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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關係
的多重面向（1111-
1141）」國際研
討會紀要
侯嘉星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2111年 1月 11至 21日，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邀集多國學者，舉辦「近代中

日關係的多重面向（1111-1141）」國際學
術研討會，會議中共宣讀論文 21篇，圍繞
近代中日關係進行深入討論。欣逢抗戰勝利

七十週年，國內外紛紛舉辦各類研討會或紀

念活動，其中本次會議所展現的共同研究成

果與深入對話反思，在諸多會議中仍顯得十

分特殊而重要，值得特別注意。

本次會議之源起，係自 2112年起中
研院主題計畫「近代中日關係的多重面向

（1111-1141）」的三年階段成果。此一大
型計畫由近史所研究員黃自進總主持，分支

計畫主持人包括臺灣、中國大陸、日本及美

國等 21位學者，希望由近代中日的國家國
民型塑、思想文化交流以及經濟競合等三個

主軸，探討近代百年間兩國多重且複雜的互

動關係。計畫成員均為研究海內外中日關係

史的重要學者，其中有 1位任教於日本大
學院校；1位任職於大陸地區研究機構及大
學；另有 1位任教於美國大學。除一般的會
議及演講外，主題計畫執行期間亦建立資訊

交換平臺（http://mhmsjr.blogspot.tw/）分享
新訊，成員之間亦彼此交流頻繁。值得一提

的是計畫成員皆由華人組成，誠如黃自進闡

明，深盼藉由此計畫為契機，聯合華人學者

互相討論並凝聚共識，從而擴大中文學界在

國際學術研究中的話語權。

此前主題計畫成員已分別於 2113年及
2114年舉行過兩次討論會，已累積了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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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能量。本次會議宣讀 21篇論文，事
實上可視為是計畫成員三年來的結案成果。

而除了主題計畫內的成員外，亦邀請國立臺

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蔡龍保以及日本佛教

大學文學部教授李冬木與會發表論文，增進

計畫成員內外部對話討論的機會。會議分為

1個討論會，依照主題計畫所關注的主軸可
大致區分為近代國家的形成與國際關係、中

日文化流轉與交相影響，以及近代經濟互動

等三大主題分別討論。

近代中日關係的多重面向會議海報

（圖片提供／侯嘉星）

首先是關於近代國家形成與國際關係的

主軸，此為本次會議最關心的焦點，共有 4
個討論會探討與之相關的各面向議題。「清

末政局與日本」的討論會中由岡山大學文學

部教授姜克實發表〈犬養毅與辛亥革命〉，

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楊典錕

發表〈清末軍事改革中的日本軍事顧問和教

官：以袁世凱的北洋軍為中心之研究〉組

成。姜克實耙梳犬養毅的相關言論、人際網

絡等，指出過去認為犬養毅支持革命的認識

過於片面，事實上從其關係可以發現立憲派

與革命派在日本的活動各擅勝場，甚至形成

不同空間集落。楊典錕則從袁世凱的練兵歷

程中發現日本顧問的影響力相當重要，雙方

的軍事交流甚早，日本軍事顧問扮演了新式

軍事觀念傳入中國的媒介角色。自由討論

時，姜克實對犬養毅的討論引起多位與會者

關心，千葉商業大學商經學部教授趙軍則認

為，所謂大亞洲主義者與大陸浪人等其內部

亦存在著不同群體，他們在華的活動也多半

各具企圖，值得仔細甄別。

延續此一觀點，「日本與早期國共發

展」的討論會進一步將多層次關係延續至

1131年代。首先是黃自進藉由〈日本的兩
個面向：孫中山與蔣介石的不同取徑〉討論

孫與蔣對日本的看法差異，認為日本對前者

而言代表了接受西學之一管道，而對後者而

言則是一個學習榜樣；二者的差別，也致使

兩代革命領導人有著迥異的日本印象。北京

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新生與其指導的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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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彤，則著眼於「東學」的政治思想影響，

通過〈留日學生與早期中國共產黨—以施

存統為中心〉大量耙梳施存統的言論，指出

日本近代興起的各類政治思想，實與中國政

局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在本場次也導論到近

代國家、民族國家與國民國家的問題，主持

人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劉建輝認為，

此一討論或許僅存在於中日詞彙語境下，由

此更顯得在近代國家型塑的過程中，日本元

素不容忽視。

時值抗戰勝利七十週年，近代中日國際

關係與戰爭衝突也是中日關係之一重要面

向，會議第二天的「對日決策與外交」與

「戰爭與歷史現場」兩場討論會便以此課題

為核心。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總合學術院

教授劉傑發表的〈中國通外交官對中日關係

的影響〉一文，指出撇開中日關係的戰爭線

索外，另外有一群外交官群體致力於推動以

經濟發展為主的中日關係，藉由對歷任外務

大臣及駐華公使的考察，可以發現日本對華

外交的共通原則。在同場討論中，大東大學

國際關係學部教授鹿錫俊於〈夾縫中的抉

擇：蔣介石處理對日對蘇關係的曲折歷程

（1131-1131）〉，則通過九一八事變後中
國政府對日蘇外交策略的轉變，希望討論中

日蘇三國的複雜交錯，亦即在威脅的緩急大

小之間當局之決策考量。近史所研究員潘光

哲更進一步指出，即使是近代活躍於對華事

務的日本「中國通」群體，也存在內部不小

差異，值得進一步探究。

另外，關於戰爭的討論，南京大學歷史

學系教授孫江則嘗試由不同角度看待南京

大屠殺，其在本次會議發表的〈痕跡．事

件．證言—步兵第三十三聯隊中尉天野鄉

三在南京〉一文，嘗試利用三組不同的史

料加以考辨對映，希望藉此撇開民族主義影

響重新檢視日軍攻占南京之後的行為。趙軍

所宣讀的〈墮落為醜陋工具的「提攜」與

「共榮」—侵略戰爭與「大亞洲主義」的

末路〉，則呼應前一天所討論的大亞洲主義

問題，特別此一戰爭爆發前後曾經作為宣傳

手段的主張，在戰爭中撕破表面和諧而顯出

其侵略或掠奪之目的。同時趙軍也指出，戰

前和戰爭初期響應大亞洲主義的人士，往往

是中國的精英分子；黃自進在討論時則建議

未來應該避免使用「漢奸」一詞，改稱之為

「協力者」，藉此更深入思考這些政治或社

會菁英與日本合作的複雜因素。近史所兼任

研究員朱浤源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

語文學系兼任副教授邱炫煜共同報告〈中

日大戰在緬甸（1142至 1141）：文獻探
討〉，廣泛蒐羅中英日文有關二戰緬甸戰場

的資料，並指出對緬甸戰場的討論，可以注

意到中國在二戰中的軍事表現高於一般印

象。邱炫煜也提及研究中儘管已經初步蒐集

一些有關緬甸戰場的影視資料，但未來對於

影視媒介詮釋戰爭的研究應給予更多關注。

大體而言，國家形成與國際關係的主軸

雖然是由傳統的政治史、外交史與軍事史出

發探討中日關係，但仍然注意到過去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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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視或未及反省的面向，也突顯雙方複雜糾

葛的關係。不過從發表的文章與討論來看，

實際上已注意到在中日關係中極為重要的

「西學」與「東學」在近代中國之意義，此

亦即本次會議第二個主軸：中日文化流轉與

交互影響，共有 3場討論會、1篇論文圍繞
此一主題。

有關近代中日文化流轉的互動關係，本

次會議在第二天「日本與近代中國的學知

交流」與第三天「翻譯、知識與中日思想互

動」兩場討論會中有深刻的對話。首先在學

術文化交流中，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教授王

晴佳首先由 11世紀中葉以來中日學術交互
影響，來討近代西學與東學對兩國發揮的作

用。其〈清代學術與中日近代史學的不同關

聯〉認為日本融合古學與考據學出現的折衷

學派，及此後實學的影響，或許提供了西學

在東瀛迅速傳播的土壤，在此基礎上經過轉

化又傳回中國。劉建輝之〈現代中國文學的

日本因緣〉則論證了 11世紀中葉為因應西
學翻譯而在日本產生的漢語復興，實際上這

種新漢文形式影響了後來梁啟超所提倡的

新文體，乃至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可說

是中日雙方思想文化互動的典型例證。不過

潘光哲也進一步提醒，在這種互動過程中參

與者自身立場、新媒介與新交流平台的作用

至關重要，在〈吳汝綸與根本通明的易學論

爭：清日知識人往來互動之一例〉提出以吳

汝綸為例的中日知識菁英，彼此交流的同時

實際上仍充滿各類自身的見解，並非白紙一

片，其交流對象亦為錯綜複雜，當慎思其背

後脈絡。誠如劉建輝所言，這種交流意味著

中日帝國的交叉，清帝國時期日本作為邊緣

接受文化；但在 11世紀末以降日本帝國擴
張，反過來加強對中國的影響，二者互為核

心與邊緣。

進而言之，從具體的知識翻譯與學科層

面來看，這種西學、中學假日本轉化後再反

饋回中國的例子更為鮮明。「翻譯、知識與

中日思想互動」的討論中更聚焦於在個別學

科，李冬木從國民性一詞出發，以〈關於

「國民性」一詞及其中日近代思想史當中的

相關問題〉為題探究該詞彙的變化，與前一

天劉傑輝所言的近代日本漢字復興可以相

互印證，顯示西學以漢字為載體在中日兩國

發揮的巨大影響。宣讀〈嚴復的譯詞與日本

譯詞〉的成城大學經濟學部教授陳力衛，則

利用中日詞彙大戰為線索，指出後來日本譯

詞壓過嚴復譯詞的現象，恐怕更多是中國自

身的雅俗之爭，在渴求新文體的近代中國，

來自於日本的譯詞及其夾帶之大量留學生

與知識體系，最終左右中國學人對西學的詞

彙選擇。長於中日佛學研究的青山學院大學

國際政治經濟學部教授陳繼東，同樣注意中

日知識學術的流轉，在其〈章炳麟與明治佛

學〉一文中指出，章太炎在日本利用中國考

據學方法來考辨《大乘起信論》之真偽，實

際上早於日本學者掌握文獻研究與學理分

析兩大方法，對近代佛學研究意義重大，亦

可窺見中日學術互動的影響。最後近史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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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張哲嘉以〈承淡安的日本訪學與中國

新針灸學的建立〉為例，認為承淡安在中國

針灸學的地位，與其接受日本以解剖學為基

礎改良的現代針灸學有關，並利用「東學中

源」的宣傳概念提高新式針灸學接受度。從

語言學、文學、佛學以及醫學等各個具體學

科，都能看到近代中日關係中交互流轉的文

化變遷。

而不可忽視的，近代文化與學術可能有

其政治傾向，第三天「東北／滿洲與日滿交

流」討論會正是由文化而影響政治的代表。

近史所助研究員林志宏發現滿洲國地方志

的纂修工作，除了延續士紳參與修纂地方志

的文化傳統外，也成為日本當局掌握地方的

手段之一，其宣讀的〈滿洲國時期的地方基

層社會調查〉一文大量整理滿洲國時期地方

志，指出日本統治影響及地方意識萌芽等特

點。同樣的近史所副研究員賴毓芝則在〈從

圖像消費到文化政治：乾隆朝西清譜錄在晚

清民國時期的複製與再生〉中，以西清四鑑

為線索，討論清代文物圖鑑之代表著作，經

過日本石印及銅板技術再製後，一躍成為晚

清民初上海文化商品市場新寵兒，甚至到

1142年滿洲國舉辦滿洲國寶展，便特選此
套圖譜陳列展示，其中不免有日本技術已具

有保存中國文化精隨之宣示意味。從上述此

一主軸各篇論文的發現來看，近代中日之間

存在互為主從的文化傳遞關係，而文化或學

術也不免影響了近代國家的形塑，所以中日

關係多重面向的主軸彼此又交引纏繞，相互

闡發。

除了近代國家意識形成以及中日文化流

轉兩大主軸之外，另一主軸是近代中日的經

濟型塑的課題。在「經濟、貿易與投資」討

論會中，近史所研究員陳慈玉從日本對華的

特殊投資機構—中日實業公司出發，分析

其經營良窳，其〈戰前中日實業公司對華通

訊業的投資〉特別聚焦於通信事業，因這是

21世紀初期的新興產業，乃日本對華投資
之重心，更藉此指出中日實業可說是日本國

家資本，通過特殊機構對華投資的典範。本

場另外兩篇文章則將焦點放在殖民地臺灣，

蔡龍保在〈在臺日本人的土建會社經營之研

究—以太田組為例（1111-1141）〉中，
認為這些發跡自殖民地的日本企業，有別於

跨國性的大公司，其自起自日本而發展於臺

灣的種種現代技術與經營經驗，實際上是構

成今日臺灣社會重要元素。另一方面，近史

所研究員林滿紅藉由〈1131年代臺灣在亞
洲內部的貿易與移民〉為切入點，討論臺灣

在日本東亞的經濟布局極為重要，是溝通東

北亞與東南亞的樞紐，而實際上政治的國界

在這些經濟與人群往來中，顯得格外鮮明。

從經濟的角度出發，亦同樣可以看到中日關

係各個層面之間緊密的互動關係，從而構成

斑斕而巨大的圖像。

整體而言，誠如劉建輝在綜合討論中所

言，近代中日關係錯綜複雜的故事中，往往

沒有誰能一直是主角、誰一直是配角，實際

上角色互換頻繁而經緯交織。西學東漸、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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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源或東學入中等等現象，展現了東學與

西學共同影響近代中國的面貌。本次會議討

論主題之一的大亞洲主義，是日人希圖在文

化、經濟基礎上達成政治目的，然而正是政

治上的近代國家建構、文化上的相互流轉遞

嬗，以及經濟上的共存共榮乃至相互滲透，

以此三大主軸構成近代中日關係的多重面

向。孫江亦指出，多面向意味著具反省與自

我批判的能力，近代中日關係，無論對中國

或日本而言，都需要跳脫民族主義的限制，

從而能實現真正自我省思。在諸多紀念抗戰

勝利七十週年的活動中，本會議希望拋開民

族觀點的基本精神十分重要。

恰如陳慈玉所指出，從政治、外交立場

出發能對經濟問題帶來很大啟發。得益於三

年來主題計畫的積累，計畫成員在多重面向

中的各個領域別有專精，又經過長期溝通與

互動，故在會議中每每有引人入勝的深刻對

話。特別是前述主題計畫以華人學者為核

心，彼此具有共同的語言，林滿紅亦認為這

是彼此溝通討論流暢的關鍵。同時她也建議

能安排系列演講，除了學界之外也面對社會

更廣泛的推廣具多重面向省思的研究結果。

對於未來的發展，計畫成員們一致認為這樣

長期交流討論幫助極大，期盼能繼續保持團

隊對話的管道，甚至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

大，納入日韓學者共同討論，創造更為多元

的東亞歷史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