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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民族國家的誕生

民族國家(nation, nation-state)是二十世紀東
亞的最大現象，建國(nation-building)是最大
的歷史動力。

前近代東亞有民族嗎？

– 東亞的近代民族是新造

或改造？



民族是新東西？

領土

宗教

共同文化：語言、國語運動

認同：認同台灣



帝國主義來了！以日本為例

歐美帝國主義的侵略亞洲
– 兩場戰爭的比較：17世紀中期的鄭成功與荷蘭人的
戰爭、19世紀的中英鴉片戰爭。資本主義帝國的絕
對優勢。

1853年「黑船來航」
–1853年7月，美國東印度艦隊司令M. C. Perry率領
四艘軍艦駛入江戶灣，為商談開港貿易事件。引起
江戶極大恐慌。1854年2月11日Perry再次率領艦隊
來到日本，幕府被迫與美國簽訂了〈日美神奈川和
約》，開港貿易。橫濱開港。



西力入侵日本



水戶藩的危機

1824年，日本發生「大津濱事件」，有十二名英國籍
船員侵入水戶藩領地。



日本傳統學者的對策：水戶學

水戶學是江戶時期重要的學派。

十八世紀後期，由於對外危機的深化，學問
的重點轉為實踐的政治學。其尊王攘夷論、國
體論影響幕末、明治維新甚鉅。

會澤安在1825年寫成《新論》，此書也成為後
期江戶學的代表作品。



國體論

日本當時的危機是如何從舊政體轉換到新的政體，這
種舊政體是東亞式的「天下」，而新政體是西方式的
「國家」(nation, nation-state)。
以會澤安為代表的日本有識之士，已體認到要拯救日
本於危機之中，必須要使日本轉型為一國家。但會澤
安沒有nation的概念。
《新論》的首章為「國體」，可推知會澤安的政治學
說的主要目的是要建構新國體。
若我們觀察此後約二百年的東亞歷史發展，會澤安的
確是歷史的先驅，此後東亞有志之士所致力者是國體
的變更，主要的方向是所謂民主化 。



日本的「天下」觀與轉換

十九世紀的鉅變，與新的自國認
同的創造
–對「國際」的理解，及承認諸國間是
平等的存在。

–「國民」的創造，制度與意識。

–新的知識的加入。鉅大的政治工程。



日本的「天下」觀與轉換

十九世紀初年的日本政體為「幕藩體制」。
– 京都有天皇
– 江戶（東京）為中央政府所在，為德川幕府。
– 列島內的諸「國」（或藩）為地方政府，具有相當的自立性。
– 德川幕府也是一國，只是首席之國。另一方面急速中央集權與官僚

化。
對於一般日本人而言，他們所認同的直接對象是一個實體的「國」或
「藩」，其次才是抽象存在的「天皇制」。
以江戶（後來的東京）為樞軸，日本也逐漸發展出全國性的官僚菁英，
並逐漸能以官僚制度整合全國菁英與地域而為一個政治系統。
十九世紀初年，日本欲創造內部的國家認同，其歷史脈絡與可選擇的資
源主要有二，一是天皇制的傳統，二是德川幕府的政治系統。結果，會
澤安選擇了前者，藉由再造天皇制的方式，試圖創造日本人的國家認
同。
象徵天皇制



會澤安的新政體：新天下

就《新論》來看，會澤安的首要目標是創造日本的「
自國認同」，而最具體的方法是創造「一君萬民」的
體制，於是要改造這個以天皇為首的「天下」政體。

一方面是日本天皇能超越諸「國」的界限，而成為全
日本的認同對象。

另一方面，全體日本人成為直接隸屬天皇的「民」。

國民意識的建構



政治危機中的會澤安

戰國時代（約十五、十六世紀），日本走向武力統一
。
織田信長(1534~1582)的二個選擇：
– 天皇制的「公儀」
– 武家的武力

天下布武
– 天下人：高於國
– 取消國的自律令
– 日本和平

豐臣秀吉的天下觀與
對外侵略



政治危機中的會澤安



政治危機中的會澤安

德川政權的天下是憑藉兩套系統

– 一是幕府的「天下布武」與「御威光」。即德川幕府以「戰
爭王」的身分君臨日本，而維持日本列島的和平。這種訴諸
戰爭（武力壟斷）與和平的雙重性格，確立了德川幕府的正
當性。

– 二是天皇的神聖性，這種從古代、中世轉化而來的天皇神聖
性，多半是建築在古代以來的天皇制神話，或用中國古典式
的語言與概念，即「禮」。這種「禮」的觀念建構了日本人
民生存空間的意義性，這個空間亦即天下。而當時日本的用
語是「公儀」。

德川政權藉由「鎖國」政策，暫時阻擋了因為東亞海域的各種政
治勢力崛起所引發的客觀世界擴大而導致的自國認識的危機，將
「天下」繼續限制在日本列島的空間範疇內。



政治危機中的會澤安

基督教傳來：動搖了中世的神國體制，也帶來了政治
危機。

中世以來，日本的政治統合，亦即各地域的整合，是
透過佛教的政治論述統合了神社體系，使日本繼續在
一個王法、佛法的支配下，而成為一個王土與佛土。
中世天皇觀也藉由佛法而得以再造與續存，也繼續統
治一個「天下」。

德川政權也自稱「神國」，以對照「基督教國」（き
りしたん国）。



政治危機中的會澤安

元和大殉教圖：1622年，長崎，55名基督教（天主教
）傳教士被處死



政治危機中的會澤安

儒教國家的形成。

十八世紀以來，儒教的影響力日隆，尤其對於
政治界而言。

甘懷真〈日本近世的「公法」與「君臣之義
」—以赤穗事件為例〉，



會澤安的國體學說

會澤安的二個選擇：東亞國家的抉擇

– 幕藩體制改良

– 天皇制

革命是一套知識工程

–德川幕府的神道思想不足以擔當建國的工程

–而長期作為國家意識與政治理論的來源的儒家更為
適當。故「以儒教國家對抗基督教國家」是當時可
以採行的一種應付國家危機的策略。



會澤安的國體學說

會澤安的使命是如何藉由儒教的論述，即使用
儒教的語言與概念，重新理解與詮釋所面對的
諸日本的事實，包括過去的歷史與現狀

解決日本當前的危機

賦與這個新國家以儒家理想。

如何將儒教詮釋為普世性的文化，一種高尚的
文明標準；而同時也可以用來建構日本的民族
國家。



會澤安的國體學說

與基督教（國家）對抗

建構儒教的天皇制國家



再造天皇制國家

一君萬民，超克超克既定的幕藩體制，建構以
天皇為君，民是直屬於天皇之民的新國體。

《新論》：「億兆一心，皆親其上。」又曰：
「而土皆天子之地，人皆天子之民，民志一而
天下又大治。」

儒家式的「孝」



祭祀國家的理據

會澤安的意圖是創造一位儒教式的至上神，作為當時的「天下」
（即日本）的權力與價值的總根據。而這位至上神的功能需藉由
天皇祭祀制度。

（古代）天皇制是會澤安能找到的文化資源。

圓山神社

天祖（天照大神）

—天皇—神社神祗—

人民



祭祀國家的理據

天皇作為天下領域的守護者，若能藉由祭祀確
實與鬼神互動，每位生民之命皆可獲得安頓，
也得到意義。再根據這套宗教觀重構天皇制的
祭祀制度，並藉此使天皇得以「臨民」而統治
「天下」，而形塑了日本的「自國認同」。



祭祀國家的理據

會澤安相信，唯有藉由儒教式的國家的成立，
才可以一方面解決當下的政治危機；另一方面
也可以藉機建立理想的儒教國。對於後者而言
，會澤安認為中世以來的佛教與基督教之所以
在日本擄獲人心，皆因人民之心不能獲得安定
。一旦理想的儒教國家建立，自然可以順利的
驅逐佛教與基督教。



永遠的天皇制？



文明論與國體論

明治維新的兩面性：

–文明論與國體論。

–儒教天皇與立憲君主

近代天皇制的誕生：東亞的一種現代國家



中國人站起來了？

1949年10月1日天安門

佔人類總數四分之

一的中國人從此站立

起來了！

我們的民族不在是

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

了，我們已經站起來

了！



華人與狗不得入內

郭沫若1923年《月蝕》 ：「上海幾處的公園
都禁止狗與華人入內，其實狗倒可以進去，人
是不行，人要變成狗的時候便可以進去了。」

孫中山〈中國內亂之原因〉 ：「上海的黃浦
灘和北四川路那兩個公園，我們中國人至今還
是不能進去。從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並掛一
塊牌說：『狗同中國人不許入』！」

神話或事實？



民族主義的命題

李澤厚：反帝救國的民族主義，乃是整個近代
中國的壓倒一切的首要主題。



中國人的命題

梁啟超〈國家思想變遷異同論〉：「吾國於
所謂民族主義者，猶未胚胎焉。…速養成我
所固有之民族主義。」



民族一詞的創出

1837年西洋傳教士所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計
傳》所刊〈約書亞降迦南國〉一文，與王
韜、康有為所編《強學報》，使用「民族」
一詞。

20世紀初的使用是借自日本，翻譯nation。
日本則是從德國傳統而來，強調種族。



民族一詞的創出

中國民族主義是自發或移殖？

Proto-nationalism（原型民族主義）

多元思考的民族主義

國名為何是「中華」？

– 1907年章太炎與康有為主張將中國改名為中華。
以漢人為主體以及優等的國家。

保種？保教？保國？



皇帝制度的崩潰

滿清異族的皇帝：腐敗滿清政府的論述

為什麼不能建立新（漢人）皇帝？

– 儒教同時崩潰，首先表現在儒教的「天下觀」的
崩潰。不再有皇帝制度成立的理論

– 只能借用西方的民主理論以建立新政體



皇帝制度的崩潰

1905年廢止科舉考試

儒教黏合地域社會的統治階級

新式學堂、新式國家考試。

另一群人脫穎而出。上層地主與資本家掌握
國家機器。然而國家與社會的聯結管道喪
失。

兩個中國：沿海中國與內陸中國。國民黨的
中國與共產黨的中國。



皇帝制度「天下」的轉換

1860年接受萬國公法，承認自己是一
「國」。與日本相同。

臣民向國民的轉換。中國的難題在於國民觀
念的創造。即國民間的認同感的產生。

國家在法律／政治體(legal/political body) 
或道德體(moral body)間擺盪。



皇帝制度「天下」的轉換

他者/敵人與我群：日本的對照

1898年戊戌政變，康有為、梁啟超等維新黨
人流亡日本。1901年至1910年間，約有
32428人流學日本。

日本侵華：九一八、長城謠。



皇帝制度「天下」的轉換

他者/敵人與我群：日本的對照

共同受難的經驗



皇帝制度「天下」的轉換

1921年郁達夫〈沈淪〉：

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來，強起來吧！

你還有許多兒女在那裏受苦呢！



向共產制度邁進

重建一個道德國家：共產主義作為新儒教
– 新的大同思想、平等主義。

劉少奇《論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國式的共產主義
– 與馬克思主義的差別：主觀意志與行為的力量。
– 共產黨幹部作為新士大夫階級。
– 「為人民服務」作為士志於道。
– 溫家寶的四川救災，「是人民養你們，你們自己看著

辦」。「爾食爾祿，民脂民膏」。

共產黨：道德的黨、道德的革命
– 新的經典、新的士大夫。



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中國會如何？

民主體制建立？
儒教+皇帝制度復辟？
資本主義中國的危機



思考台灣

台灣的「亂象」。
沒有統治階級的社會。
士大夫與武家：養民
沒有道德的統治階級



認同中國的糾結

戰後台灣：不被承認的國家

域外中國人？

政治中國與文化中國



台灣：東亞諸地域的交匯

中華帝國

日本帝國

東亞海域世界。







唐山過台灣

「唐人」的世界：東亞海域與中華帝國的的
交匯。

抽象的帝國認同，與具體的地域認同。

從唐人到漢人
– 漢人的脈絡是「漢vs.番」。

– 漢人的背景是中華帝國。

– 台灣的郡縣化

日本統治者來了！



明治國家

新的征服體制，它帶來了西方式的「國家」

支配與進步



一流國家、二等公民

六三法：1896年在台灣實施特別法

六三法抗爭

– 「國家與被支配者」的對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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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流國家、二等公民

天皇赤子：身分的榮耀感

戰爭共患難的歷史經驗：台灣人的海外經驗

「被歧視的日本人又不是日本人」



在中國國族建構中缺席的台灣人

中國人的誕生

漢人轉換為中國人

想像的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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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細亞的孤兒

吳濁流的感嘆



中國國家的降臨：二二八事件

平等公民權的應然，即使不是實然

想像的中國：強國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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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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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的叛國行為。



中國國家的降臨：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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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與中國在台灣的統治基礎

從墾首到地主

日本殖民政府與地主階級結合

國民黨的「耕者有其田」

五二○事件：1988年5月20日的農民抗爭

自力救濟：公害問題

Form the bottom up
Political man: Lipset



90年代的黑金政治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神聖的社會與不義
的國家。

派系、黑道、財團：不義的社會

新黨現象：趙少康。國民黨的軍人（郝柏
村）、舊權貴是社會正義的象徵。以至馬英
九。



族群問題掩蓋階級問題

1980年，台灣資本家階級的壯大，資本主義
國家的誕生。

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資本家vs.勞工。

生活場域的實際矛盾轉化為理論場域的想像
矛盾：族群理論的誕生，於80年代後期。所
謂四大族群。

公務員（外省人）vs.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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