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和日本同為亞洲國家，在幾乎同時面臨亡國滅種的挑戰時，都試圖以

學習西方國家的軍事、建立近代軍事學為崛起的契機，但結局卻相去甚遠。日

本從1853年黑船事件到1894年甲午戰爭，再到1904年的日俄戰爭，僅僅經歷了

五十年，其軍事學已在世界取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日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中德國作戰失敗的時候，感覺似乎近代兵學發展的世界主流，已經移到東亞的

一角來了。」1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中國近代軍事學家林薰南

進行了深刻檢討：「非普及兵學則不能喚起戰鬥的意識，非發展兵學則不能加強

生存競爭的精神，⋯⋯數十年來，雖常聞發展兵學的呼聲，仍未見發展的偉大

成果」2。近代中日都是移植西方軍事學，並在此基礎上»手建設符合本國特點

的軍事學，那麼究竟二者在此過程中有怎樣的差別？這種差別又因何而造成？

一　軍事學地位的逆轉

眾所周知，日本文明的建立始終建立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基礎之上。607年，

日本聖德太子派出遣隋使至中國，從此日本對於中國軍事學等科學的移植漸漸

組織化和系統化3；到近代，日本又輸入西歐文明，最後創立了新的近代日本

文明。日本近代化的成果又傳入中國，為中國所接受，成為中國近代化的思想

基礎4。在科學發展的各個層面，日本已經走出了很遠，軍事學也不例外。至

二十世紀初，在軍事學主體、客體、載體各個方面，日本已逐漸成為中國學習

的典範。日本軍事教習、留日軍事學生、通過日本而來的西方軍事譯著、軍事

術語和條令條例的引入等等，都表明日本在軍事學方面已處於師者地位。

第一次鴉片戰爭對日本的觸動遠遠大於中國，閣老水野忠邦便認為需要加

強國防，將長崎炮術家高島秋帆請到江戶，讓蠻社同仁江川英龍學習西方炮

術，軍事科學的譯著在鴉片戰爭後數量突然增多。此後日本迅速正式採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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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百年中國與世界 炮術並進行軍事改革，同時計劃完備「舉國」國防體制。隨後西學的重點從過去

民生需要的知識和技術轉移到軍事科學上來。再者關於從事蘭學（江戶時代透過

荷蘭語傳入的西洋學術）研究的人，已從醫生轉到武士方面，正如福澤諭吉所說：

「寶曆、明和（1751-1771）以來八九十年間的蘭學是醫生從事蘭學，弘化、嘉永

（1844-1853）以後的蘭學則是士（士即武士）族從事蘭學。」急速推進了洋學的軍事

科學化，必然帶來軍制的改革，致力於建設洋式的陸海軍，而講武所、陸軍

所、海軍傳習所和軍艦操練所等的設立都是為了這個目的5。明治初年從軍事學

的需要出發，出現了沼津兵學校、築地海軍操練所等6。日本所仿效的瑞士蘇黎

世工科大學創立於安政二年（1855），明治十一年（1878）開始了戰爭科學講座。

其他歐美各個大學也從這個時候起設立了軍事科學的課程，其內容是操練和用

兵，而日本則講述軍事技術，尤其是武器製造7。這是後進國家軍事學的特點所

在，但無疑也說明了日本在竭力縮小與西方的差距。軍事技術上從直接進口西

方武器到甲午戰爭後全部由本國生產，軍事學主體從留學德、法等國到在中國

擔任軍事教習，軍事組織和制度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經受了檢驗，其軍事

學已在世界上令人矚目。

1870-1894年，中國的軍事學領域是德國人唱主角的時代，德國教習、德國

武器、德國軍制、向德國派遣留學生等等，但軍事學的實踐性特點是以戰爭來

檢驗它的發展。日本在近代掠奪、擴張戰爭中證明了其軍事學由後進而先進，

逐漸顯示了自己的特色，對一衣帶水的中國獨具吸引力。因此，在甲午戰爭

後，德國在華軍事影響力迅速衰退，中國的各地都產生了逐漸以日本軍官代

替德國人當教習的趨勢。而這種趨勢由於1905年日俄戰爭中日本的獲勝更為

加強8。到1906年左右，在華日本軍事顧問和教習達到了頂峰，幾乎遍及全國

各個省區，即便偏遠如新疆，也在1907年聘請曾在保定陸軍武備學堂任教過的

日本人上原多市擔任伊犁新建的陸軍武備學堂的校長，一直到清政府滅亡9。

1904年，清練兵處以日本軍校體制為藍本，正式頒布了《陸軍學堂辦法》二十

條，設立四級三類軍事教育體制，最終統一了全國的軍事教育體系。在軍事技

術、軍事體制以及軍事理論等等各個層面，日本在軍事學主體、客體、載體等

方面對中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從1896年首批學生赴日至1937年七七事變的四

十二年間，日本書籍的翻譯數量雖有起落，但並無間斷bk。其中，《戰爭論》最早

的譯本來自日本。陸軍部翻譯了日本陸軍大學堂、陸軍經理學校、陸軍戶山學

校的條例、章程等文件bl，還將日本的軍法規章和德國、英國的軍法規章一同翻

譯，其中翻譯了日本明治二十六年的陸軍監獄看守、陸軍警守及陸軍傭人被服

給予規則bm。在陸軍部編譯局譯稿的文件中，日本的比重愈來愈大。在陸軍部編

譯局譯稿中，整個譯稿（七）翻譯的全部是日本有關軍事條例規定的匯集bn。實藤

惠秀先生統計的中國全部外來語共有1,270個，來自日本語的有459個，大概佔全

體的35%強，包括許多關鍵性的軍事學術語，例如，「軍事」這個詞就來自日本

語，還有如「巡洋艦」、「攻守同盟」、「防空演習」、「航空母艦」、「軍需品」、「軍

國主義」、「武士道」、「迫擊炮」、「偵察」、「常備兵」、「游擊戰」、「勤務」、「番

號」、「演習」、「領空」、「領海」等重要的軍事學術語都來自日本。中國軍事學外

來詞及概念合計四十一個，來自日本的就有二十三個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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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種種可以看出，由於日本軍事學在近代發展迅猛，使得中國已從長期

的老師地位而轉為熱切的學生。這一逆轉是由二者的軍事學發展速度和水平決

定的，當然日本在中國進行了目的明確的滲透，這是其擴張本質決定的。

二　武士道與無兵的文化

「正如在歐洲一樣，在日本，當封建制正式開始時，專職的武士階層便自然

而然地得勢了。他們被稱為『侍』（samurai）。其詞義有如古英語的cniht（knecht，

knight騎士），意味»�士或隨從⋯⋯他們是特權階級⋯⋯」bp直到十九世紀中

葉，日本只有貴族和武士家族可以使用姓氏bq。日本軍人在社會金字塔中的地位

特別優越，這對於有力完成軍事學的近代化所起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而中國

軍人卻居於社會的最底層。這意味»日本擁有一個比中國的文人階層更易受西

方軍事技術影響並對此作更迅速反應的統治階層br。

這種獨特的社會結構造成的文化傳統──武士道瀰漫»日本。「武士道，如

同它的象徵櫻花一樣，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它雖然沒有採取任何能

夠用手觸摸得»的形態，但它卻使道德的氛圍發出芬芳，使日本人自覺到今天

仍然處於它的強有力的支配之下。」bs「武士道從它最初產生的社會階級經由多

種途徑流傳開來，在大眾中間起到了酵母的作用，向全體人民提供了道德標

準。武士道最初是作為優秀份子的光榮而起步的，隨»時間的推移，成了國民

全體的景仰和靈感。」bt

軍人高高在上的地位以及尚武的傳統使得日本在近代軍事學建立中既有充

分的軍事學主體，同時在社會推行中不僅沒有太大的思想阻礙，甚至還具有強

大的社會推動力。這樣的歷史文化和社會政治結構衍生了狂熱的軍國主義。

中國軍人階層在先秦時期曾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低級軍事貴族的「先賦」

角色，使其在宗法式的奴隸制社會享有比較充分的社會政治權利。最初關於「士

農工商」社會秩序的構想，便是以武士作為「四民」之首。經過後來武士與文士的

蛻變，「士」轉變為儒生士人的專有名詞，軍人則從「士」中分離出來，其角色稱

謂也從「士」改變為「兵」。在以「士農工商」為主體的傳統社會中，兵與民分是一

個顯著的特徵。由於軍人職業在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傳統文化觀念中評價

值相當低下，致使重文輕武在民眾心理中嚴重積澱，「好男不當兵」，當兵的只

有破產農民流氓匪棍或讓罪犯充數。軍人階層的低賤地位決定了軍人社會角色

的邊緣態勢。在傳統政治體制及其運作機制中，軍人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卻受

制於傳統政治文化和「以文制武」的文官準科層制ck。本世紀30、40年代，雷海宗

先生曾把這種現象與傳統社會文化的歷史發展相聯繫，認為中國自東漢以後便

出現了「無兵的文化」，是一個完全消極的文化，主要特徵就是沒有真正的兵，

也就是說沒有國民，也就是說沒有政治生活cl。「無兵的文化」的影響在於，中國

的官僚階層由知識份子構成，這些知識份子專心於儒家經典著作，因而他們更

強調的是倫理原則，而不是手工技藝或戰爭技術cm。因此在近代中西軍事交鋒

中，文官體系的中國對軍事的敏銳度不高，回應相對消極。這也是近代以來，

包括梁啟超在內的中國知識群體高倡軍國民主義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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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百年中國與世界 兩國軍人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直接影響»兩國近

代軍事學改革與建立的進程。

三　科學的獨立與專業化

軍事學這一特殊學科的特殊性，在於其綜合性和實踐性。這決定了它和科

學天然的密切關係，正如默頓（Robert K. Merton）所說：「軍事技術所產生的需

要在可觀的程度上影響了科學興趣的集中」cn。

中日兩國的近代基礎科學幾乎都為空白，但兩國關於軍事與科學關係的認

知度相差驚人。杉本勛在《日本科學史》中指出，日本敏捷地認識到：一、在西

方軍事優勢的背後，存在»經過產業革命的產業技術優勢；二、在產業技術優

勢的深處存在»近代科學思想；三、有必要培養本國的科技人才。中國則通過

一部分先進的官僚之手引進了上述第一點的西方軍事技術並謀求產業近代化。

以農本主義和科舉制度為基礎的清朝政府，在十九世紀內沒有積極»手根據上

述第二、三點的認識進行真正的近代化。在日本，由新明治政府帶頭的中央集

權統治下，不僅在軍事技術，還強力地直接»手於殖產興業和進行各種制度的

改革及人才的培養。在中國的革新派正徘徊於創造「物」的階段，日本卻培養了

「製造物的人」co。正因為日本對於科學與軍事學關係認識的透徹力度，其科學獨

立和專業化程度遠遠大於中國，這對於兩國近代軍事學的歷史影響是久遠的。

以學會為視角來看中日近代科學的發展，或許會進一步撥開兩國軍事學落

差的迷霧。為了追尋真理，自然會結群產生研究團體，並按學問的流派離合集

散，這才是真正的研究人員的姿態cp。說明學會等研究團體，是以自由研究學問

為核心的。明治十二年（1879）曾模仿歐美先進國，特別是法蘭西學院，從而設

立了東京學士會院。另一方面，在明治一十年代，一些志同道合之士陸續組織

了一批專門學會，如明治十年有東京數學會社，十一年有化學會、東京生物學

會，十二年有工學會，十三年有地震學會等cq。

中國的學會同樣是源於西方的影響，早期在傳教士的影響下，建立了一些

學會和社團。1838年建立了「中華醫藥傳教會」。1877年的「益智書會」，1890年

改名為「中華教育會」。1887年成立了「同文書會」，1892年改名為「廣學會」。在

洋務運動時期，國人對西方學會有了初步了解，維新變法運動加速了西方黨會

觀念的輸入。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變法通議．學會〉，對中國學會不興的

原因以及西方立會之盛作了較詳細的比較cr。辛亥革命後，學會社團得到了蓬勃

發展，如教育會、不纏足會、演說會、科學研究會、藝術團體等cs。但是從其實

質功能來看，專業性弱而政治屬性強。

日本的缺陷在於學會的行會化，在歐美發源地本來是相互聯繫的諸種學

問，傳到日本時就各自分散了，被稱為科學的殖民狀態。原因在於，西方的近

代科學是從一個共同的母體──自然哲學中分離出來的，因而各學科相互之間

聯繫緊密，而日本和中國沒有自然哲學傳統，其各個學科是獨立從西方移植而

來，這就造成了各個學科之間的隔閡。然而中國的缺陷還在於純粹的學術性學

會少，學會廣泛參與社會活動，社會性強於學術性傳播，從這個意義說，中國

的學會更應稱為社團。因此，如果說日本的學會學科分化過於嚴格，體現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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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倒置的、製造勢力範圍的日本科學的狹隘性，那麼中國的學會由於其社會性

過強的特點，學術性反而弱化，與日本相比不利於發展學術本身，對軍事學的

促動作用也小得多。這也是李澤厚指出的救亡壓倒啟蒙的一個反映。政治救亡

壓倒科學啟蒙是近代中國在救亡圖存時代的艱難選擇，對科學發展的負面影響

是不言而喻的，也無法給軍事學的成長提供有力的科學支持。

後進國接觸西方的過程一般可分為以下四個階段：（1）認識西方的軍事優

勢；（2）認識作為軍事優勢基礎的西方軍事技術；（3）認識讓本國人學習西方軍

事技術的重要性；（4）認識軍事方面的科學技術只是西方科學技術的一部分，要

發展軍事科學技術還必須引進西方的純科學和一般技術。和中國比較，以武士

為領導階級的日本，對西方列強軍事威脅的認識，要比以農本官僚主義文官進

行統治的中國強烈，認識的過程速度也快，幾乎是一舉完成ct。

由於科學發展的專業化與學術化程度的明顯差別，在軍事技術上導致的直

接後果就是，日本迅速從模仿走向自主、創造，而中國模仿遠遠多於創造。例

如，與同時期留法學習製造的海軍學生相比，留英學生基本上都得到了任用，成

為海軍建設十分倚重的人才，對晚清海軍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留英、留法學

生際遇的不同反映在晚清海軍建設中，北洋海軍建設的重點在購買外洋艦船組建

艦隊，而非自造艦船，因此急需的是管駕之才，所以留英學生得到了重用dk。從

清末先期創辦的兵工廠到國民政府後期的大型兵工廠，其設備、材料大都是進

口的，兵器也大都是仿製的，發展速度是緩慢的dl。

四　軍事學主體特徵

雷海宗說：「歷代史家關於兵的記載多偏於制度方面，對於兵的精神反不十

分注意。⋯⋯看看當兵的是甚麼人，兵的紀律怎樣，兵的風氣怎樣，兵的心理

怎樣，至於制度的變遷不過附帶論及，因為那只是這種精神情況的格架，本身

並無足輕重，作者相信這是明瞭民族盛衰的一個方法。」dm這個方法也就正如陳

寅恪所說：「冰冷的制度下，掩藏的往往是流動而多變的思想。」制度是框架，

框架還無法深入解釋內涵，只有主體是思想的深刻體現。對於軍事學來說，軍

事學主體與軍事學載體、客體的關係是「源」與「流」的關係，因此，軍事學主體

的軍事學素養、關注重心以及本身的屬性直接決定了軍事學的方向和水平。

一批軍事學學者對日本近代軍事學影響至深，引領日本走上了既學習西方

又獨立發展的道路，建立了日本近代軍事學，奠定了本國在世界軍事學領域的

地位。日本軍事學的特點在於，軍事學主體的思想、計劃、行動三位一體，不

會彼此隔絕。軍事學研究與軍事改革結合並同時發生作用，將法國、德國的先

進學術理念與本國實際結合，深入貫徹到軍事改革，並最終獨立發展，佔據重

要的一席之地。軍事學的實踐性特徵要求軍事學者將知識與實踐結合起來。正

如1940年代小山弘健所說dn：

日本在明治二十年前後軍制改革時代所吸收所移植的近代兵學，兵術的體

系，其後即確保而光大之，欲得其組織的主體，置於自己的國家地盤上，

使之獨立的發展，確是一件困難的事，這便成了方由德國回國的川上操六

一批軍事學學者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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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學習西方又獨立發

展的道路，建立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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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百年中國與世界 或田村怡興造等人的課題，⋯⋯他們雖然沒有像毛奇那樣的軍事思想家的

面目，但他們確實保持�足與毛奇充分匹敵的實踐軍事思想上組織上的才

能。⋯⋯川上操六的組織才能、桂太郎在軍事行政方面的才華，將在德國

學來的「大參謀本部」的組織與機能，可以巧妙運用起來，建立以後獨立發

展的基礎，⋯⋯在他管下的陸軍文庫，⋯⋯在近代軍令機關²，最大的一

個特徵，即理論與實際的作業的嚴密結合，在這²可以說已經完成了⋯⋯

田村怡興造在參謀本部的作用也是如此⋯⋯。

可見，沒有一流的軍事思想家並不意味»就不能創立一流的軍事學體系，

關鍵卻在於軍事思想、行動、計劃的結合。軍事學的「知」在於是否能「行」。與

日本相比，中國軍事主體完成這一結合的不多。或許近代中國軍事學發展的幾

個階段可以說明一些問題。第一階段是1840-1860年，世界變局對整個中國的觸

動不大。這一時期反應靈敏迅速的是學界，但魏源《海國圖志》等對中國軍事改

革幾乎沒有造成影響。第二階段是1860-1895年，即洋務運動時期，這是軍事學

研究與改革緊密結合的一個時期，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的軍事改

革推進較快。但洋務領袖對軍事學的了解，是對傳統中國兵學的了解和深刻運

用，對世界先進的軍事學的認識要借助學界的研究，自身理解深度的欠缺影響

了軍事改革的貫徹力度。第三階段是1895-1927年，袁世凱、段祺瑞、馮國璋、

王士珍、蔣百里、蔡鍔、楊傑等在一定程度上將二者結合。

筆者認為，第三階段才是中國近代軍事學的興起和建立的時期。政治人物

本身是軍事學界出身，同時是直接接受西方軍事學的人，對西方軍事學的傳入

以及中國軍事學的建立起到前所未有的作用，軍事學研究與軍事教育、軍事制

度等改革相輔相成。但在各自為政的軍閥時代，派系林立、排除異己屢見不

鮮。如武備學堂畢業生排擠留日學生，段祺瑞對有「中國近代軍事學之父」之稱

的蔣百里的壓制就是一生動的例證。因此，蔣百里、楊傑、蔡鍔等活躍而深刻

的軍事學研究者並未對軍事改革造成應有的影響。第四個階段是1927-1949年，

毛澤東、蔣介石的軍事學理論與改革結合，是中國近代軍事學的完成與深化時

期。導致這一時期完成軍事學主體的思想和實踐結合、研究和改革的結合的原

因在於，首先，政治人物本身是軍事學領域的研究者，其次是外部戰爭對國家

存亡的威脅更加迫切，對外戰爭的軍事成為生活主題。因此毛澤東寫出了震驚軍

事學領域之作《論持久戰》，這是實踐與思想的結晶。從軍事學主體這一要求可

以看出，軍事學發展的難題在於，既要保持學術的獨立，又要得力於軍事學主

體的多重屬性，尤其是政治性，這也許是這個特殊學科的特殊難題。

總之，「兵學是一切學術的結晶，是關係戰爭的勝敗，民族國家盛衰興亡的

大體⋯⋯中國之盛衰在於此，中國之存亡在於此。」do「建國必先建軍，建軍必

先建學⋯⋯建學在今後建軍上將更趨重要，這是歷史發展的鐵則。因為今後建

軍工作的複雜性與專門性，須有兵學以為準繩，戰爭的科學化與機械化，尤須

有兵學以為遵循。」dp軍事學是理論和實踐的綜合體，是各種科學結合的體現，

隨»社會的發展，軍事的複雜性與專門性程度的加強，軍事學的地位將愈來愈

重要，它是國家綜合實力的反映。近代中國的軍事學狀況是：「中國近代學術的

落後，要以兵學佔第一位。」dq長期處於亞洲中心文明地位的中國，缺乏對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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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落後於日本

習的習慣與能力，而處於邊緣文明的日本，十六世紀「在國際方面瀰漫»前所未

有的開放氣氛」dr。從「遣隋使」、「遣唐使」到學習「蘭學」直至近代學習西學，日

本一直表現出強烈而可貴的攝取外來文化精神。在整體文明、科學發展、軍事

學主體等方面突飛猛進，最終在近代導致中日軍事學地位的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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