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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歷史看從歷史看傳統與現代傳統與現代

汪榮祖

國立中正大學講座教授

導論導論

傳統往往被視為保守，甚至落
伍。
事實上，沒有傳統，就沒有創
新的依據。
Thomas Kuhn,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提出”典
範” (paradigm).
所有科學研究傳統，由典範形
成，沒有典範，就沒有共同信
仰與基本概念，便失去思考的
方向。

傳統傳統
與創與創
新新

典範是一穩定的認知傳統，
舊典範經過思想或概念革
命，形成新典範。
然而，沒有舊典範，何來新
典範？
於此，可以略知傳統與創新
的關係。

無法無法
重返重返
傳統傳統

不可能從現代回到傳統，可
用逝者如斯來形容。創新與
傳統並非可以完全切割的兩
個個體，社會整體是有機
體，長期逐漸接受創新，並
已與之融為一體，舊貌已
非。
即使能夠回到過去，最終可
能兩頭空，失去現在的發展
成果，卻回不到過去。

何謂何謂
傳傳

統？統？

過去經驗的累集，成為傳統。
現代的成果有朝一日也會成為
傳統。
今日之今，霍霍栩栩，少焉矚
之，已化為古。─《心史》
傳統是對過去持續集體經驗的
感覺，對今人仍然十分重要。
即使對最講究創新的人來說，
也無法與傳統切割。

何謂何謂
現現

代？代？

西方歷史上古﹑中古﹑近代的分
期。
近代西方始於民族國家的興
起，理性啟蒙，科學與工業革
命。
近代中國始於何時？
傳統中國與近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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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從傳
統到統到
現代現代

過去的制度與價值觀，世代相
傳，不因世代改變而流逝。
美國名小說家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 曾說： “過去並未
死亡，甚至並未過去” （The 
past is not dead. In fact, it‘s 
not even past）。換言之，傳
統仍活在現代。
無論多少改變，過去會持續影
響現在。

傳統傳統
對現對現
代的代的
抗拒抗拒
力度力度

物質和技術的創新，較易接
受，制度面其次，社會與人文
上的變革最難。
現代生產線的機械化生產方
式， 導致大批傳統手工業者失
業。
清末民初中國傳統農民砸洋學
堂並非抗拒現代而是抗稅。

揮之揮之
不去不去
的傳的傳
統統

當人們遇到不同於既往的新事
物時，最常見的反應是： “有違
傳統 （this is not how things 
have always been done” ）。
傳統需要漸進式的改變，而且
吸納新的變遷成為更新的傳
統，使新事物轉變為傳統的一
部份。一步到位的終止傳統，
所費社會心理層面的代價很
大，例如中國的全盤西化論與
西班牙征服中南美洲後，強迫
當地居民改信天主教。

居今居今
懷古懷古

當今雖被視為好日子，懷念過起
的想法仍甚普遍。「Looking 
Backward」就是一種懷舊， 回
到舊道德、舊日的宗教，美國
小鎮風情，但事實上不太可
能。

所謂回到過去不外是回到需要重
建，甚至是從未存在過的既
往。

傳統傳統
的建的建
立立

社會(societies)與社群
(communities)有其遵循的
傳統模範。無論是制度、價
值觀或行為模式，過去永遠
是存在人類意識中的一個面
向。
年長者常常是傳統的授受
者。

傳統傳統
的價的價
值值

傳統作為過去的系譜，往往提
供情感上的滿足，也在於支撐
不確定的自尊心。
資產階級新貴尋找血統，新的
民族或運動熱中於收集偉大的
過去事蹟或成就，即使他們的
歷史往往缺乏這些東西。
19世紀的上流社會，尤重個人
血統，族譜的顯赫與否，是個
人在社會上是否受到尊重的唯
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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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傳統
的作的作
用用

傳統為現在定型，並成為現代
紛爭的仲裁。即使在文盲社會
裡，當地習俗、長者的智慧、
過去的文獻，都具有精神上的
威權，在半開化或開化社會亦
復如此。
傳統成為現在的價值，傳統的
約束力愈強，愈難改革，所謂
歷史的負擔。
如果新酒能入舊瓶也未嘗不能
創新。

傳統傳統
要人要人
學習學習
過去過去
的經的經
驗驗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
（The child who burns its 
fingers keeps away from 
fire）。
錯不再犯（once burned, 

twice shy）。
但歷史經驗不容易學：形與情
的異同。

傳統傳統
是現是現
代的代的
模式模式

傳統的重要就在於其智慧與
經驗，知道事情的來龍去
脈，所以知道要如何做。
每一世代將傳統交給下一
代，並規劃上下代之間的關
係。
每一個世代都盡可能地將上
一世代的行為模式加以傳
承，使傳統延續。

傳統傳統
與現與現
代化代化

傳統與現代往往被視為新舊
的對立。
認為傳統是現代化的障礙。
但是戰後現代化研究顯示傳
統可以成為現代化的動力。
傳統的現代化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
日本現代化的例子。

日本日本
的例的例
子子

日本是現代化成功的例子，然
而之所以成功，多歸之於日本
傳統的優勢。明治維新得益於
德川傳統計有：
識字率高達40％
儒家傳統
長子繼承
富農與農業商業化
日本的貴族革命
封建體制與多重反應

複製複製
傳統傳統

需要發明過去作為改造現狀的
依據。複製傳統以為今用。
查理曼大帝，不斷被用來作為
統一歐洲的宣傳工具，無論提
倡者打算用什麼方式將歐洲統
合，但絕不會是回復至西元八
世紀歐洲的樣子。
錫安主義(Zionism)希望回到被
逐出巴比倫之前的過去的同
時，也否定超過兩千年的猶太
人歷史。
中國黃帝傳說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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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構虛構
傳統傳統

建構虛假的傳統為當今民族
主義之需 。
上帝選民（God’s chosen 
people）的虛構。
Ernest Renan: “扭曲歷史

幾成為現代國家不可或缺的
作為” （Getting history 
wrong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being a nation）。

現現
代代
的的
巨巨
變變

勞力與生產比例之巨變，影響深
遠。現代之前所未有。
歷史不能解決巨變的後果，但可指
出問題的一個要害：社會資源重新
分配之必要。
資本主義的對社會低層的社會救助
政策，無法根治貧民窟生活品質問
題、廣大的流浪漢人口（尤以美國
為例），不過是一種「大家都可以
接受的暴力」。
經濟經由社會不公而成長。唯有整
個財富不尋常的增加，才能解決。

現代現代
社會社會
面目面目
全非全非

人類社會在過去幾個世紀裡經
過極其快速與廣泛的轉變。
現代科學至上，造成科學主
義。
現代民主往往成為民粹。
理性啟蒙導致自以為是的普世
價值。
現代社會的愚昧與暴力並不小
於傳統社會。
道德之淪喪。

貧富貧富
與權與權
力嚴力嚴
重失重失
衡衡

當今快速發展所不可免。
窮人與窮國之無力回天。
強國與富國只試圖防阻而不能
解決問題。
第三世界的亞非拉地區，中印
崛起，拉非仍然落後。
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

現代現代
社會社會
與傳與傳
統日統日
遠遠

今日世界仍有極大部分地區，
傳統仍具有相當權威。
但是經過工業革命的洗禮，人
類社會出現前所未有的變化，
生產工具與生產的變革首當其
衝。性別越線，性相關話題抬
上桌面，同性戀尋求社會認
同。道德觀混淆。十九世紀尼
采大呼「上帝已死」，二十一
世紀的今天「連惡魔也死
了」，時人對錯之分的界線越
來越模糊不顯。

當代當代
決策決策
未重未重
視傳視傳
統經統經
驗驗

如何借傳統來改造不滿的現
狀？
追求科學主義與技術層面的決
策和策劃刻意忽略了歷史經
驗。但事實上歷史經驗不可忽
略。
今日大可用電腦技術來儲存大
量歷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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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傳統
是否是否
真能真能
為今為今
之之

用？用？

歷史教訓今已不足為訓（The 
present is no longer a carbon-
copy of the past）. 
當代社會已非過去的延伸，它
與過去不同，是無獨僅有的，
也毫無先例可言。

從傳從傳
統到統到
未來未來

難以抑止預測未來的慾望。
認定總的趨勢。
“鑽進過去以助預測未來”
（dipping into the past for the   
assistance in forecasting the  
future）。
歷史主義(historicism)提供了工
具。

史學史學
是現是現
代回代回
顧傳顧傳
統的統的
橋樑橋樑

史學是居今觀古的學問。
所居之今就是現代。
所觀之古就是傳統。
史學家用現代的思考､概念､
方法來分析､解釋､發揮傳
統。
歷史乃當今之指南（ History is 
literally the authority for the 
present ）。

傳統傳統
就是就是
寶貴寶貴
的歷的歷
史經史經
驗驗

史家是記憶之庫（Historians 
are the memory bank of 
experience）。
歷史家所建構集體經驗，資當
代社會之用([H] constitute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past, 
peopl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have to rely on 
them)。

歷史歷史
的重的重
要要

全世界所有的現代教育系統裡
少不了歷史一科，冀從歷史認
識過去的傳統。
現代人對尋根的熱情。
需要理論架構來分析歷史。
分析百餘年來之「進步」。
馬克思對歷史分析的重要性。

虛構虛構
的傳的傳
統，統，
虛構虛構
的民的民
族族

「社群感」(Sense of the 
community)如何體現？如何建
立？
民族的認同奠基在相同的歷史
之上，民族運動影響所及，有
心史家為強化愛國情感，「過
去歷史」成了各自解讀的對
象。
安德森(Benedict R.O‘Gorman 
Anderson )《想像的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y)將民
族、民族屬性與民族主義視為
一種「特殊的文化的人造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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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歷史
學的學的
任務任務

為什麼所有政權都將歷史學習
深植學校教育？
學習片面的共同記憶，可加深
個人對社會的認同，進而為民
族感到驕傲。這樣的榮譽感，
將使個人變成為市政服務的好
公民。
然國族主義的歷史教育，有如
有色鏡片般，將妨礙個體對事
件解讀的客觀性，而為世人拿
掉這有色鏡片的，是歷史學家
不變的使命。

結結
語語

從歷史經驗中看傳統。有賴於從歷
史經驗獲致有益的歷史觀點。
向傳統學習，但好像幾乎沒有人真
正學習到傳統。
根據機械的模式而不借助歷史眼界
解決問題。
為了不理性的目標而有系統地扭曲
歷史。
移除遮眼罩。李白詩句：總為浮雲
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寄望於大學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