣東省廣州市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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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此研究成果，將有助於豐富現今學界研究對於史志之多元探究。 

三、 建議與反省 

此次雖欲訪屈大均家鄉番禺縣，礙於交通不便，故未成行。或留待來日有機會

再訪，必當有收穫。 

另，中山圖書館之善本書籍近年來管理日嚴，已收入《廣州大典》者，即不得

調閱真跡版，或需高額掃描費。建議該單位應考慮在日支費用外增加此項雜支

費用。 

四、 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說明：本案並非國際合作研究。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相關照片） 

中山大學校門 廣東貢院舊址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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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旁之魯迅紀念館 南越王博物館(玉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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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1 篇 （投稿中）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0

博士生 1 研究資料查詢與匯整，報帳及相關業務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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