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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為例

⊙ 王汎森

 

近代中國與日本的愛恨情結，使得任何有關這個問題的研究都難以下筆，而且不容易被平情

看待，總覺得在字面之後，應該還有潛在的動機。這種情形當然不是全然子虛烏有，譬如一

些傑出的漢學家就將他們的研究與日本對華的政策聯繫起來。內藤湖南與白鳥庫吉是兩個好

例子。

內藤湖南的著作中曾表示，中國的問題太多，內部已經腐爛不堪，早已不再有自生自發、復

興自己的能力，因此必須藉著日本的幫助或引導（甚至是武力介入），才可能使中國再生。

內藤後來參加了滿洲國，他的一生似乎體現了善意與擴張主義複雜的夾纏與掩飾。白鳥庫吉

與津田左右吉這兩位學者傾向於貶損中國思想文化的價值。這樣的作法仍然支持了日本的擴

張主義。而以研究中國人留學日本的歷史著名的實藤惠秀，一度也有透過追索近代中國的日

本因素來支持日本侵略的傾向1。在這裡，我想盡可能（雖然不一定能做得到）擺脫這些偏見

來探討戊戌前後中國思想資源之變化與日本的關係。

以「思想資源」這一點來看，寬泛一點說來，清末民初已經進入「世界在中國」（郭穎頤

語）的情形，西方及日本的思想知識資源大量湧入中國，逐步充填傳統軀殼，或是處處與傳

統的思想資源相爭持，最後取代傳統思想的地位。

我們不能小看「思想資源」。每一個時代所憑藉的思想資源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人們靠著

這些資源來思考、整理、構築他們的生活世界，同時也用它們來詮釋過去、設計現在、想像

未來。人們受益於思想資源，同時也受限於它們。但無論如何，人們是透過它們在想事情。

弄清楚一個時代「思想資源」的版圖、輪廓與內容非常不容易。在「思想資源」沒有重大改

變之前，思想的種種變化，有點像「鳥籠經濟」，盤旋變化是可能的，出現一批特別秀異獨

特的思想家也是可能的，但是變化創造的幅度與深度還是受原有思想資源的限制，不大可能

掙脫這個鳥籠而飛出一片全新的天地。這或許也解釋了為甚麼傳統士人在面對危機或是面臨

重大轉折時，一再想像的解決辦法都是回到上古三代。明末清初幾位思想家的言論可以作為

代表。顧炎武把「六經之旨」與「當世之務」等同起來，黃宗羲認為不讀經書則不能為「大

家」等等。這種現象背後當然還有「崇古」等其他更為複雜的因素，但是傳統中國「思想資

源」的限制必定是一個關鍵因素，這種心態不只表現在對某些具體事情的看法上，同時亦形

成一種普遍的態度，使得傳統士人一旦眼前無路，便想回到上古三代，因為眼前少有其他更

具說服力的「思想資源」供其選擇了。

大量流入近代中國的西方及日本的知識，是繼佛學進入中國後另一次大規模的「思想資源」

的變動，人們的「概念工具」大變，所以詮釋過去、設計現在、想像未來的憑藉也不同了。

洋務運動以後譯介西洋書籍的風潮已經開始，而且它與晚明翻譯西書有所不同，因為晚明所



譯西書在當時廣大士大夫圈中只佔邊緣性位置。但清季西學進入中國時，後面跟著洋人的槍

砲，所以它的說服性很強，反對它們的人固然所在多有，但整體而言，西學逐步取得讀書人

的注意。如果沒有這一批新書籍，康有為也不會有足夠的思想資源建構他在戊戌以前的思

想2。然而，誠如梁啟超1897年在〈大同譯書局條例〉中說：京師同文館、天津水師學堂、上

海製造局等機構，在三十年間譯書不過百種。甲午戰敗後，來自日本的思想觀念及書籍，其

規模遠大於前者，尤其重要的是，大量西書透過日本的翻譯再轉譯為中文，這等於是經過日

本的選擇與咀嚼後才放入中國的口中。

一

「思想」沒有翅膀。以傳統中國士人的文化自信而言，如果不是現實政治社會面臨嚴重問

題，根本不可能為新思想資源的引入創造有利的土壤。故討論日本思想資源輸入的問題，首

先要看中日兩國在歷史的天平上輕重的轉變。

雖然中日兩國的思想差異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大，但無可諱言，在近代以前，日本始終深受中

國文化的影響。以德川時期為例，宋明理學與清代考據學的影響更是深入，即使到了近代，

中國被西方擊敗的經驗也被幕末的日本充分吸收。大庭脩的許多著作都討論了這一點。他搜

集寧波、南京兩地輸出日本書籍的目錄，並追查其中部分重要書籍的流向，對這一「受容」

現象勾勒了一個輪廓。像《海國圖志》一書，便對幕末日本的領導階層及「志士」發生重大

影響3，是長期閉塞的日本認識西方世界的重要依據。

在日本人眼中，中國逐漸從「正面教員」變成「反面教員」。中國在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一

系列敗績，成為日本的「反面教材」。鴉片戰爭中的挫敗，對當時尚未嚐到洋砲滋味的日本

所造成的震撼非同小可，反而對中國的士大夫圈影響不那麼大。我們發現日本如飢似渴地希

望知道西方的情形，許許多多當時中國翻譯的西書，甚至是明末譯的西書，都流入幕府領導

階層手中，尤其是《萬國公法》一書最值得注意。連大明律也在明治初年得到相當大的注

意4。

中國成為日本「反面教員」的另一個例子是太平天國戰爭。日本從這一場殘酷的戰爭中學到

了許多。1862年，高杉晉作、久阪玄瑞還有其他幕府官員就曾親自到上海觀察太平軍的組

織，這些觀察對幕末日本也有影響5。當中國勉強從太平天國之亂掙扎過來時，日本正好完成

了明治維新，而且進行一系列的新改革。從此時開始，文化交流的方向整個倒過來。黃遵憲

的《日本國志》、《日本記事詩》為中國保守士大夫繪畫了一個他們幾乎不認識的新日本，

這些書也為戊戌變法提供了相當大的動力。

黃遵憲可以說是第一個嚴肅面對一個正在成形的新事實的人，不過他顯然也是透過自己的眼

晴在篩選他所看到的東西。黃遵憲雖然對當時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以及議會制度存有好感，

但是他最強調的，還是日本如何成功地透過中央集權而成為一個現代的國家6。有意思的是，

黃氏的著作在甲午戰敗之前並未引起當時中國士大夫的注意，該書完成於1887年，以抄本的

形式流傳，並且在1895年印行，但是在甲午戰敗之前卻從未廣泛地流通。這種現象自然與中

國亙古以來的日本觀有關：日本長期以來都小心翼翼地注視中國的變化，謹慎地考慮因應之

道，反觀中國這一邊，則總是因為優越意識作祟而漠視它的東鄰。在一篇有關中國對日本態

度之變化的研究中顯示：甲午戰爭之前，幾乎沒有官僚或士大夫認為中國會被日本擊敗。當



時已經有相當數目的書報導日本的新發展，所以中國知識份子並非盲目到完全不了解日本在

明治維新之後的發展，但是它們幾乎沒有引起清廷決策者的注意。

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三百年來的第一戰。這場戰爭之後，日本的自我形象劇變，而在日俄戰

爭之後達到高峰。日本對中國的態度亦急遽變化。在此之前，日本雖然知道中國被英國打

敗，但是仍不敢認定中國兵疲力弱。可是，甲午之戰改變了這一切。

哥倫比亞大學日本文學專家多納德．金（Donald Keene）有這樣的觀察：在戰前，日本比較

嚴肅的文學作品大都是用漢文出版的，這是為了向它的讀者們保證，該書不是寫給無知識的

婦女或小孩看的7。甲午之後，漢文在日本學校課程中的重要性大幅降低8，而且有許多日本

人認為，日本而不是當時的中國才是中國傳統光輝的繼承者9。在當時日本的通俗讀物中，

「到北京去」成為相當流行的口號10。

在日本急遽變臉之時，中國方面也有激烈的改變。從1896年起，大量中國學生湧入日本學

習，光是1906年就有大約8,600人前往。美國的日本史權威詹森（Marius Jansen）便認為，

以當時留日學生的數字而言，中國學生的赴日留學可能是到那一刻為止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

留學生運動11，而戊戌前後中國思想文化中的日本因素便與這一波留學運動分不開12。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留日學生的終極目標並不是學習日本的學術文化，而是學習西洋文

化13。然而，日本也不僅止是一個「接生婆」，事實上，許多轉手而得的西洋知識已經經過

日本的選擇、改變，或已沾染上日本的色彩。

二

以下我將舉幾個例子，藉以介紹當時從日本吸收進來的文化資源：

首先是翻譯。早在1939年，佐藤三郎就已經出版過一份目錄，發現有152本日本歷史著作被譯

成中文14，此後，這一份中譯日本書的目錄越加越長，一部重達數公斤的書中搜集了5,767種

書目15，但據調察，尚有將近一千種書未被收入。試想這是何等龐大的一筆新的「思想資

源」？如果分析這些中譯日本書出現的年代，我們便可看出一個清楚的變化：1896-1911年是

譯書的高峰，共有956本書被譯成漢文，1912-1937年則有1,759種；相比之下，在1896-1911

年間，日本從漢文迻譯過去的書只有16本而已。這是一個近乎諷刺的懸殊比例。在這個時

期，日本譯介全世界各種語文著作的工作中，中文書籍所佔的分量也急遽下降。在一份根據

《明治文獻目錄》（1932）所做的分析中發現，它所列的1,472本從各種語言翻譯過來的書籍

中，只有3本是譯自中文的16。如果把它與《唐船持渡書》相比較，便可以充分發現，明治以

前中日之間那種文化思想的關係已經徹底消失。

在大量中譯的書籍中，以各級學校的教科書最為大宗，這些新教材掀天蓋地鋪向中國的每一

個角落。當時，中國各地常為使用舊式教材或新譯教科書起爭執，陳獨秀幼年便親歷過這種

經驗17。本世紀初年出版的《國粹學報》中，對大量從日文翻譯過來的教科書便非常不滿，

但是他們並不想再以古代典籍作為教材，而主張自己編一套。在〈國粹學報略例〉中有這樣

一段話：「我國近今學校林立，而中學教科書尚無善本。」其下有小注云：「我國故有之載

籍，卷帙浩繁，編纂極艱，故無一成書者。坊間所有，多譯舋東文。夫以本學之學術事實，



反求之譯，其疏略可知。其可恥孰甚？」

接著是文學。如果把近代中國文學變革的根源都算到日本身上，那當然是錯誤的。不過仍有

一些學者認為，「文言合一運動」可以在明治的日本找到根源。日本學者中村志行就日本文

學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作了研究18。以梁啟超為例，梁氏在《新民叢報》中的文體，常被認為

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後來的陳獨秀與胡適。中村志行分析了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並發

現它有深厚的日本根源19，黃得時在研究梁啟超翻譯的《佳人奇遇記》與中國的新小說時也

得到一樣的結論20，甚至從梁啟超的詩中可以發現他揚倡的「詩界革命」也有日本的因子21，

而明治時代的新戲劇運動與晚清中國的戲劇改革之間也有關聯22。

新詞彙的引入似乎更為重要。對日本來說，漢字與中國的詞彙早已像是血液中的成分，去除

不掉了。但是戊戌前後，或者說上一世紀的最後十年，日本詞彙大量「倒」進中國文化中。

實藤惠秀在《中國人日本留學史》中開列了一張數目龐大的詞彙表，但是仍有人認為他還未

窮盡所有詞彙。新詞彙引入的規模之大與涵蓋面之廣，大概只有中國中古以來大量出現的佛

經詞彙可以比擬23。而這些詞彙的引進，也相當微妙地改變了中文的文法，假如沒有這批詞

彙作為概念工具，許多文章就不會以那樣的方式寫出來。這使我們想起年鑑學派史家費夫爾

（Lucien Fevre）在研究拉伯雷（Rabelais）究竟是「不信者」或只是像伊拉斯莫斯

（Erasmus）那樣的基督教人文主義者時，發現十六世紀並不存在「絕對」（absolute）、

「相對」（relative）、「抽象」（abstract）、「因果」（causality）等字眼，所以在當

時的「概念工具」中並不足以產生決然「不信」的概念24。如果想了解這一批從日本引入的

詞彙對後來中國的影響，那就得想像這批「概念工具」如果不曾在那個時代存在過，人們到

底會怎樣下筆寫文章。

這批如海水般席捲而來的新詞彙，有些其實是中國古代的名詞，經過日本人重新使用再介紹

到中國來，其中有些詞彙的意義已經產生變化，譬如「經濟」一詞便是。新人物喜歡用新

詞，當時的出版商只要看到稿子中有新名詞，便儼如看到了品質的保證，可是舊人物卻恨之

入骨。張之洞曾經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詞，可是他的幕僚說，「不要使用新名

詞」中的「名詞」二字便是新名詞了（案：「名詞」二字亦是來自日本的），可見新詞彙滲

透力之大，就連反對它的人都不知不覺地在使用它。

另外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滿清退位之後，在東北準備捲土重來的蒙古貴族升允曾在民國二年

（1913）六月間發表三篇檄文，其中第二篇居然專門攻擊新名詞25：

嗚呼！近時為新名詞所惑也眾矣。人有恆言，動曰四萬萬同胞，曰代表，曰保種，曰排外，

曰公敵，曰壓力，曰野蠻，曰推倒君權，其不可一、二數。凡此皆僅以為籠絡挾制之術者

也。

他的檄文當然是針對清末推倒滿清的幾種新政治詞彙而發，而其中有幾個便是來自日本（譬

如「代表」）。

到了1915年，有一本題為《盲人瞎馬之新名詞》的書，作者署名「將來小律師」（趙文

祖），他說自戊戌變法維新以來，日文行於中土，其中流行的新名詞有59個：「支那、取

締、取消、引渡、樣、殿、哀啼每吞書、引揚、手續、的、積極的─消極的、具體的─抽象

的、目的、宗旨、權力、義務、相手方、當事者、所為、意思表示、強制執行、差押、第三

者、場合、又、若、打消、動員令、無某某之必要、手形、手乎、律、大律師、代價、讓



渡、親屬、繼承、片務─雙務、債權人─債務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取立、損害賠

償、姦非罪、各各─益益、法人、重婚罪、經濟、條件付之契約、慟、從而如何如何、支

拂、獨逸─瑞西、衛生、相場、文憑、盲從、同化。」26這張名詞表中有一些現在已經完全

不流行了，不過如果將其中一大部分從今天的中文中取消，造句作文必定是另一番景象。

1934年，江亢虎、王西坤、胡樸安、潘公展、顧實等人組織「存文會」，提出「保存文言」

的口號，但他們的宣言書很快就遭到攻擊。1935年5月《現代》刊登了江馥泉的一篇文章，指

出存文會的宣言中凡是被他標有底線的詞彙，都是「群經正史諸子百家」見不到的，其實就

是來自日本的詞彙27。汪馥泉標識的這紙宣言書收入《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參看實藤的原書，譬如第一句「發起旨趣書」，除了「書」字以外，皆是日本詞彙28。

當然，新詞彙有一個逐步說服人們的過程，譬如梁啟超文章中：「美利堅……一戰而建造獨

立自治之國家者，華盛頓時代也……三戰而掌握世界平準（日本所謂經濟，今擬易此二字）

之權者，麥堅尼時代也。」他不時擺盪於中國的舊詞及日本的新詞中，譬如他在這裡便猶豫

究竟要用舊詞「平準」還是新詞「經濟」，後來還是「經濟」佔了上風。又如他寫：「日本

自維新三十年來，廣求智識於寰宇，其所著有用之書，不下數千種，而尤詳於政治學、資生

學（即理財學，日本謂之經濟學）、智學（日本謂之哲學）、群學（日本謂之社會學）

等。」29最後，當然也是「經濟學」、「哲學」、「社會學」壓倒了「資生學」、「智

學」、「群學」。

這些思想資源的引入，使人們在考慮事情時有了相當不同的方式。以政治思想為例，明治時

期的自由民權運動、無政府主義運動乃至社會主義運動，都深刻影響當時知識份子的政治思

維。此處僅舉與本題最為相關的一個例子，即日本的思想資源如何影響康有為和戊戌變法。

康有為在1886年要張延秋告訴張之洞中國西書太少，尤其在政治方面更是缺乏，因為傅蘭雅

所譯西書，「皆兵醫不切之學」30。那麼，在有關政治方面的變革將取資於何方呢？康有為

很快地轉向日本，所以隔年12月，他在〈上清帝第五書〉中清楚建議光緒「以日本明治之政

為政法」。《康有為自編年譜》1898年條記他與李鴻章、翁同龢、廖壽恆、張蔭桓等討論變

法，李曰：「然則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康氏答以「今為列國並立之時，非復一統之

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統之法，弱亡中國，皆此物也，誠宜盡撤，即一時不能盡去，亦當斟

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然後「陳法律、度支、學校、農商、工礦政、鐵路、郵信、會

社、海軍、陸軍之法，並言日本維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備，與我相近，最易仿摹，近來編

輯有日本變政考，及俄大彼得變政記，可以採鑒焉」31。黃彰健先生比較《日本變政考》與

《明治政史》（1890）發現，《日本變政考》記明治元年事大部分是據《明治政史》摘譯再

加以改竄32，而《變政考》中其他不少內容及帶有主觀見解的案語，則顯然取材自黃遵憲

《日本國志》。譬如《變政考》卷二談紙幣，卷三談官祿，卷四談兵制，卷五談內務省、大

藏省等官制改革，卷六關於元老院及大審院，皆明顯取材自《日本國志》。光緒在戊戌年頒

布的改革詔令，涵蓋官制、財政、憲法、海、陸軍、農工商礦等，不一而足，大部分是從

《變政考》轉手而來33。所以戊戌可以說是一種「日本模式」的變法，尤其是大幅脫出傳統

「六部」的觀念去思考諸子官制的細節這一點，便很值得思考。

以歷史寫作為例，傳統士人會非常順當地一朝接著一朝寫下去，可是日本教科書進來之後，

人們的寫法開始改變，發現只有一姓之變遷不足以為歷史分期之標準，並認為如果不分期，



則史事雜陳，樊然淆亂。在這方面，由羅振玉主持的東文學社出版、樊炳清譯桑原騭藏的

《東洋史要》影響最大。這部書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來分

中國歷史，第一期斷至秦皇一統，稱之為漢族締造時代；第二期自秦皇一統至唐亡，稱之為

漢族極盛時代；第三期自五季至明亡，稱之為漢族漸衰，蒙古族代興時代；第四期括滿清一

代，稱之為歐人東漸時代。而後來編寫教科書的中國人便有意採取這種方法，下筆之際，紛

紛以四期來分。一位留心觀察中國史教科書的人發現：「近年出版歷史教科書，概以桑原氏

為準，未有變更其綱者。」34

綜而言之，這是一波沒有像陳獨秀、胡適那樣的文化明星卻又影響廣泛的譯介運動，是前於

五四的一次啟蒙35。近代中國的啟蒙是一個連續體，不是在一次發動中完成的。晚清這一筆

由日本引入的思想資源固然不像新文化運動那樣轟轟烈烈，不過它的重要性卻不可忽視。它

透過各種學門的基本書籍或是上自大學、下至中小學的教科書，帶來了更為廣泛的影響36。

這也難怪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會說，英美留學生在戊戌前後這一場大規模引介西方

思想文化的運動中幾乎不扮演甚麼角色，反倒是一群不通西洋語言文字者（主要指留日學

生）擔當最重要的角色，「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輒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

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

會亦歡迎之」。所以他說：「坐此，為能力所限，而稗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誤諸弊，

皆不能免。」37 梁啟超用了這麼多負面的話來形容他們從日本稗販而來的西方知識，並不完

全是客氣之辭。關於當時留日學生「不通」的記載非常之多。郭沫若在《少年春秋》中描述

的那位教世界地理的丁平子，用章太炎式文筆寫講義，一兩個學期還沒講上兩三千字。有一

個學生在教師吸煙室中寫了「丁平子不通」五字，鬧出大風波，丁平子這樣答辯38：

我丁平子，三五少年也曾東渡，前年留學界鬧取締風潮，鄙人被選為四川留學生同鄉會的總

幹事……，乃今竟蒙賜以最不名譽之不通二字。夫以大通而特通之日本，留學界猶稱為通之

又通的我丁平子，乃受本府中學的一通不通的學生稱為不通呀，這在我從大通而特通的日本

留學界猶稱為通之又通的丁平子豈不是奇恥大辱嗎？……。

不管「通」或「不通」，留日學生的確在當時中國佔有顯著的地位。這種情形一直要到民國

初年英美留學生取得思想文化上的優勢後，才出現了所謂「鍍金派」──英美留學生與「鍍

銀派」──日本留學生的分別39。最後「鍍金派」壓倒了「鍍銀派」，成為思想文化界的驕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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