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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初稿，僅供教學使用 

東亞近代化中的抉擇：民族國家的誕生 

甘懷真 

一、民族主義史觀及其批判 

十九世紀以後是民族主義擅場的時代，前潮後浪，歷今不衰。民族主

義的對錯是非另當別論，而近代中國史研究的民族主義史觀則是本書要批

判的。由於近代台灣的歷史特殊性，台灣是民族主義的實驗場。這種特殊

經歷一直是歷史學研究的動力，而我們出入其中，更須深自反省，進而正

面啟廸對於歷史上的中國的新認識。  

我在就讀大學歷史系時，當時支持中國史研究的最主要動力是中國民

族主義，無論是來自五四運動的反傳統思潮，或錢穆式的文化保守主義。

在國共鬥爭的脈絡下，藉由幻想中國大陸已是中國文化的淪陷區，而我們

這批青年歷史學者自覺是位居中國的中心地位。這種「中原心態」是支撐

當時中國史研究的最大動力。  

八十年代中期，台灣民族主義氣勢日盛，「統獨」一詞在我是研究生

時已是當時的流行語。在台灣人認同日益高漲時，我們這批從事中國史教

研工作者開始要去說明自己為什麼要做中國史研究，而不是理所當然。這

個經歷也使台灣的中國史研究者感覺屈辱或不公，但我仍覺得有意義。它

讓我們重新檢討中國史研究的各種預設與目的。其中的一個預設是民族主

義。  

民族（nation）概念對於中國史研究具有雙重意義。一是研究對象。

中國史的主要課題是探究中國的國家(nation)的形成與發展。
1
二是研究預

                                                 
1  nation中文被譯成國家、民族或國族。在本書，依行文脈絡，我使用這三詞都指英文的

nation。尤其國家一詞，如果不用引號，皆指nation。Nation作為歷史現象，是本文的考察

對象。但它又作為一個研究上的操作概念，也必須先行定義。我根據目前政治學研究的成果，

也是一個普遍的定義。國家是指一群人，他們自覺屬於一個具有共同歷史、文化與祖先的共

同體（社群）。國家具有客觀的一面，可以包括領土、語言、宗教或共同血統。國家也有主

觀的一面，主要是國家觀念的自覺與對國家的情感。國家是個人至高的効忠對象，甚至可為

國家而死。參見James G. Kella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incity,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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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即預設中國自古以來即是一個國家，即使經歷不同型態。以下主要反

省第二個預設。  

撇開統獨立場，也無關統獨。從九十年代開始，我輩在台灣島上的中

國史研究者開始從中國的邊緣重新思考中國史的架構，從中原史觀中逆

轉，進而發現新的事實，尤其是關於中國的國家及其政體。  

我們甚至應從這種「核心—邊陲」的概念中跳脫，因為它預設了一元

與向心發展，這背離了中國史的諸多事實。如果我們稱歷史上的中國是「中

華帝國」，這個政治系統不同於近代以來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它是

由多元的政治系統所統合而成的。經濟、社會與文化部門更不是單一的系

統。中國歷史所發生的各種事實與現象並不以今天中國的國家領土為界

限。因此在研究策略上應先模糊中國的邊界，從一個更大的空間視野與整

體性來考察中國史。我稱之為「東亞史」的方法。所謂東亞史的研究方法

的導入，也是本書的重點，後文中會有詳論。  

以梁啟超在 1902 年撰《新史學》一小冊為里程碑，中國二十世紀的

「新史學」之路於焉展開。所謂「新史學」就是將傳統的「經史子集」的

史部之學，轉換成當代歐洲式的史學，就是今天學院的史學。我個人是這

個脈絡下的產物，自然對這個史學運動充滿感情與敬意。而一百多年過去

了，現今我們站在自我反省的立場，有必要提出若干批判。  

因為二十世紀中國的特殊命運等原因，中國史像是被扭曲的。從梁啟

超倡議「新史學」起，中國史研究承擔一個使命，即藉由形塑中國作為一

個歷史上的民族國家，以創造中國在二十世紀成為一個民族國家。於是二

十世紀的中國史研究籠罩在民族主義史觀之下。我想新時代的新的中國史

研究需反省批判這種民族主義史觀下的中國史研究。  

所謂民族主義史觀下的中國史研究，可以粗分為二類。一種是想藉由

歷史學以宣揚中國的民族主義。這又包含是謳歌中國的歷史與文化或強調

近代中國的苦難與受到的不平等待遇。無論是非對錯，這類研究的立場與

目的清楚可見，且與研究者個人或機構的價值觀與信仰有關。讀者自可表

贊成或反對。它影響深遠，但也很容易在一夕之間被反轉，如當代台灣。 

                                                                                                                                            
Macmillan Press, p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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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類是以近代民族主義作為操作概念以考察中國歷史，而且經常預

設中國自古以來即是一個民族國家。對於中國史像的塑造，這點影響更為

深遠。  

傳統中國是否是國家或民族(nation)，本身就是一個學術爭議。以中華

民國創建者孫中山為例，他在《三民主義》中，既宣稱中國只有家族主義、

宗族主義而無民民族國家」。
2
如果我們姑且稱孫山中的史觀為國民革命史

觀，它一方族主義。卻又在同書的不同脈絡下強調中國自秦漢以來即為完

整的「面認為中國缺乏民族主義，又主張中國自古以來即是一個民族。因

此「國民革命」是將此既有的民族，從皇帝制度的國體改造為民主政治，

其中包括國民意識等民族主義的建設。  

我想孫中山的想法極具代表性。即學者可以清楚意識到近代國家的諸

要素不完全存在於前近代的中國，如主權、領土、國民意識等。但學者在

探究中國史時，仍預設中國是一種前近代類型的民族國家。問題在於前近

代中國是民族（或國家，即 nation）的這項認識不是研究業績顯現的答案，

而是研究的先驗預設。我並非在此斷言前近代中國不是一個國家，這不是

我的目的，而是主張這個課題本身就值得辯論，不可逕以為研究的預設。 

二十世紀的中國史研究探索歷史真實，經常建立在一個不言自明的前

題預設上，即中國自古以來即是一個民族國家，至少是類似民族國家。從

梁啟超開始，中國的史學工作就自知與不自知的在進行一個政治與學術的

工程，即將傳統中國的政體（皇帝制度）轉換為民族國家的政體，其中最

重要的作法就是預設前近代的中國也是一個民族國家。即使在結論處，中

國史學者認為前近代中國不是民族國家，但在個別的研究課題上，卻有意

無意的以民族主義史觀作為前題與結論。如歷史研究有意或無意的預設了

中國在歷史上是一個「一元的政治系統」，即使有「核心、邊陲」，邊陲

與核心的關係是「向心」。並由此衍生出「單一的文化」，包括經濟、社

會的系統。  

二、天下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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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民族概念本身在近代以來就不斷被建構，故比較傳統國家型態與

近代民族國家的異同，並不容易，自是聚訟紛紜。
3
在研究立場上，本書是

從「建構論」的立場，
4
由此預設傳統中國皇帝制度的國體與民族國家在根

本上是不同的，即使我們可以在其中找到近代民族國家的根源。但這種作

為根源的要素並不是立意為近代中國國家建構作準備，它們都是近代中國

民族主義者基於他們的需要而作出的創造轉化。即今天民族主義的諸要

素，如領土、共同文化、單一政治系統等制度或概念即使都存在於前近代

的皇帝制度政體中，也是被置於皇帝制度的政體中，也從這個脈絡中被理

解。古人稱這個政體為「天下」。也因此我們要理解前近代中國的政體與

政治秩序的原理，必須先將「天下」政體當成研究對象，並嘗試從歷史當

事人對於此秩序原理的自我定義與認識開始。  

若要從中國史自身的脈絡探索中國人如何自稱其政體，「天下」是最

重要的說法。故用我的話來說，古人在說「天下」時，經常是在表達一個

政體，而不是泛泛的空間，如今人所謂的「世界」。且中國史研究忌諱抽

離 個 別 的 概 念 而 孤 立 的 去 比 較 西 方 歷 史 中 的 概 念 ， 如 天 下 比 較 帝 國

(empire)。歷史上的概念是不會孤立存在著，一定是作為概念叢中的一個

單位，其意義與作用是與其他相關互動的結果。如「天下」的相關概念有

「天子」、「天命」、「中國」等。要瞭解何謂天下，勢必要同時考察天

子、天命、中國等概念。同理，要瞭解歷史上的中國概念，不能以檢索的

方法，單獨考察中國一詞，而必須置於與由天下一詞對應的語境與歷史脈

絡中。從中國史自身的脈絡出發，中國王權（皇帝制度）的核心概念是「天

子居中國受天命治天下」。就這點來看，中國天子所治理的區域的確不是

                                                                                                                                            
2  根據沈松僑〈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論民族主義的兩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

論》3，2002，頁54。 

3  近來這也是中國史研究的熱門題目。代表性的討論如汪暉《中國現代思想的興起》，北京，

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2004。尤其是其中《帝國與國家》一卷。王明珂從歷史學與人

類學的觀點，從建構論的立場，思考中國民族的起源與演變，也引起很大的重視，新作如…。 

4  建構論之說，如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3. Gellner認為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促成了新的政治組織，於是民族作為政治單位被

建構出來。又如Eric Hobsbawm(霍布斯邦),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霍布斯邦

該書這幾年在台灣很具影響力。霍布斯邦也是論證成形於十九世紀的民族國家

(nation-state)理論中的歷史是虛構的。即歷史的真相是先有state，才去建構nation，如

歷史領土、共同血緣、共同文化與認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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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是多元國家所組成的系統。若稱之為「帝國」亦無妨。這

種認識也連繫到東亞史中慣稱的朝貢與冊封體系，本書中將有較深入的討

論。  

我主張中國的政體不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天下」，而這個「國

家」不論是前近代的中國式的「國家」，或近代以來的「民族國家」。我

想這個定義可以啟發我們更深入探討中國王權。尤其當天下連繫到天子、

天命與中國諸概念與制度，的確可以加深我們對於中國王權的認識，以至

去探索東亞諸國王權的共通性。  

我也不是冒然的主張「中國是天下」，而中國不是帝國、中國不是國

家。
5
在歷史學研究中，我們定義甲為乙，不同於數學的等式，而是甲為一

個事實，而乙為一個概念。而且乙的概念是有參照組，即必須是普遍的概

念。如我們說儒教是宗教。而宗教的參照如學術、意識型態等。如此我們

才可以去辯論儒教是否為宗教。天下也不妨作為一個政治學的普遍用語，

但目前斷然不是。「天下」目前仍是一個專有名詞，指涉東亞的帝國的政

體名稱，如中國、日本。在這種條件下說「中國是天下」，並無意義。  

若要從中國史的脈絡下的概念去探究中國史，則必須要將這些概念升

級到具有世界史研究上的普遍性。我自覺到目前這個階段，我們無法跳開

西方的理論架構與用語，在濫用與一味排斥之間，作為一個中程理論，我

們還是必須使用西方概念。而「天下」是一個有意義的嘗試，學者開始用

中國史自身的語言與概念去研究中國歷史。甚至可以更有野心的將之擴大

成為世界史的一個用語。如目前有學者在探討「封建」與「郡縣」如何成

為政治學的普遍概念。
6
若我們說英國近代朝郡縣制發展，會被認為不登大

雅之堂，彷彿十九世紀清人的著作中所見。但為何不可？只是目前中國史

的研究業績與理論發展都不成熟，故「天下」作為一個普遍的政體概念，

前路仍漫漫。  

在目前這個階段，帝國、國家等概念仍是無法放棄的，只要更自覺的

使用。歷史學研究要放在今人可以理解的認知脈絡下，或者說是既有世界

                                                 
5  本書中的中國一詞，有二義。一是指今天作為國家的中國，二是歷史上的中國概念與制度。

為免混淆，後者皆加上引號以區別。 

6  張翔、園田英弘編《「封建」‧「郡県」再考：東アジア社会体制論の深層》，京都，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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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脈絡中。因為學術是要對話的，中國史要與其他國家的歷史對話，也

要與社會科學對話。逕說中國的政體是「天下」，也因此是獨特的，我想

是不合乎對話的學術規範。故中國是一個「天下」，不必然否定中國是一

個帝國。中國是一個天下也不是表彰其獨特性，而中國是一個前近代型的

帝國也不必然否定其獨特性。  

近年來，作為一個研究策略，我提出東亞型帝國的假說，主要指中國

與日本。首先，我們認為東亞存在著一套共同的政治理論，主要由中國的

皇帝制度論述而來。其次，它們符合前近代普遍存在的帝國型態，主要是

指它們都是多元政治系統的整合，而非民族國家。再者，我們也預設前近

代的複數歷史世界的組成，而東亞是一個歷史世界，故這裏存在一種具獨

特性的帝國。從天下的研究可知，中國與日本都宣稱自己是天下，其統治

者都以己身居中國受天命治天下為正當性來源。或許天下概念是我們理解

東亞或中國的帝國型態的有效的概念。天下政體的探尋即為本書的最重要

主題。  

三、天高皇帝遠：從台灣談起 

本章的後半部，讓我從海島一隅思考，或者說是想像東亞的前近代國

家型態。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我不是台灣史的專家，不能細緻說出諸史實

的來龍去脈。但從東亞史的觀點省思近代台灣的發展，對像我這樣的中國

古代史專業的學究而言，頗有啟發。由於我非台灣史專家，故容我從較私

人的脈絡與個人的想像談起。  

我母親的祖籍是福建漳州。母系的祖先應該是在一百多年前從漳州輾

轉移民到台北的海邊。推想我那些在漳州的祖先當是貧苦的農漁民，其後

選擇從唐山到台灣。或許我的祖先曾站在漳州海岸，凝視這片帶給他新希

望的東亞海域世界，也幻想著在其中一處名叫台灣的海島上有一塊可以安

身的土地。上溯至十六世紀以來的幾百年間，這裏的居民不斷聽聞海外的

故事。他們與這個海域的互動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包括被「倭寇」

騷擾，媽祖一類海神的信仰流傳，以及親人或自身的海外貿易、移民，偶

                                                                                                                                            
閣，2006。 



7 

爾有海外的漂流船與漂流民入境。
7 

今天的歷史知識已知道東亞海域成為一個歷史世界可以上溯到十五

世紀。這個區域位在東亞大陸東側的太平洋海域，涵蓋的區域包括中國東

部沿海區域、日本、韓國以至呂宋半島，台灣當然包括其中。再經由南海

的媒介，穿過麻六甲海峽可以連繫印度洋海域。一直到十九世紀，在這三

四百年間，中國東南沿海的居民因為共同連結於東亞海域的世界，而發出

某種集體的身分認同，如「唐人」，進而有某種標準語「唐話」，移民海

外者稱故鄉為「唐山」。而這群「唐人」也包括移居東亞海域之其他地區

者，如日本長崎。十九世紀後期，歐美列強勢力進入東亞，移居至歐美者

也自稱為「唐人」。若說唐人就是中國人，是似是而非，是不同時期的不

同概念的相互混淆。唐人當是東亞海域世界形成後的中國東南沿海之人的

自稱與認同，不同於其後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國民的中國人。當初移民到台

灣之福建、廣東人，都是這一類的「唐人」。  

漳州在唐高宗時的 686 年置州。
8
雖然這一年不能算是漳州郡縣化之

始，但作為一個里程碑。漳州居民一直是中國天子之「民」，被編入戶籍

中，並藉由戶籍制度而取得了中國之「民」的身分。我想我的祖先清楚的

知道自己擁有中國的戶籍，隷屬於中國天子支配。  

中國東南沿海之地連結於東亞海域與東亞大陸的兩個歷史世界。漳州

人處在東亞海域的世界中，認同自身是「唐人」。這片東亞的海域是中國

東南沿海漁民與海商的移動圈，也是當地居民的移民圈。
9
另一方面，漳州

人也是東亞大陸上的「中華帝國」的人民，擁有戶籍上的身分，也認知自

己是中國天子之民。從分析的角度所看到了二元身分認同，綜合起來並不

                                                 
7  東亞與東南亞的海域結合所形成的網絡，環繞在海洋圈與移民的相關研究引起學術界極大的

關注，概說性論著可參考松浦章〈海洋圈と移民〉，收入濱下武志編《東アジア世界の地域

ネットワーク》，東京，國際文化交流推進協會，1999。漂流船與漂流民研究參考劉序楓〈清

代環中國海域的海難事件研究——以清日兩國對外國難民的救助及遣返制度為中心

（1644-1861）〉，《中國海洋發展史論文集》第八輯，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所，2002。 

8  《舊唐書》卷40頁1601。 

9  可參考的研究如浜下武志以琉球為視座而東亞的「海洋圈」，見氏著《沖縄入門——アジア

をつなぐ海域構想》，尤其是頁89~91、149~154。其中（頁90）談到民間的海域利用的五層

構造：1.媽祖祭祀圈、2.交易、3.移民、4.漂流、5.私貿易‧「倭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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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今天民族國家型態下的國民觀念，故沒有現代中國人的概念。
10

當然，

「國民」概念與制度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也不是有與沒有二端的答案可

以解決，也容後再說明。  

我們也不要忘了將階級概念導入分析的架構中。漳州人不是一個整

體，至少可以區分為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雖然近世以來的科舉制度，使得

階級間流動的可能性大增。由於皇帝制度下的郡縣制與官僚制的進展，漳

州 地 區 的 統 治 階 級 被 吸 納 入 中 華 帝 國 的 官 僚 集 團 內 。
11

藉 由 官 僚 制 的 運

作，漳州的統治者成為中國統治階級的一分子。也藉由這套政治機制，漳

州成為中華帝國的的一部分，在明清時期，也與北京之間形成中心與邊陲

的關係。漳州的統治階級（人）向心的向北京為代表的中國移動。也藉由

籍帳制度，漳州的資源（物）也向心的向中國移動。在認同方面，位在帝

國邊陲的閩南人，反而特別強調其中原性或中國性。如自稱為「河洛人」，

而其語言為「河洛語」。且藉由家族系譜的建構以至虛構，而強調其家族

是由中原遷徙而來的。  

我想閩南的統治者是從中原遷徙而來可能是事實，但不是全部的事

實。從一個作古代史學者的觀點推論，這種移民是肯定存在的。閩南地區

在春秋、戰國時代屬越國向南殖民開發之地，就當時人的「天下」觀念而

言，尚不在「天下」之中。這個區域也不被劃入〈禹貢〉的「九州」之中。

隨著秦始征服六國的兵鋒所至，閩南也設置郡縣。但我們可想像當時的郡

縣政府仿彿是汪洋中的孤島，一批從中原來的「秦吏」、「漢吏」在這孤

島上治理定居於此的「千越」、「南夷」之民。在此之後，北方移民南下。

其中絕大多數是集體的移民。這種行動的更正確說法是殖民。這些北方的

移民集團之人在相對於土著居民時，自稱為「中國人」。  

我們可想像當時的福建的郡縣政府仿彿是汪洋中的孤島，一批從中原

來的「秦吏」、「漢吏」在這孤島上治理此地的「千越」、「南夷」之民。

福建的郡縣化也成為一個誘因，北方的漢人移民來此。其中絕大多數是集

                                                 
10  台灣人的國民意識、中國人意識是個重要且有趣的探討，論者多矣，且不限歷史學家。近

作如曾國祥、許家豪〈前現代公民意識：台灣法治困境的保守主義解析〉，收入江宜樺、

李強主編《華人世界的現代國家結構》，台北，商周出版，2003。 

11  參考陳弱水〈中晚唐五代福建士人階層興起的幾點觀察〉，《中國社會歷史評論》3，北京，

中華書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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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移民。這種行動的更正確說法是殖民。這些北方的移民集團之人在相

對於土著居民時，自稱為「中國人」。如《漢書‧地理志》記海南島的郡

縣化情形。這是一個中國觀點的異域描述。其文曰：「自初為郡縣，吏卒

中國人多侵陵之，故率數歲壹反。」
12

所謂「吏卒中國人」，是指從華北

來的郡縣官員，包括移民而來依附地方政府並成為政府的官員，包括軍人

一類。從這段話可推論郡縣化即漢人的殖民。所謂「中國人」依附郡縣以

支配當地土著。而且這種郡縣支配產生極大的政治社會衝突。   

又如西漢官員嚴助在上書給漢武帝時，說明越地（以浙江為主）郡縣

化的困難。越地之人不居城郭之內，而住在溪谷中，這類溪谷多在僻遠之

處，且水深難及。越人擅長河中行舟。但是，「中國之人不知其勢阻而入

其地，雖百不當其一。得其地，不可郡縣也。」
13

這段話也很生動的描寫

了「郡縣化」的過程。嚴助浙江出身，擔任過會稽太守，且平定過北來的

閩越的攻擊，故他的反省甚有意義。  

歷來一些史學著作可能誤導讀者以為秦始皇完成了郡縣化，此後真的

「六王畢，四海一」。秦始皇設置郡縣只是開端，郡縣化是一條漫長的途，

也是人頭落地、血流成河的歷程。而這個過程也是「中國人」的殖民歷史。

郡縣化與「中國人」殖民經常是在一條發展的軌跡上。如這個例子是中國

人對越人的殖民。而中國人藉由郡縣的羽翼，成為在地的統治階級。  

我們可以設想在歷史的長河中，「中國人 vs.土著」的結構逐漸改變。

「中國化」的過程也在開展中。選舉制度是關鍵性的制度。西漢中後期，

中國開始實施以「鄉舉里選」為理想的選舉制度。我們可以換個角度描述

這種選舉制度。它是郡縣城內的中國政府選拔城外的「鄉」的居民以進入

城內，擔任郡縣官員。鄉的居民結構因地而異，故選舉的類型也各有不同。

但我們可以推想被選拔出來的鄉的居民都是有勢力集團的領袖，在古代史

中，我們統稱之為「豪族」。而這類豪族則多是殖民集團，其譜系淵源可

以上溯到先秦的各國貴族。漢代以來，這批殖民集團與郡縣政府合作，共

同支配在地土著。而在中國官方的記載中，他們是郡縣的「著姓」一類。

中國漢唐間的「士族」當多是這一類人。  

                                                 
12 《漢書》卷28下頁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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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選舉的制度面與朝廷的政策，漢代以來[的選舉制度是向城外的

鄉里社會的菁英開放的，即使對殖民集團的「中國人」有利，但不排除土

著勢力。且土著也可以藉由教養化而宣告自己是中國人，而得以進入地域

社會統治者之列。  

「中國人」與土著之間在一開始存在著統治階級與被統治者的身分差

別，但不存在如今天所謂的族群或民族間的鴻溝。隨著歷史上的階層流

動，郡縣區域的在地的中國人與非中國人之間的區別逐漸模糊。
14

中國中

古士族階級的崩潰可視為這種「郡縣+中國人殖民集團（士族）vs.土著」

的結構崩潰，轉而為「郡縣 vs.在地庶民社會」。這種現象在宋以後當日

益明顯。  

但這也並不是說閩南地區的階級差異已消失。我們可以想像宋以後這

裏的上層社會的成員被捲入科舉制中。而下層人民除了延續自古以來疏離

以至反抗的傳統，東亞海域的新世界也在向他們招手。閩南的下層人民面

向東亞海域，人與物在此海洋圈中移動，範圍包括台灣在內。  

閩南人從中國大陸移民至台灣，通稱為「唐山過台灣」。這已是一句

慣用語。
15

而這個用語也被理解為「從中國大陸移民至台灣海島」。這種

說法不至於錯，卻有可細究處。此說意味著「唐山」與「台灣」是兩個不

同的歷史性的地理空間，隔著一條黑水溝，台灣是中華帝國的域外。近世

以來，由於海外移民的結果，台灣逐步成為帝國邊緣。故移民台灣是中華

帝國的國民的海外冒險，對於「異域」的探勘。但另一種事實卻是，自十

五世紀東亞海域的歷史世界形成以來，台灣與「唐山」是在同一個歷史世

界內。故「唐山過台灣」的移民現象雖可看成是中華帝國之民到域外探險，

另一方面也是中國東南沿海居民在已身所隷屬的歷史世界中的移動。關鍵

點在於「唐山」不等於今天所謂的中國。直接將唐山等同於中國，是受到

歷史中國一元論的影響。  

我想我的祖先是漳州的下層人民，具有清朝的戶籍，當也自認為是北

京天子之臣民。「天高皇帝遠」是一句絕佳的描述。漳州的人民在帝國的

                                                                                                                                            
13  《漢書》卷頁64上頁2778。 

14  王明珂…。 

15  以書名為例，代表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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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離政治中心遙遠。但無論天如何高，皇帝何等遠，漳州之民都在此

「天」之下的「天下」，都自覺受到皇帝支配。也如「擊攘歌」所描述的

「帝力於我何有哉」。這種釋然心情的反面就是「帝力」的存在，亦即這

位歌者不管願意與否，都活在以「帝」（天子）為頂點的政治系統中。  

當皇帝制度成立，中國的統治集團就開始進行君（皇帝）民關係的倫

理化工程。如漢代以來的「儒教國家」建構中，皇權藉由《孝經》等儒家

典籍的理論，將孝的倫理加諸皇帝與民的關係之上。但目前我們還不是那

麼瞭解底層人民是否認知以及如何認知他們與皇帝之間的倫理關係。但我

們可以設想這種倫理關係是很淡薄的。而且從另一個角度推測，東南沿海

的居民一直與中國的政治系統間存在著對抗關係，他們是被征服者。當他

們背著大陸面向海洋時，雖然不曾或不會使用語言以至學理去表達反抗中

國政治支配的意念，但他們的離心行動表明了這層對抗關係。  

我的祖先移民到台灣來的前後，台灣也開始郡縣化。隨著西力入侵，

日本帝國主義者也虎視眈眈，十九世紀後期，清朝政府更加快郡縣化的速

度。雖然十九世紀六十年代起，中國開始了其「從天下到萬國」的轉換，

16
民族國家的建構逐漸開展，但這套新的民族主義並未立刻影響新定居台

灣的移民。一直到 1895 年間，郡縣化是「帝國邊緣之民的中國化」，主

要是指擁有戶籍並接受郡縣（州縣）官僚支配，並藉由郡縣官僚而向心的

歸屬於北京的中國天子。對於漳州移民而言，這套生活的脈絡並不陌生，

是延續閩南的生活型態，當也是持著「帝力於我何有哉」的心情接受了。 

海外移民的經驗也使得帝國秩序有了較積極的意義。這批移民者入侵

台灣原住民的「番地」，需要強大的政治力量為後援，也更迫切需要治安

的維護。當他們在面對原住民時，藉由「漢／番」的「自我與他者」的對

照，漢人意識更加深化。這些移民本來是位於帝國的邊緣，或許過著「擊

攘歌」的生活。一旦渡過台灣海峽，他們轉而成為從「中國」來的人。這

種歷史經驗轉換為漢人意識。  

歷史上的漢人觀念與其說是今天所謂的族群，不如說是傳統天下觀念

                                                 
16  「天下到萬國」的提法參考葛兆光〈作為思想史的古輿圖〉，甘懷真編《東亞歷史上的天

下與中國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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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人群區分與自我認同。
17

漢人意味著「化內」之人，而「化內」、「化

外」是傳統天下觀的一種人群分類法。「化」是指「王化」，故化的形成

的必要條件是王（天子）的存在。漢人概念的配套概念是中國天子。當這

批自認為是來自中國的漢人在面對台灣原住民時，他們的身分榮耀感的正

當性來源是身為中國天子之民。或許我們可以將這個現象簡化為從「唐人

到漢人」的演變。由於移民海外之故，這批原來處於中華帝國與東亞海域

世界重疊的人民，即所謂「唐人」，更以帝國之民（即漢人）自居。這個

過程也稱之為「內地化」。
18

中國朝廷也並非沒有作為。郡縣設置與科舉

實施都加速了內地化的過程與程度。  

這個「內地化」的發展會如何，已無法論證。清廷的甲午戰敗，乙未

割台，台灣人換了新的主人。一個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新國家開始支配台

灣人。我們可以試著從三個脈絡來理解明治日本。一是日本採用了西方的

民族國家的形式。二是仿效歐洲強權，蛻變為殖民帝國。
19

三則是本書所

強調的東亞的天下觀與制度的轉換。先簡單的說明如下。  

「天下」是歷史上東亞的王權型態，是一種政體。這種政體的核心概

念是「天子居中國受天命治天下」。而天下是一個三層的同心圓（方）結

構，中心是郡縣，其外圍是藩屬，再外圍是異域。這個體制成立於漢代中

國的皇帝制度。第八世紀日本實施律令制後，以日本京都政權的天子（天

皇）為中心，日本也是一個「天下」。明治維新以後，1989 年實施「大日

本帝國憲法」，從此時開始，日本的國名是「大日本帝國」，自我定位與

認同為「帝國」。二十世紀之後，以帝國命名、自稱已是日本的普遍習慣。

20
此帝國的稱號與概念無疑是模仿自歐洲列強，但也是傳統天下的轉換。

這個課題仍值得深究，目前不明之處甚多。  

即使就十九世紀發展以來的歐洲型殖民帝國而言，其政體、政治秩序

諸問題也仍在摸索中。英國、法國自身對於如何對待殖民地人民的法律、

                                                 
17  漢人概念的反省，近年的代表可推王明珂《華夏邊緣：歷史記憶與族群認胢》，台北，允

晨文化，1997。 

18  台灣人認同的相關討論，參考吳叡人〈福爾摩沙意識型態──試論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

族運動「民族文化」論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2，2006。 

19  參考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 植民地支配から復帰運

動まで》，東京，新曜社，1998，頁70~146。該書分析了當時諸多言論、政策的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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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地位與文化問題，也莫衷一是。我們可以推想，明治政府一方面引進

歐洲歐州「萬國公法」體系的政治、法律制度，也模擬歐洲列強之帝國政

體，同時也將天下觀運用在其帝國的政治秩序安排上。日本在明治維新之

後，積極擴張領土，主要是北海道、琉球、樺太（庫頁島）以及台灣。而

這些區域既成為日本領土，也被「差序式吸收」，即非平等的方式編入日

本國族體(national body)中。
21 

台灣人在日本的民族國家與帝國的雙重體制內的地位問題，如台灣是

日本國的一部分？抑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或屬地？這些問題在當時即為

日本的政治難題，議論紛紜，莫衷一是。「國家」(nation)對於日本政府與

台灣人，都是全新的東西。日本統治者開始學習並創造新的國家制度，而

台灣人也要學習並適應新的政治秩序。  

這個新的政治制度的關鍵是公民權(citizenship)，也是公民身分。何謂

「公民」與「公民權」，又是一個在學術上爭議性很高的問題，且不斷被

建構中的概念。
22

我沒有能力提出公民的定義，這也不是我的學術職責。

我只能給它一個操作定義，以作為考察歷史事實的憑據或尺度。此處的公

民 或 許 更 貼 切 的 說 是 「 國 民 」 。 國 家 (nation) 作 為 一 個 法 律 ／ 政 治 體

(legal/political body)，國民作為這個身體的一部分，與國家及其他國民之

間，具有法律所賦與的權利與義務，而且經常意味著平等的身分關係。  

被征服與支配對於當時大部分台灣人而言，可說是血液裏殘存了歷史

記憶。他們可以靠著「天高皇帝遠」的人生觀來安身立命。雖然造反也是

他們的習性。明治國家對於台灣人而言是一種新的征服體制，它帶來了西

方式的「國家」。我想大部分台灣人不會懂得其中深奧的政治哲學與原理，

而能體知的則是國民身分。即作為國民，與國家之間具有法律的關係，國

家通過法律賦與國民一些權利，也要求一些義務。相對於「漢人」、「唐

人」、「河洛人」、「漳州人」等身分概念，國民概念更強調個人作為一

                                                                                                                                            
20  參考川村湊《作文のなかの大日本帝国》，東京，岩波書店，2000，頁2~5。 

21  參考前引吳叡人論文。 

22  參考Keith Faulks, Citizenship, Lodon: Routledge, 2000. 作者指出，十七世紀以後，

自由主義如何在「平等」的信念下，建構公民觀念。其後社會主義繼承並批判自由主義，

擴大了公民概念。作者認為公民權是現代的民族國家所建構出來的政治原理。又與「國民」

概念的關係，參見沈松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論述，1895~1911〉，《中央研究

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4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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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政治共同體一員。更具體的說，它是啟發個人去想像一個作為整體的「國

家」，而個人是其中平等的一員。
23 

但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人在日本帝國之內是否有平等的公民權，答案

明顯是否定的。表現在「六三法」的抗爭，這一方面是「國家與被支配者」

的對抗，另一方面卻是被支配者要求進入國民（或公民）體系內的鬥爭。

台灣人也逐漸獲取相對平等的日本國家的身分，也開始有了日本人的「國

家認同」，即使是次等日本人。國家認同是近代歷史發展的鉅大潮流，既

是結果，也是動力。
24

就比較的觀點而言，國家認同的概念與制度是舊有

的中國的天下政體中所無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國家認同感在由日本

國家所推動的政治運動的推波助瀾下，愈來愈強，如二次大戰時的「皇民

化」運動。  

當然，也如本書所要指出的，這種國家認同也不全然是從西方移植

的，也經過了傳統東亞天下觀的轉譯。明治國家同時也是一個以儒教為國

教的天皇制國家，其中的一個原理是強調君民關係的「孝」，全體臣民作

為天皇之「赤子」。
25 

公民或國民的新身分與認同的取得使得某些台灣人獲得了前所未有

的身分榮耀感，而身分的榮耀感是生命意義的泉源。我們可以想像台籍日

本兵的年輕小伙子，在「天皇赤子」的感召下，在「大日本帝國」的域外，

如南洋，如何以日本人身分而自傲。在這個身分認同的過程中，他們從長

期的邊陲甚至化外的立場轉而進入中心，並藉此歧視日本帝國的域外人

民，如東南亞人、中國人，而獲致身分榮耀。戰爭中的共患難經驗，更加

深了他們的日本人認同。  

                                                 
23  1910年雷昭性在《民聲》中的撰文指出：「國民實為國家之主體，以總握國家之主權。匪

特對於國內之政治法律，一切由己主持，…」（轉引自沈松僑〈國權與民權：晩清的「國

民」論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所集刊》73:4，2002。頁707。）可見中

國知識分子在清末民初已理解國民概念的關鍵在於「國家之主體」，且強調法律政治面。

這個例子作為一個旁證參考。 

24  有趣的討論可參考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the University of Neveda Press, 

1991. 作者討論了國家認同作為一種認同，在歐洲歷史上如何從他類認同中脫穎而出，而

結合了族群根源、宗教、語言與共有的符號，以創造了人們對國家的感覺。 

25  參考子安宣邦《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解読》，東京，白澤社，2007。尤其是其中討論「倫

理學」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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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台灣人卻是「被歧視的日本人又不是日本人」。
26

在日

本的殖民策略下，台灣人充其量是二等公民。台灣原先位在東亞海域新世

界與中華帝國的交疊位置。東亞海域是一個非國家支配的世界。而台灣在

中華帝國的邊陲。「乙未割台」後，台灣轉而為殖民地。在反殖民的脈絡

下，作為民族的「台灣人」的新概念逐漸形成。  

在此同時，大陸的中國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也正在成型中。前近代的

中國政體是一種「天下」型態，這也是本書所要論證的主題。十九世紀六

十年代以後，中國進行了一場「天下到萬國」的革命歷程。作為民族的「中

國人」觀念也藉由政治運動與事件而成立。台灣人並未參與這一場可歌可

泣也使無數人頭落地的國族建構運動。台灣人在中國的國族建構中缺席也

是其後台灣與中國關係的轉捩點。  

然而，中國的國族建構，即中國人的誕生，是給了當時台灣人的國族

想像的文化資源。中國人的概念脫胎自原「天下」中的郡縣內的「漢人」

的定義。我們可以推論，中國人作為一種範疇概念，其形成的一條內在理

路是從郡縣支配下的人民，即「漢人」，轉變而成的。雖然我們也很清楚

看到其後的諸多轉折，如中國的邊疆或少數民族被編入中國人的範疇內。

中國的國族運動對於殖民地台灣人的國家認同也產生一定的影響。如前所

述，「唐山過台灣」的移民在進入台灣「漢／番」情境與歷史脈絡中，開

始想像並認同自己是漢人。從漢人意識轉換到中國人意識即使不是理所當

然，卻容易跨越。這種想像的國家認同是許多陷入次等日本人困境中的台

灣人的一條解放之道。另一條解放之路是塑造台灣人本身即為一個民族，

而追求這個民族從日本殖民統治下解放出來，所謂台灣獨立。  

歷史發展不是由理論的內在理路所決定的。歷史中的行動者在外在的

客觀脈絡中，依其策略與目的，理解與詮釋了當代的學理，而作出行動。

二次大戰中的中日戰爭結束後，日本戰敗，日本國家退出台灣，新的中國

的國家來了。在日本統治時期，台灣人對於其所屬的國家，有二種「想像

的共同體」。
27

一是「中國人」，二是「台灣人」。隨著戰中與戰後的強

                                                 
26  小熊英二之語，見《〈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 植民地支配から復

帰運動まで》，頁 

27  這是Benendict Anderson的用語，見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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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政治將台灣的統治權授與中國，台灣人是中國人的思考路線也脫穎而

出。  

我們也可以從台灣人的「日本人國族想像」與「中國人國族想像」的

衝突，思考「二二八」事件。台灣人作為「二等日本人」的同時也被日本

國家教育了平等的公民觀念。在日據時期，這種公民權是可以被認識到的

應然，即使不是台灣人生活中的實然。正是這種觀念的啟廸，使得許多台

灣人反抗日本殖民帝國體制，並幻想中國在歷經國民革命後，已成為一個

人民具有公民權的民族國家。但中國在歷經革命與戰亂，若以「國權」與

「民權」作為民族主義的兩端，則中國民族主義是極度向國權傾斜。中國

民族主義追求的是國家主權，而非人民主權。故國民只是作為集體的人民

的代稱。
28

戰後初期台灣人所迎接的中國國家是一個強調國權而非民權的

民族國家。當時中國更欠缺作為法律／政治概念的公民觀念。台灣人若持

日本國家的公民觀念，想去置換成中國人身分，失望是在所難免的。但這

種不滿看在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眼中，自是叛國的行為。當然，二二八事件

絕不是單純的理念之爭，理念只是用來詮釋己身政治行為的正當性。日本

統治時期壯大的台灣地主、資本家運用近代國家公民權為武器以擴張戰後

島內的支配權，而與國民黨在內戰階段的軍事管制的衝突更是主因。  

總之，台灣是東亞三個地域的交匯處：中華帝國、日本帝國與東亞海

域世界。我們身處此間，感受近代以來台灣歷史的紛紛擾擾，而這些事件

中，許多是這三個世界交滙互動的結果。或許這種感受，或許可以轉化為

一股探索東亞歷史上的王權發展的動力。  

 

                                                                                                                                            
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北，時報出版公司，1999。 

28  沈松僑〈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論民族主義的兩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3，2002，頁93~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