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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與現代 
－日本近現代化過程的掙扎－ 

 

徐興慶 
（國立臺灣大學日文系教授） 

                                                                2007.12.05 

ㄧ、前言 
 

   「傳統與現代」一向是中外學術界關注的話題，只要走向近代化的國家，無論西方

或東方都無法迴避這個問題。但由於各個國家的國情、傳統文化不盡相同，近代化的起

因與發展模式亦有所差異。東亞各國當中，同為儒教文化圈的日本，基本上其文化的形

成是從攝取中華文化的過程中發展起來的。古代的日本並不存在著厚重的傳統束縛，直

至儒教、佛教、道教相繼經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之後，日本人才藉助漢字的入傳創造了

假名文字，在消化中華及西洋文化的漫長過程中，才創造了自己的文化。換言之，它是

在融合外來文化中逐步形成的。 

    日本近代科學之基礎，肇始於德川時代的「蘭學」，以荷蘭語為媒介，藉由翻譯典

籍將西洋醫學、世界地理知識及產業技術等東傳，影響及於日本學術、文化及科技之發

展。德川幕末諸多知識人，更透過英、法、德、俄等多種語言，廣泛且直接吸收「蘭學」、

「洋學」知識，並加以運用，加速了日本文明開化的腳步。東亞世界各國中，並無像日

本明治維新時期，全力吸收西洋文明的國家，這個時期無論是物質或精神生活，日本都

滲入諸多西洋文明的要素，也因此奠定了近代化的基礎。 

    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有諸多東亞各國所罕見的傳統與獨特的文化，諸如自鎌倉至德

川時代的武家政治制度，並非只是讓人聯想到特權階級而已。武士所存在的意義，從個

人劍術、築城的技法到文學、哲學、禪學之知識攝取，幾乎是文武雙全的知識與技術者。

在傳統與現代文明的進化過程中，熟重熟輕，他們有過徬徨、矛盾及掙扎。德川幕末有

少數啟蒙思想家多方汲取世界知識，戮力告知朝野人士在日本的「天下」觀之外，還有

一個浩瀚的西洋世界，憂心幕府故步自封的鎖國政策，批評保守官僚坐井觀天，呼籲儘

速認識外面的世界、汲取文明科技，以因應外來勢力的威脅。由此可見，幕末維新期的

知識人之世界觀形成，並非因鴉片戰爭或培里（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

叩關給日本帶來威脅而一夕形成，德川中期開始已有一段漸進式的前置行動。幕末知識

人在汲取西學、培養世界觀的過程中，掃除了狹隘的空間與地理觀，從「日本主體論」

認知到多元層次的文化差異，發現東西方學術本質不同，也感受吸收西洋文明的迫切

性，更意識到西方科學之實用性，已遠遠凌駕東方世界的學術理論。他們掙扎於傳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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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新知的取捨過程中，不但促進了東西文明的對話，也創造了德川幕末新的學問價

值。當時的日本，一方面不得不承認西方文明是最先進的文明，優於東亞文明；另一方

面又不願意拋棄自我主體性，而力圖尋找傳統日本與西方文明可以並存的思維模式，近

代以前，佐久間象山（1811-1864）提倡「東洋道德，西洋藝術」，思想界也流行「和魂

漢才」的說法；近代以後「和魂洋才」東西文化並存的思維都是典型模式。在傳統與文

明的融合與衝突中，這些模式雖然解決了一些問題，但是明治維新的全盤西化，摧毀了

這些模式，拋棄了日本的固有傳統，也讓日本迷失了方向。 

    明治初期的啟蒙思想當中，平等主義的觀念是日本打破封建體制的重要因素。幕末

明治初期的啟蒙思想家中村正直（1832－1891）在 1870 年翻譯了英國蘇格蘭作家斯邁

爾斯（Smiles Samuel，1812－1904）的著作《西國立志編》（原名《自助論 “self 

help＂》，1859），
1 以及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

的著作《自由之理》（原名《自由論》“On Liberty＂，1859）。《西國立志編》與慶應義

塾大學的創辦人福澤諭吉（1835-1901）的《西洋事情》，2內田正雄的《輿地誌略》同

列為「明治三書」均是啟蒙西洋文明的暢銷書，影響當時日本的民權思想極為深遠。特

別是福澤諭吉在其《學問のすすめ》（明治五至九年刊行）的初篇中提及「萬人皆同位，

與生無貴賤上下之差別」之平等主張，對於做學問則說：「學問並非只有認識艱澀的字，

讀難解的古文，作和歌、詩文以為樂，世上不言不實的文學」，提倡學問必須有實用之

實用主義，此書得到多數日本民眾的支持，共出版了七十餘萬冊，以當時日本人口三千

五百萬人來算，平均每六十人就又有一名讀過這本書，可見其催生教育普及的功效。 

 

    在宗教方面，明治政府實施了「國教化」的政策，發布了「神佛分離令」，神道受

到國家的保護，將神與佛作明顯的區分，推行「廢佛毀釋」政策，神社由國家管理，神

官由政府任命，破壞了長期以來日本振興佛教的諸多文化遺產，使國家神道支配了國家

的宗教而走向軍國主義的道路。 

 

                                                 
1中村正直譯《西國立志編》計 11 冊，為明治初期最暢銷的書籍，內容敘述數百名西洋古今人物之立志

傳記及西洋個人主義之道德說，這種打破階級制度，勸說只要有能力、肯努力者皆有出世機會，合乎時

代潮流的思想，激勵了許多的日本年輕人，也影響了他們的思想走向。若說《西國立志編》的日譯本為

日本近代化之精神支柱（backbone）並不為過，它不但成為日本國民的教科書，也被許多小學列為教科

書，作為啟發學生修身之用，整個明治時代，其發行量超過 100 萬冊以上。 

2
福澤諭吉的《西洋事情》共有初編（1866）、外編（1868）和二編（1869），簡稱為《西洋事情》三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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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哲學與思想方面，德川時代雖以朱子學為官學，但幕末的政治人物當中如橫井小

楠（1809-1869）、西鄉隆盛（1828-1877）、吉田松陰（1830-1859）等人都曾嚮往陽明

學的思想，明治之後，陽明學仍然受到日本思想界的青睞。高田真治在《日本儒學史》

中曾經指出：「如果說明治時代的文化，僅僅只是基於歐化主義或開化主義而成，則未

必如此。毋寧說，促進歐化主義、開化主義而使之開花結果的是德川時代以還的儒教主

義之文化基礎。明治文化的核心人物當中，可以找出許多儒教主義的文化人，絕不能輕

忽這些儒教主義文化人所留下的業績」。
3 

    明治時代的風潮雖然以學習歐美的哲學、思想為主，但有少數的思想家不贊成全盤

西化，也不贊成復古，而希望摸索出自己想走的道路。諸如：西村茂樹（1828- 1902）

在《日本道德論》中探究儒教與哲學的精神，作為日本國民道德的基礎；東洋大學之創

立者井上圓了（1853-1919）以西洋哲學為背景重新詮釋了佛教思想；井上哲次郎（1856 

- 1944）從國家主義的立場排斥基督教，主張發揚日本國民道德，晚年傾注於日本儒教

之研究；大西祝（1864-1900）有「日本哲學之父」之稱，探索的東西思想的融合，至

明治末期西田幾多郎（1870-1945）提倡了「行為的直觀」（實際的知到）之「西田哲學」

觀，此與陽明學的「知行合一」的理念契合。另一位倫理學者和辻哲郎（1889-1960）

提及倫理學與「人間」的道德相關連的學問，所謂「人間」，顧名思義，並非指個人，

而是指人與人之間，父子、友人等各種關係「間柄（Aidagara）」的存在，亦即社會的

關係與道德的問題。此又與德川時代古文學派的伊藤仁齋（1627-1705）、古文辭學派的

荻生徂徠（1666-1728）主張的道德思想有類同之處。伊藤仁齋為《論語》注釋，寫成

《論語》古義，認為學習《論語》《孟子》即可安定「人間」的生活方式，並維持一定

的社會倫理秩序。荻生徂徠則以「先王之道」為理想，發揚「經世濟民」的學問。 

 

前述西田與和辻所主張的倫理道德重點都不在個人，西田注重內心的修養，在傳統

日本的思想上，延續了自鎌倉佛教以來的思想體系。而和辻關心的是「人間」社會的活

動方式，與仁齋、徂徠及「國學」主義的倡導者本居宣長（1730-1801）等人的思想主

張另成一個系譜，日本社會的傳統結構具有「共同體」的性格。 

 

從歷史與文明發展的角度而言，日本歷代政權的轉移，並非以革命作為改朝換代的

手段，但是「謀反」「替代」的歷史事件卻是不斷的重演。例如平城京的貴族社會對地

                                                 
3高田真治《日本儒學史》（地人書館，1943），頁 254-255。 



 4

方庶民的照顧有所倦怠時，武士階層就取而代之，執行國家的公權力，而實現公權力的

機能也以武家政權較具優勢，因此基本上日本的國家公權力，不會由個人或少部分人所

獨占，即使有獨占的情形發生，就會有「謀反」「替代」的情形出現，綜觀日本的社會

即是這種歷史不斷的重演。 

 

    本報告分「傳統篇」、「近代篇」、「現代篇」三個部份，從傳統與現代的角度切入，

分別介紹日本的傳統文化、門戶開放•明治維新與軍國主義、日本面對現代世界新秩序

的重整等問題。 

 
二、傳統篇 

 

（一）日本的傳統文化 
（1）飛鳥文化（自 6 世紀後半至 7 世紀後半，日本最早的佛教文化） 

（2）核心人物：大和政權的皇族與豪族 

 

（二）飛鳥文化的特色 
（1）建築:法隆寺、飛鳥寺、四天王寺、廣隆寺 

（2）雕刻: 法隆寺夢殿救世觀音像（北魏式樣）法隆寺百濟觀音像（南梁式樣） 

（3）繪畫、工藝：法隆寺玉虫廚子 

（4）人物介紹：聖德太子（574-622） 
1、改革制度，確立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 

（憲法十七條、冠位十二階） 

2、遣使中國，學習文物制度 

3、振興佛教，建法隆寺、四天王寺 

 
   （三）平安初期的佛教文化 
 

（1）人物介紹：最澄（767-822） 

1、日本天台宗開山祖師 

2、曾為遣唐僧 

3、是學究氣質，寫實派（以文字傳教為重） 
 

（2）人物介紹：空海（774-835） 

1、日本真言宗開山祖師 

2、曾入唐學習佛法 

3、大書法家，與嵯峨天皇、橘逸勢被稱為「日本三筆」 

4、是一種天才，抽象派（以曼荼羅圖案、咒術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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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風」文化（894 年遣唐使廢止之後的純和風文化） 

（1）自 10 世紀至 11 世紀後半，藤原氏之全盛時期(攝關政治)，又稱「藤原文化」 

      （2）「國風」文化的象徵：假名文字的成立 

1、建築:平等院鳳凰堂 

2、雕刻: 平等院鳳凰堂阿彌陀如來像 

3、文學：女流文學的代表作： 

＊《土佐日記》（紀貫之） 

＊《源氏物語》（紫式部） 

＊《枕草子》（清少納言） 

＊《古今和歌集》（和歌全盛時期） 
4、淨土教的全盛 

 

（五）平安末期的文化 

1、繪畫：源氏物語繪卷（繪卷物全盛時期） 

2、文學： 

＊說話集：《今昔物語集》 

＊歷史物語集：《大鏡》《金鏡》 

＊軍記物語《將門記》 

＊藝能：田樂、猿樂 

 

（六）文化轉捩點：從貴族到武士 

（1）武士階級的興衰 

1、原為戰士，地位低微，受貴族控制 

2、因貴族內鬥，掌軍事權的武士遂抬頭（平清盛） 

3、強大武士團領導者—受朝廷冊封「征夷大將軍」 

4、將軍開府即為「幕府」（鐮倉、室町、江戶） 

5、武士集團成為 14 世紀後日本主要政治軍事掌權者、文化傳承者 

6、明治維新以後還政天皇，武士階級沒落消散 

 

（2）武士道 

1、節禮、尚義、勇敢、仁愛、敬主（融合儒佛思想） 

2、不畏死，崇尚光榮、勇敢、沈靜之死（虔信淨土宗，相信來世） 

3、武人之死—切腹（展現一生武勇鍛鍊之最後考驗） 

4、1988 年新渡戶稻造著《武士道》將日本推向國際舞台 

 

（七）鎌倉時期的文化 

（1）五山文化（臨濟宗）： 

1、五山十剎 

＊京都五山：天龍寺、相國寺、建仁寺、東福寺、萬壽寺 

＊鐮倉五山：建長寺、圓覺寺、壽福寺、淨智寺、淨妙寺 

2、建築樣式 

＊天竺樣 

＊唐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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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樣 

＊折衷樣 

    （2）特色 

    1、建築：三十三間堂 

2、雕刻：興福寺天燈鬼、龍燈鬼 

3、繪畫：「蒙古襲來」繪卷 

 4、文學：《新古今和歌集》、《徒然草》、《方丈記》 

 
（八）安土桃山時期的文化 

（1）東山文化 

1、建築：銀閣寺 

2、繪畫：水墨畫大成—雪舟的「四季山水圖」 

3、文學：御伽草子 

4、藝能：淨琉璃、花道、茶道 

5、佛教：臨濟宗、淨土宗、日蓮宗、神道 

（2）北山文化 

1、建築：金閣寺、天龍寺庭園 

2、繪畫：水墨畫 

3、文學：五山文學 

4、宗教：禪宗（五山十剎） 

5、藝能：猿樂、狂言、品茶 

（3）南北朝文化 

1、歷史書：「增鏡」、「神皇正統記」 

2、軍記物：「太平記」 

3、和歌：「新葉和歌集」 

（4）南蠻文化 

1、基督教傳入：引發日後禁教鎖國 

2、南蠻文物流入影響建築風格（南蠻式天守） 

3、鐵砲傳入： 

＊改變武士作戰方式、從刀劍到鐵砲 

＊從單兵戰到集團戰 

＊新科技間接促進日本統一 

 

   （九）江戶時代的文化 

（1）學問與教育： 

1、儒學： 

＊傳自中國，崇尚朱熹的學說，與中國崇尚孔孟大為不同 

＊以朱子學為官學，成為幕府統治日本 260 年之哲學基礎 

2、國學：從古典出發探討日本人本固有之精神與生存之道的學問 

＊荷田春滿「創學校啟」：進言創設「國學」（日本學）校 

＊賀茂真淵：研究「古事記」，力陳恢復古代精神 

＊本居宣長：建立古典研究方法及思想體系、國學大成者 

＊平田篤胤：國粹、排外主義。影響尊王攘夷思想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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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洋學：西洋學問傳入日本之統稱 

＊洋學先驅：西川如見《華夷通商考》、新井白石《西洋紀聞》 

＊洋書解禁：八代將軍 德川吉宗（1684-1751） 

＊洋學盛行：杉田玄白與前野良澤之《解體新書》 

4、人物介紹：德川吉宗 

＊江戶初期禁基督教，進入鎖國時代。 
＊「享保改革」力行簡約、控制米價安定民生、允許直訴、獎勵開發。 
＊解除基督教以外之洋書禁令，使日本有機會接觸西洋新知。 

5、教育機構：江戶幕末時，公私教育普及，為日後維新奠下基礎 

＊幕府：昌平坂學問所—教授幕臣與藩士朱子學 

＊藩校：各藩為教育武士而設 

＊鄉學：各藩為教育庶民而設 

＊私塾：學者私設，學問分野多樣 

＊寺子屋：民間私設，教導庶民習字、算盤等 

（2）文學： 

1、古典：契沖「萬葉代匠記」 

2、俳諧：松永貞德「御傘」 

3、俳文：松尾芭蕉「奧之細道」 

4、歌舞伎：近松門左衛門 

5、繪畫：尾形光琳「紅白梅圖屏風」 

6、工藝：野野村仁清「色繪藤花文茶壺」 

7、藝能：歌舞伎、淨琉璃 

 

（十）天皇政治地位之變化 

（1）應仁之亂—天皇地位下降 

（2）幕府的建立—政治重心轉移至武士階層 

（3）御公家諸法度—德川家康制定，天皇從此不問國政，修文養德 

（4）明治維新—為與西洋競爭，成為日本精神象徵與名義上的政治領袖 

（5）二次大戰—軍國主義者精神象徵 

（6）戰後至今—不參與國政，外交、文化事務 

 

 

三、近代篇－門戶開放、明治維新與軍國主義 
 

（一）西方列強入侵日本的開始 

（1）1808 年英國菲頓號事件 

（2）1844 荷蘭國王威廉二世勸告日本開國，幕府拒絕 

（3）1853 俄國普提雅廷抵達長崎，次年簽訂日俄和親條約 

（4）1853 培里率艦隊抵達浦賀、次年訂立日美和親條約（日本開國） 

 

（二）黑船事件（1853-1854） 

（1）培里（Matthew Calbraith Perry）率美國艦隊遞交國書，強力要求日本開 
國通商。因船身漆黑故稱「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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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美和親條約」（近代日本不平等條約之始） 

 

（三）黑船事件的意義 

（1）日本鎖國體制之崩潰 

（2）簽訂近代日本第一次不平等條約 

（3）國內「攘夷派」與「洋務派」之衝突（不同西洋觀之衝突） 

（4）西洋文明進入日本，影響日後文明開化、明治維新 

 

（四）明治維新 

（1）大政奉還、王政復古後政權由幕府移轉至明治政府（藩閥政府） 

（2）1868 年天皇「東幸」，移居東京（未明文宣佈遷都） 

（3）生活、文化、科學全盤西化（富國強兵、放棄傳統） 

（4）版籍奉還、廢藩置縣（削弱武士、增強軍事與經濟之控制） 

（5）神佛分離令、廢佛毀釋、神道國教化（重建天皇之神性） 

（6）1873 年後撤牌解禁基督教 

（7）人物介紹：維新的急先鋒—福澤諭吉（1835-1901） 

＊主張「脫亞入歐」全面西化（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基礎） 

     ＊創立慶應義塾（今日的慶應義塾大學） 

     ＊為「明六社」（日本近代最初之學術團體）之成員 

（8）人物介紹：澀澤榮一（1840-1931） 

＊主張「經濟道德合一說」培植中小企業，譽為日本企業之父  

＊著有「論語與算盤」談傳統道德與企業經營 

  ＊《論語與算盤》論題： 

國家與社會、實業與經濟、道德與功利、學問與教育 

立志與修養、處事與接物、慈善與救濟、子女與家庭  

 

（五）軍國主義 

 （1）實行軍閥獨裁和侵略擴張之政策 

（2）對內鎮壓反戰革命運動，宣傳極端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強行征兵參戰 

（3）對外窮兵黷武，進行他國之領土擴張 

 

（六）戰敗投降 

 （1）1937-1945 年發動太平洋戰爭 

 （2）投降前一週日本向美方交涉投降，希望投降後仍保存天皇制 

 （3）美方不顧其請求，仍以縮短戰爭為由投下原子彈 

 

四、現代篇－ 日本面對現代世界新秩序的重整 
 

 （一）從軍國主義到資本主義 

 （1）受憲法第九條限制，日本宣告放棄戰爭 

 （2）戰後經歷美國佔領期、韓戰、越戰，經濟快速復甦 

 （3）成為東亞經濟大國之經濟影響力，牽動世界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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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現代日本的課題 

 （1）日美盟 

 （2）歷史心結下如何面對中國崛起  

 （3）由經濟大國到文化大國的遙遠路  

 （4）泡沫經濟之後的未來  

 （5）全球化  

 （6）全球暖化問題 

 

（三）臺日關係未來發展之我見 

   （1）成立台灣的日本研究中心 

       （2）多方尋求不易突破之領域，暢通之管道 

   （3）推動日本研究的整合，以深化較易突破之實質關係 

 

五、結語 
 

    台灣被日本殖民五十年又六個月，使台灣人難以忘記被殖民者的痛苦經驗與教訓，

但是我們又必須承認日本曾經提升台灣近代化的腳步，這種複雜又矛盾的情緒，是現代

台灣人看日本的典型寫照。但是現在的日本對台灣而言，已經不在是侵略國，而是東亞

世界甚至國際社會中，不可忽視的國家。正如《菊花與劍》的作者潘乃德（Ruth 

Benedict,1887-1948）所云:「戰後日本人的心中還存有一把劍，他們慎防這把劍生銹，

在磨礪之中，他們可以孕育一股強大的力量」。潘乃德所描述的這把劍在 1945 年 8 月兩

顆原子彈的摧毀下，殘破不堪、被迫封刀。但是軍國主義行不通之後，日本人憑藉著勤

奮、團結、忠誠、負責等特有的民族性，再度將這把劍磨得銳利可用，在國際社會中發

揮了強大的影響力。儘管 90 年代日本的泡沫經濟瓦解之後，其經濟成長有將近十五年

的時間陷入停頓，但無論是科技、產業及文化的爆發力，所謂的「日本奇蹟」仍然是國

際社會關注的焦點。而這個「日本奇蹟」就是促成世界各國以系統性、整合性的日本研

究來了解日本這個國家的主要原因。舉例而言，韓國人從戰後極力排斥日本，從日本是

不是值得研究的疑問當中，逐漸意識到深入瞭解日本之必要性，甚而在外交、軍事、經

濟等各方面在在必須與日本密切合作，這個轉變促使韓國開始廣泛而深入地推動日本研

究。根據 1998 年日本國際交流基金的調查報告指出，全世界 114 個國家中，學習日語

的人口總數高達 2,091,759 人，其中韓國就有 946,857 人，占總人數的 45.25%，為世

界各國之冠，韓國積極培育對日人才之熱誠，可見一斑。有鑑於此，我們也必須嚴肅且

認真的探索日本的民族與文化，從認知日本守護、發揚他們的傳統到為了追求近現代化

而捨棄傳統的掙扎過程，其興衰起敝的歷史教訓，值得參考與借鏡。 


